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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与惊梦
——文艺作品对爱情的渲染与还原

谢轶群

“爱情是文艺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言情文艺绵延不绝。文艺作品

描写爱情，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主流的，认为爱情瑰丽多姿，是值得终生

追求的正面价值，浓墨重彩又细腻入微地铺陈渲染；另一种取向则是对爱

情的现象和意义予以质疑，对爱情持一种冷静、淡漠乃至微带嘲讽与批判

的态度，试图还原爱情在现实中真实的状态与地位。这两种不同的取向能

带给我们哪些思考，现结合有关经典、名著、名作来做一个叙述和辨析。

造梦的渲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首先我们谈谈文艺作品对爱情的渲染。文艺作品渲染爱情，从爱情的

美好、脱俗、坚贞、感伤、悲壮等各种现象、各个侧面、各种体会进行，

把爱描述为心灵的高峰体验、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和收获。

首先，我们看渲染爱情的美好。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国最早的

诗歌总集《诗经》里，开卷第一篇就是爱情诗《关雎》，“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被认为是婚礼上吟唱的歌谣描写了

君子追求淑女经过挫折而终成眷属的过程，格调清新明快。《诗经》是中

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但它的第一篇不是写劳动，不是写斗争，而是写

爱情，这说明我们这个现实意识强过浪漫气质的民族也认为，爱情相对于

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是更有趣味和色彩的，是人生精华。往后，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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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美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像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

点通”，表达的是心心相印对精神的滋养和慰抚；晏几道《鹧鸪天》“彩

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

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相处的美好，相思的刻骨与甜蜜，重逢的无限欣喜快慰，抒写得淋漓尽

致。秦观《鹊桥仙》借牛郎织女的传说，也是写别离与重逢：“纤云弄

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

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如此纯净深情的意境，谁不向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把爱情放置在人生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让人深为认同并心驰神往了。

还有北宋词人张先的《千秋岁》：“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

中有千千结。”南宋词人范成大的《车遥遥篇》：“愿我如星君如月，夜

夜流光相皎洁。”这些诗句让人对自己的精神主体性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如网结般多情的心是可以和不老的天地相提并论的，相爱的人是像星斗和

月亮一样皎洁生辉的。爱情令人认识到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情感的美

好，两性之间的爱恋闪烁人性的高贵光辉。

以上举的都是诗词作品，而渲染爱情的美好并不是都得靠优美、精致

的语言，质朴的表达一样能把爱情的姿彩描写得令人心醉神迷。在金庸的

武侠小说《连城诀》里，有一位深情的悲剧英雄丁典，仁义的丁典和才女

凌霜华的故事是小说中最感人的情节。书中写道，经过一年的追寻，丁典

终于找到和自己已经两心相许的凌霜华，之后夜夜见面，从无半分不规矩

的行为，但无话不谈。谈起这段日子，丁典说：“我不是做人，是在天上

做神仙，其实就是做神仙，一定也没我这般快活。”这样朴素、直接的话

语说尽了爱情的无限美妙，叫人暗暗感叹，如果也能有一场一样的经历、

体验，才叫不虚此生。

在言情文艺作品中，还有大量美化爱恋对象的修辞，比如从男性角

度，把女性的人叫玉人，身体叫胴体，头发叫云鬓，皮肤叫雪肤，胸脯叫

酥胸，眼神叫秋波，呼吸叫吹气如兰，连汗水都叫香汗，等等。这些无所

不用其极的渲染，充分激发了人们对异性和爱情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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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文艺渲染的爱情的脱俗。言情文艺能激发人无限的想象，另一原

因是着重在脱俗，也就是经常打破现实观念，人在世俗中的局限在爱情中可

能不存在，乃至于反而成为异性青睐的优点，爱情被描写成纯粹纯洁的精神

活动。莎士比亚说：“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

真的爱情。”台湾女作家罗兰更具体地说：“当两人之间有真爱情的时候，

是不会考虑到年龄的问题，经济的条件，相貌的美丑，个子的高矮等等外在

的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在西方经典故事《灰姑娘》里，一位饱受继母家庭

欺压虐待的平凡女子因为自己的善良，可以赢得地位天差地远的王子的爱

慕。如果说世俗观念里女方条件是可以逊于男方的，那么在黄梅戏名作《天

仙配》中，则反过来，仙女倒追草根，一位贫穷的忠厚男子董永因为卖身葬

父的孝心，感动了玉皇大帝最小的女儿七仙女，七仙女宁愿放弃天庭到人间

来和他结为夫妻过清贫生活。“寒窑虽破能蔽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唱

词把爱放在物质，也就是“寒窑”之上。人的品性之外的地位、财产等如此

无关紧要，真让无数凡人为之振奋、为之畅想。

文艺作品对爱情的另一个渲染是爱情的坚贞。毋庸讳言，爱是有强

烈排他性的，是和占有欲紧密相关的，谁都希望对方情有独钟，但人性又

有喜新厌旧、难挡诱惑等弱点，所以坚贞的爱切中人心。汉代乐府诗《上

邪》写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

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作品以一位女子的口吻发出爱

的誓言：要我与你断绝情意，除非山平了、江水干了、冬天打雷、夏天

下雪、天地合起来这五种绝无可能的现象发生。这是何等动人的坚贞的心

啊。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通过两位相爱的人生前不能结合死后也要化

作蝴蝶双双起舞的故事，来渲染爱的坚贞。在现代文艺对这个故事做的发

挥中，有一首歌曲，不是闫肃老先生作词的那首，而是一位不知名的词作

者的作品，其中有这样一段：“三年寒窗无寒夜，十八相送同心结。天地

可缺人难缺，生不同寝死同穴。”这种对梁祝的热烈讴歌，让坚贞爱情焕

发出耀眼的崇高光辉。

我们再来看看文艺作品对爱情的感伤的渲染。言情文艺中除了对爱

的享受，一样有很多抒写爱的感伤的，毕竟挫折、失落、痛切、无奈等情



文艺理论

·161·

文艺理论

·161·

绪，一直和爱的甜美共生。在言情文艺的渲染下，这些负面情感折磨和煎

熬的意味并不太浓，反而时时有某种美感、诗意。比如也是出自《诗经》

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写的是一种常有的人生

体会，也是爱情体会：反复执着地追寻，却一直和追求的对象可望而不可

即。诗中以芦苇、霜露、秋水等清冷悠远的景物烘托，一咏三叹，惆怅无

限。但这种为爱而生的惆怅、伤感、失落流溢出一种美丽的忧伤，让人感

觉得不到也有得不到的美，爱的忧伤同样是一种值得体会的情感。

在言情小说中，名头最大的一位是台湾的琼瑶，写下过好几十部影响

广泛的言情小说，号称“爱情教母”。琼瑶当然深谙渲染爱的感伤之道。

这里介绍一下她的一部名作，恰恰是根据《蒹葭》的意蕴创作的，叫《在

水一方》。这部小说讲述一位叫杜小双的苦命女孩，在父母双亡后跟着舅

舅生活。舅舅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表哥，叫朱诗尧，是一位腿脚不方便的

残疾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朱诗尧爱上了美丽的表妹杜小双，但自惭形

秽于自己的残疾，他把这份爱埋在心里，默默照拂着小双。后来，杜小双

嫁给青年作家卢友文，朱诗尧强抑内心痛苦，仍然为她献上真诚祝福。婚

后卢友文创作贫乏，酗酒成性，脾气暴躁，后来发展到赶走杜小双为贴

补家用开钢琴班招来的学生。伤心已极的杜小双决定离开卢友文。一直

默默关注小双的朱诗尧这时来到她的身边，帮助她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

眼看二人就要走到一起，朱诗尧情有所偿，不料又传来消息，卢友文身患

绝症，来日无多。善良的杜小双决定回到他的身边，伴随他度过最后的日

子。对于一直等待着的朱诗尧，杜小双就像《蒹葭》中的“伊人”，近在

眼前却屡屡可望而不可即……

这部小说不是写爱的幸福，而是写爱的感伤。可是读者为什么喜欢这

样“虐心”的作品呢？因为在作品中，这种爱的忧伤得到了美化渲染，让

人们觉得这样的经历固然不顺心，但作为有距离的旁观者，通过对作品中

人物的同情嗟叹，也得到了心灵净化和精神境界提升。

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更能达到震撼人心程度的，是爱情的悲壮。爱

情的悲壮往往体现为爱和相爱者在与外部破坏性力量的抗争中毁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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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代表：两个家族有世仇的男女

相爱，面对重重阻力，他们以命相拼，最终他们付出了生命，却完成了

爱的嘱托，他们的死也化解了两家仇怨。这样悲壮的故事，让爱情不再是

一对男女间的情感，而有了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厚内涵。还有张艺谋和巩俐

主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因为童女冬儿与郎中令蒙天放的私情，

冬儿要被烧死，蒙天放自愿“尘封做俑”，也就是用被封进陶俑的方式殉

情，这时响起的插曲《焚心以火》唱道：“焚心以火，让火烧熔我。燃烧

我心，喷出爱的颂歌。奋不顾身，投进爱的红火。我不愿意，让黄土地埋

了我。让我写下诗，让千生都知道有个我，让万世都知道有个你，共享福

祸。焚心以火，烫上爱的深烙，燃烧的心，黄土地埋不了我。”熊熊的烈

火，在烈火中亲吻诀别的冬儿与蒙天放，再配上这高亢深情的歌声，一股

悲壮之气简直充塞天地，观众心灵在这个高潮中得到强烈震撼，心里阵阵

折服的感叹：爱情可以是这样的啊！

最后，文艺作品对爱情还有一重渲染，渲染爱情的疯狂，也就是由

爱引发的极端行为。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有一个叫《美狄亚》的作

品，公主美狄亚为了自己爱上的异国王子伊阿宋，背叛了家庭和自己的王

国，甚至杀死了弟弟，可是伊阿宋后来却移情别恋，由爱生恨的美狄亚

干出了疯狂的举动：不但烧死了情敌，而且杀害了自己和伊阿宋所生的两

个孩子，让伊阿宋永远痛苦！这样的报复手段叫人毛骨悚然。而沈从文的

小说《都市一妇人》也有一个爱的疯狂的描写：一位被命运反复捉弄过的

女子，为了留住真心对待自己的丈夫，一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轻英俊的

军官，她竟然下手用剧毒毒瞎了丈夫的双眼，这样她就肯定可以一直拥有

他！而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渲染，并没有让人把爱情视为畏途，只让人觉

得，在爱的驱动下，人可能做出疯狂的举动，发生惊心动魄的故事，因此

爱情在人们心中就更不寻常了。

以上，我们梳理了文艺作品从各个侧面对爱情的渲染，有爱的美好、

爱的脱俗、爱的坚贞、爱的感伤、爱的悲壮、爱的疯狂。把这多种多样、

多姿多彩的作品集合起来，让人觉得爱情的世界是多么绚丽，爱的体验是

多么美好，爱的经历是多么刺激，爱情在人生中何其重要。苏格兰诗人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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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说：“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什么？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好像真是这样

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断定：“爱情，是爱情，推动着世界的发展”，从

上述这些作品来看，这话好像也未必十分荒诞。

惊梦的还原：“再恋爱得轰动，三五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

离开充满梦幻色彩和浪漫气息的言情文艺作品，我们又要面对平淡、

琐屑、凡俗的生活。这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文艺作品中浓墨重彩渲染的爱

情真的存在于生活中吗？我们的身上，以及身边的人里，到底有几位亲身

经历过那些坚贞、脱俗、悲壮与疯狂？爱情真的比生活的其他方面重要

吗？爱情是不是被文艺作品大大夸张了？难道就没有作家觉得言情文艺中

的爱恨情仇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少得很？文艺固然要高于生活，但总不能反

复违背生活的真实吧？

的确，大力渲染爱情的，是相关题材文艺作品的主流，但并不是全

部。也有些作家作品，对爱情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写爱情，不是渲

染，而是还原，以生活真实为标准，去掉文艺气息的浮夸和美化，还原爱

情在生活中的真实状态、真实地位、真实意义。

刚才我们谈到言情小说头号作家琼瑶，她的风格是把爱情放置到至高

无上的位置，极尽能事地渲染发挥，笔下人物似乎永远生活在炽热的恋情

之中，爱情不但是人生的全部，而且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但还有

一位香港女作家，也写有大量言情小说，但她的路子不是渲染，而是冷静

还原。这位作家就是亦舒。

和琼瑶的浓烈、温情、缠绵悱恻不同，亦舒作品简练、冷峻、灰暗。

她的爱情观是：“爱，或可燃烧，或可耐久，但两者不可共存。”也就是

说，爱情的热烈是短期的状态，持久的爱情是平淡的。在小说《独身女

人》中她写道：“我也想清楚了，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再恋爱得轰

动，三五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下班后大家扭开电视一齐看长篇连续

剧，人生是这样的。”在小说《城市故事》中她又说：“恋爱与瓶花一

样，不能保持永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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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在这里戳破一个事实：爱情不是生活的常态，只是某个阶段才可

能发生的心醉神迷。大家从小看到的那些爱情故事，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

就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能

写下去？因为经历了爱的热烈与波澜之后，就是常态生活了，构成言情文

艺的戏剧性就越来越少了。曾有作家开玩笑说：“如果贾宝玉和林黛玉结

婚了，婚后会是怎样呢？贾宝玉洗脚，林黛玉给他倒洗脚水。”情人的关

系就要转化为家人。当然，终身处在恋爱状态的情种不能说绝对没有，但

总归是极少数特例吧？

亦舒在她的作品《寒武纪》中还说：“人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

生子的，又是另一些人。”这的确又道破了人的婚恋中的普遍现象：爱只

是个梦想，很少实现。非谁不嫁，非谁不娶，由此轰轰烈烈、死去活来，

这是文艺作品中的；现实中更多的是，结婚生子的配偶有互不排斥的基本

感情基础即可，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对爱情含量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

追求爱情，说白了就是吸引、得到一个自己爱慕的异性，这个过程，

肯定有很多以对方为中心的心态和行为，乃至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在

此，亦舒对爱情的认识是颠覆性的，她说：“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

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对爱情、对异性一点也不痴迷，把爱的追

求叫“讨好他人”，认为是不划算的人生。所以有评论家说：“亦舒的故

事基本是女性的独白，和男人没有什么关系，是对琼瑶式爱情的嘲讽：那

些男人，怎么靠得住？再好也不过是个男人。”琼瑶式爱情就是浓墨重彩

大力渲染的爱情，而亦舒透出对爱情的反思，乃至对痴迷于爱的某种程度

的批判。亦舒这种对爱情的还原，有独立的眼光和思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有过一股“新写实”潮流，所谓新写

实，就是指同为写实，传统现实主义会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评价，而

新写实放弃对生活的判断，只呈现生活的本来样貌，把倾向和评价留给读

者。新写实小说中，有两位名家，一位是刘震云，一位是池莉，他们的作

品都以这种尽量不含作者主观感情的手法还原过爱情。

刘震云的新写实名作是《一地鸡毛》，写一位小公务员小林的生活。

在小说中，写到了时间和生活对人的性别魅力的减损：“小林的老婆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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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静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那时她言语不多，

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通过同学介绍，小林与她恋爱。她

见人有些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

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爱情的确能提高

人的素质修养，这也是被言情文艺作品反复渲染的，然而，小说继续写

道：“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

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那时候市民都不富

裕，微微拧开一点水龙头滴水，水表不转，可以省自来水费。小林老婆的

变化，不过是千家万户年年月月都在发生的事啊。爱情对人的素质修养的

提升，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最终还不是被生活同化、淹没了吗？

《一地鸡毛》里对真实爱情生活还原得触目惊心的，是写到小林和

妻子的三次性生活。性生活应该是爱情中的华彩乐章。可是他们这三次是

什么状况呢？一次是小林孩子生病，医院开出的药很贵，小林妻子当即决

定不拿药了，把家里大人的药减量服用。孩子出了医院，身体状态就变好

了，带着省钱的愉快，小林妻子就去吃了碗自己爱吃的炒肝，小说写道：

“她一定让小林尝尝汤。小林害怕肠，以为肠汤一定不好喝，但禁不住老

婆一次一次劝，老婆的声音变得很温柔，眼神很多情，像回到了当初没结

婚正谈恋爱的时候，小林只好尝了一口。汤里有香菜，热腾腾的……老婆

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味道不错，老婆又多情地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一碗

炒肝，使两人重温了过去的温暖。”唤回过去温暖的，是一碗炒肝。这还

没完，当晚两人过夫妻生活，由于这碗好像白捡的炒肝，“小林和小林老

婆都很有激情，事情像新婚时一样好。事情过去以后，两人又相互抚摸着

谈起了天……”

再来看小说中描写的第二次。这次的背景是小林妻子单位开通了班

车，解决了上班路远的问题，也是个愉快的事情，于是，“晚上孩子保姆

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又很有激情。欢乐之后，两人都很

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

摸谈心……”

第三次是这样的，单元楼里有一个查电表的老头，老头家乡领导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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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批文，而这个批文就压在小林上班的机关，而且是小林所在的处室，所

以老头给小林送了家乡领导带来疏通关系的礼物，一个在当时相当昂贵的

微波炉。经过思想斗争，小林妻子叫小林收下了。当天一家三口吃着微波

炉烤的白薯都很高兴，于是，“这天晚上，他与老婆又亲热了一回。由于

有微波炉的刺激，老婆又很有激情。”

你看，这哪有言情文艺中常渲染的那种两性交欢的各种美妙，激情

居然是来自省钱吃了碗炒肝、单位开通班车、意外收获了个微波炉！可谁

能否认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啊！王朔说刘震云的作品“刻薄”，说他把看

似波澜壮阔、有声有色的社会生活平庸化了，活色生香的爱情原来是被夸

张、矫饰、美化的，什么爱的美好、坚贞、脱俗、悲壮，那不过是一厢情

愿的想象，是和现实生活脱节的。渲染爱情总得忽略掉社会生活的某些方

面，尤其是世故、冰冷、残酷的一面，文艺作品中美好的爱情世界是抽取

一小部分社会生活内容营造的。刘震云的深刻就在于，破坏爱情的未必是

《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暴君秦始皇，日复一日的生活，家庭一件件的事

务，时时刻刻都在消磨最初的爱，这种从消磨到抹杀的过程不知不觉，最

后让大家都成为凡夫俗子。

再说池莉，池莉有一部小说《来来往往》。这部小说同样在毫无美

化地还原爱情的真实状态。在写主人公康伟业和段丽娜恋爱时，有一个细

节特别有意思。当时伟人逝世，段丽娜哭得一塌糊涂，给了康伟业第一次

拥抱她的机会。小说写道：“段莉娜滂沱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

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

干上。”最后那一句就是漂亮的还原，一般文艺作品写恋爱中男性为女性

擦眼泪，尽管鼻涕眼泪很容易一起流出来，但绝对不会写到鼻涕；也绝对

不会写男性把手掌上的眼泪鼻涕怎么处理，但在真实生活中，肯定要处理

的对不对？纸巾没流行的时代，擦在身后树上太正常了。真实一还原，浪

漫、美好就被破坏了。

在言情文艺中，对人物的第一次性生活通常要煞费心思地表现，因

为意义重大啊。而《来来往往》中对康伟业和段丽娜的第一次是这样描述

的：“康伟业实在是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之事竟然会是这般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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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短暂，粗糙和令人尴尬。首先衣服就很不好脱，康伟业搞不清段莉娜

是否乐意脱光衣服，她让你脱一点又扯过去往自己身上套一点，急切中康

伟业好几次被衣袖和裤腿绊倒，搞得他非常狼狈。结果他们都只脱了一半

的衣服，裤子褪在膝盖下面，内衣往上推至颈脖，一大堆纺织物梗梗地拥

在那儿，极大地妨碍着两个人的交流。”你看，什么云鬓散乱啊，血脉喷

张啊，吹气如兰啊，梨花带雨啊，言情文艺中那些带给少男少女无限美好

想象的场景，还原后竟可能是这样叫人哭笑不得。

言情文艺作品中的男男女女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对个人

的情感生活有高度的期待和要求，非常不愿意落俗。池莉又有一部小说，

叫《不谈爱情》，主人公庄建飞在婚姻前后有一番折腾，但他静下来回想

时，小说写道，他“发觉自己的婚姻并非与众不同。揭去层层轻纱，不就

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操作，一个婚姻就这么诞生了。他相信他是这样，他

周围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我们离开文艺回看现实，冷静地看待芸芸

众生的婚恋，能说庄建飞想得不对吗？

这种还原爱情真实的作品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篇名作，就是鲁迅的

《伤逝》，这篇小说写的是两位深受五四“婚恋自由”精神影响的青年男

女，涓生和子君，冲破阻力同居到一起，可只享受了短暂的爱的甜美，琐

屑的生活就淹没了他们，尤其不久涓生失业了，生活压力下两人感情迅速

恶化。涓生面对爱的消失，最后坦陈自己已不爱子君，深受打击的子君因

此病死。对于这场失败的爱，我们可以从宏大的高度分析出“先得有社会

解放，才能有个人的解放”等，但鲁迅自己的一句话更为切实：“人必生

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也就是理想化的言情文艺不大承认的，爱是

要有条件、要有基础的，“生活着”就是指正常的物质生活条件。爱附丽

在“生活着”上，不就是老生常谈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吗？子君从

充满个性到在涓生眼里变得庸俗，他们在一起从“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

习惯，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到陷入家务，陷入柴米油盐的

危机，然后劳燕分飞，不就是物质贫乏、爱的基础坍塌的结果吗？鲁迅、

刘震云等作家作品这些婚恋真相还原的描写，和对爱情的美好、脱俗、坚

贞、悲壮等的渲染，形成了两个鲜明对立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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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梦仍有梦：“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在文艺作品对爱情的热烈渲染和冷静还原两种

取向中，双方的态度、立场、观点，各自有哪些更为合理的因素？各自有

哪些更为深刻之处？在爱的地位、爱的状态、爱的意义等问题中，我们该

更多地吸收哪一种的倾向？

第一个问题，人对爱情的有差异的态度。有的人始终热烈地追求着

爱，可能沉浸在爱情中如痴如醉或撕心裂肺；有的人觉得爱不过是生活中

的一部分，在作为成家、生育的人生收获之外并没有特别之处。就像作家

们有的热烈渲染爱情，有的冷峻漠然地还原爱情的凡俗之处。这两种差

异，其实不是理性思考后不同的判断、选择，而更多地取决于人的心性，

也就是说，更多由天生的禀赋气质决定。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

尼娜》大家都比较熟悉，安娜和她的丈夫卡列宁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心性的

代表。安娜富有激情，精神世界丰富深邃，有对爱的强烈需求；而卡列宁

是一个感情麻木、了无生趣、彻底官僚化了的人，他不知爱为何物，无法

理解安娜的精神需求。安娜说：“他们不知道八年以来他如何扼杀我的生

命，扼杀我身上的一切活力，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

的女人。”

安娜无法忍受卡列宁，卡列宁也无法理解安娜。他们心性完全不同。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情安娜，因为爱的美好是不可否定的，爱的呼唤是

动人的，那些冷峻还原爱情的作家作品，比如亦舒，有时走向了刻意否

定。但就像有安娜就有卡列宁，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人是对爱情无感的，

或者对爱比较平淡的，这个世界不是像言情文艺里写的那样，人人都是爱

的使者，人人都没有爱就不能活。卡列宁是个极端，但平凡人里精神需求

不强者比比皆是，有配偶和孩子就可以，家庭生活能平静地过就可以，这

不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吗？苏联诗人施企巴乔夫说：“爱情是一本永恒的

书，有人只是信手拈来浏览过几个片段。有人却流连忘返，为它洒下热泪

斑斑。”坦率说，只是信手拈来浏览几个片段的人应该是多数吧？

下面我们要探讨第二个问题：爱在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在各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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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中，爱情应不应该是首位的？以琼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以浓烈的情

感、跌宕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反复告诉人们，这才是生活，这才是财富，

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属于不完美、有缺憾的人生；没有认识到爱在生活

中的首要位置，就是感情不丰富，不懂得爱的美妙，错过了最有价值的东

西，需要爱的启蒙。而其他冷静还原爱情的作家作品则告诉我们，生活本

身极其复杂，爱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只属于年轻时候某个阶段的生

活重心，是求偶、组建家庭阶段的一种暂时状态。

也许有的作家对爱情的还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在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明确判断：爱情的地位和重要性的确被言情文艺作品夸张了，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多少那种视爱情为人生第一、人生全部的人呢？文艺

作品有个特点，就是会集中表现，会突出。言情文艺集中、突出地表现爱

情生活，就像武侠文艺集中表现武功、打斗，都是在一个内指性的封闭系

统里浓墨重彩地渲染，而不能以现实来参照。从现实出发，如果一个人像

言情小说里的人物那样生活，比如琼瑶剧里马景涛那种随时为爱的苦痛而

咆哮的角色，或者开口就是“我知道你爱他爱得好痛苦好痛苦，我也知道

她爱你爱得好痛苦好痛苦”这种语言，思想行动时时离不开异性，离不开

爱恋，那是正常人吗？那叫花痴，或者是有表演型人格障碍。

从感情本身来说，爱情未必高于其他的情感，比如亲情，比如友

情，比如乡情。《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两个年轻人的爱催人泪下，但有人

说：“年轻的时候我同情这两个年轻人，但年长以后我同情他们可怜的父

母。”从事理上说，父母双亲给子女的深恩，怎么就不如异性间的互相吸

引重要呢？只有情人间的背叛，极少有父母对子女背叛吧？在爱情和亲情

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选择爱情，这可能不是深情，而是薄情。能够爱情

压倒一切的人，我总怀疑他的感情有没有厚度，他的责任感到底强不强。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对特定异性的深情能有几分持久又成为一个令

人怀疑的问题了。

培根说：“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

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

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培根把爱情称为“软弱的感情”，这应该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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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不能以刚强硬朗来否定爱情的缠绵悱恻，无情未必真豪杰。但的

确，爱情被放到第一位之后可能产生的破坏性悲剧是有例子的，比如唐玄

宗李隆基，唐玄宗因为迷恋杨玉环，先是不顾人伦占有了这位儿媳妇，以

帝王之尊行了一件非常恶劣之事；后来更荒废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引来安史之乱，葬送了大唐盛世。他对杨玉环的痴迷

爱恋显然是需要节制的，这无法以言情文艺中的“爱就是一切”来为他辩

护。爱在人生中的地位的确被文艺作品夸张了。

就此，别林斯基说得更尖刻：“如果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仅在于我们

个人的幸福，而我们个人幸福仅仅在于一个爱情，那么生活就会变成一片

遍布荒茔枯冢和破碎心灵的真正阴暗的荒原，变成一座可怕的地狱。”想

想美狄亚为了报复负心丈夫而杀害亲生孩子，想想沈从文笔下的妇人为了

占有年轻英俊的丈夫而毒瞎丈夫的双眼，再想想每年都会发生的那些因爱

生恨而导致的凶杀案件，赋予爱情以无限尊崇地位的观念是不是要反思？

爱固然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一样能诱发人性中的恶。

第三个问题，爱的持久性问题。冷静还原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看到一个

事实，就是那种炽热的爱情状态是阶段性的，暂时的，即便没有遇上什么

困难和逆境，也终将在生活的长河中淡去。爱到永远，爱到地老天荒，这

是理想化的梦幻。

这个问题上，亦舒、刘震云他们还原得对。在我当年中学政治课本

《中学生修养》里，对爱情下了一个定义：“爱情是一对男女之间因为

互相仰慕而渴望结为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这个定义很动

人，但也说明爱的目标是结为终身伴侣，那么这种渴望实现了呢？成功地

结为终身伴侣之后呢？那不就是说爱情的任务完成了吗？爱的任务既然完

成，那爱还会“强烈而真挚”地存在吗？按照生活常识，任何热烈的情感

都会冷却，相对于日常，爱恋中的沉醉、痴狂都是一时的。有句话叫“爱

情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只能靠结婚来治愈”，除去其中的嘲讽意

味，说明的也是相对于平常生活中感情的平稳，爱的状态是一种不可持续

于婚后的异常。

如前所述，不少爱情故事写到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常常以一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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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来结束。现在进一步说，当爱的波澜宁静

了，心的起伏平复了，这种幸福感只怕也要慢慢淡化了。尤其是，生活中

其他的无趣的乃至损害情趣的方面，在情有所归后就会上升为岁月的主要

内容。当然，真挚的爱会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积淀，但爱的性质却转化为亲

情。从“情侣”到“家属”，从字面上看浪漫程度也大打折扣了吧？人在

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感觉不到这种前景的，总认为爱是永恒的，能抵抗生活

的消磨，所以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提醒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把生活兴趣

全部建立在爱情那样暴风雨般的感情冲动上，那是会令人失望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反正爱是要淡去的，如同梦总会醒来，那

么对爱的追求、为爱的感情付出就叫人质疑，从而错误地对感情采取一种

轻薄、随意、玩世不恭的态度。爱过比之没爱过，毕竟是不同的人生，即

便是冷峻还原婚姻家庭真相的小说《一地鸡毛》里，在琐屑生活中焦头烂

额的小林回忆起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心中不也泛起暖流了吗？那句很俗

套的话“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不也可以让我们既豁达又执

着地对待情感的发展变化吗？

还有爱的脱俗问题。脱俗的、反世俗的爱情是存在的，但是不多。正

是因为不多，所以才需要言情文艺这样浓墨重彩地去描绘它，灰姑娘与王

子，董永与七仙女，黄蓉与郭靖，简和罗切斯特，还有《泰坦尼克号》里

的露丝和杰克，等等。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平凡的

世界》，在 这部长篇小说里，农民子弟孙少平被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爱恋，

少平妹妹被省委副书记的儿子喜欢，少平哥哥又被家庭条件好、在城里当

老师的润叶青睐，最后还有女大学生金秀甩了顾养民要跟少平在一起，这

些人物简直不食人间烟火，集脱俗之大成，叫人敬佩并心旌摇荡。

但不能因此认为，在爱情中有任何的现实考量就是庸俗、就是亵渎。

如果要求所有条件好的男性都是爱上灰姑娘的王子，要求所有条件好的女

性都是下嫁董永的七仙女，那就会形成一种糟糕的道德绑架。要知道那些

文艺作品是相当理想化的，这么高的标准，就是对人性的苛求。不少人不

喜欢《平凡的世界》，因为它所编织的故事、人物的情感行为相当违背人

性；作者路遥这样的渲染，简直跟意淫没什么区别。这些作品固然美好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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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但他们创造的世界好比抽离了空气中其他杂质的真空，真空固然纯

粹，但人呼吸的真实空气并不是纯氧。固然可能“夫妻恩爱苦也甜”，但

“贫贱夫妻百事哀”同样是生活的某种真理性的总结。《伤逝》中涓生和

子君冲破世俗的爱情迅速幻灭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个悲剧对于沉浸在对纯

粹爱情的玫瑰色想象中的人来说十分醒脑，终究是“爱必须有所附丽”。

鲁迅说贾府的老仆人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那么林妹妹又何尝可能爱上

焦大？我们必须对感情生活世俗的一面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现实考量，利

益盘算，乃至世故势利会经常发生，自强不息比一厢情愿的痴痴期盼重要

得多。言情文艺作品中脱俗的爱情更多是用来安放人类失落的梦影的，它

能让我们保持对生活、对世界的热爱，我们应从中汲取力量，而不是将艺

术加工过的世界当成现实的世界。否则，就可能要落入极端失望、满腹怨

恨、仇视社会的心理境地了。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文艺作品对爱情的渲染，那些动人心魄的美好、

坚贞、脱俗、感伤、悲壮、疯狂，如果以生活真实来衡量，是有不少美

化、提纯、改造、发挥的成分的；爱情在生活中的位置，也的确被夸大、

拔高了。倒是那些冷静还原爱情的状态、地位、意义的作品，虽然很可能

与我们的阅读期待和人生期待不符，但却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对爱情的讴

歌和向往，很大程度上来自文艺作品的渲染，因此也需要另一些不同立意

的作品的中和、平衡，这样才能对爱情有全面认识和心理准备。法国大作

家罗曼·罗兰说：“这世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那么，让我们在认清爱情的真相，明白对爱不可期望过

高以后，依然相信爱情。

（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公共教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