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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对母性的解构与建构 
―以《结婚十年》为中心的早期作品的书写策略 

 

李 金然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刊于散文集《浣锦集》卷首的这一惊世改写，

是沦陷时期上海的著名女作家苏青的神来之笔。应和着这卷首语的 强音，《浣锦

集》中的散文像是其和弦，而同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则像其变奏，共

同演绎出当时的苏青直白坦率中夹杂曲意规避的解构与建构的书写策略。 

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苏青是个处境微妙的人物。初登文坛的 40 年代，她是

当时“ 红的两位女作家”2之一。代表作《结婚十年》从 1943 年 7 月以单行本问

世至 1947 年的 4 年间再版 18 次，版版售罄。读者之众，可见一斑。 

但新中国成立后至 70 年代，大陆地区出版的任何一本文学史书、文艺论著中

都找不到苏青的名字，“沦陷区女作家”之谓的封条，把她和她的作品封进了当时

“党父”文学研究体系的冻土之下。 

直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铁铲像挖宝一样掘出那“ 红的两位女作家”中的另

一位——张爱玲时，她才也随之出土。虽然苏青研究多少有些张爱玲研究的延长

线的味道，但对于女性主义批评论者来说，苏青文本却有着区别于张爱玲及一般

女作家的异质：从付梓之初到销声匿迹，苏青的文本始终带有浓重的女性色彩——

女性意识的解放感，兼之女性经验的私密性。这使她在“沦陷区”“女”作家之外，

还拥有一个“大胆女作家”的标签。一些女性学学者继承了 40 年代善意评之为“直

言谈相，绝无忌讳”3的论调，并发扬成“大胆而直白的女性话语”4等美誉，评价为：

“苏青的出现，才使真正的女性写作成为现实。”5但这些论述究其根本，仍囿于对

其敢于把女性之私公诸于众的言说—书写行为的赞赏。也有更深入者，将这种言

说尝试定性为“自毁”，指出：“一个女人自毁性的讲述行为，正是男性社会所必需

的女性表象的轰毁。”6这样的阐释虽然深入到了苏青言说—书写的背后，但仍不

脱概论式的轮廓。 

或许因为苏青的言说—书写行为本身有着过于炫目的先驱性，又或许因为女

性学学者们太急于为她在文学史上正名，苏青研究虽然呈现出一种泡沫景气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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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却鲜见对其文本做深入研究的个论。 

尤其是对于“母性”命题的书写策略，更加由于苏青在处理上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方面抨击一方面褒奖，既像是革命又像是妥协——使得大多研究者都绕过

这一课题，避而不谈。偶有提及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归纳起来说，

主要有回归说和妥协说两种。前者以毛海莹（2005）为代表，她将苏青文本中的

这种矛盾定义为“苏青笔下的母性情结”，认为苏青由失落了母性终于升华到母爱

完满的女人，“作为一个女性文学作家，苏青正是在不断用各种文学话语……（笔

者略）渐渐地找回了往日缺失的母性，实现了母性情结的伟大回归”7。文中她对

所谓“母性情结”的分析，无疑全部都是建立在“母性”这一不言自明的特质理所当

然地是所有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一立场之上的；并在分析过程中明显有意识地

滤掉了对其不利的文本——尽管这些文本数量众多、特征明显且影响深远。可以

说，虽然引用了一些时下流行的理论，但这样的解读本身，却是正中了按照自己

的需要臆造女性表象的男权文化的下怀。后者以孟悦、戴锦华为先锋，认为《结

婚十年》中的母性礼赞是“在对男性的女性神话的颠覆中，无意识地落入男性话语

的圈套”8，但同时又补充说，这一无意识的落网，也有可能是苏青为了小说在现

实的父权社会中得以存活的逢迎策略。果真是“无意识”的落网那么简单吗？又或

其“有意识”的策略仅只是向父权社会示好那么委曲求全吗？不然，笔者认为，这

既不是一次单纯的妥协，更不是一次向母性神话的回归，本文拟以小说《结婚十

年》为中心、以《浣锦集》等散文为相互参照，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点出发，

尝试理清迄 1945 年年初止，苏青对传统的男性权威话语语境下的母性神话的解

构，以及她的进而对以“生育之性”为中心的全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意向。 

 

1. 抢夺话语权 

在进入文本、分析苏青在《结婚十年》中对母性的解构之前，对于前述的苏

青的言说—书写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解构意趣，有必要先明确一二。因为后者正是

理解前者的基调和关键。 

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父系文化中，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五四”虽然为女

性带来了受教育的可能，却依然没有、也不可能为她们提供女性的话语体系。故

而女性欲进入男性的（也是唯一的）话语体系，就像欲进入极乐净土一般，要经

由一个“化身为男”的过程。这种文化符号上的女性深层压抑在 40 年代的中国是鲜

为人知的，但对此，苏青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她在《我国的女子教育》中一语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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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经书之类，做的人当然是男人不必说了，其间即使偶然有一二个

女作家，如曹大家之类，她们也是代男人立言的。但这也无足深怪，因为她们

读的是男人的书，用的根本是男人所创造的文字呀，置身在从前的男人的社会

中，女子是无法说出她们自己所要说的话的。至于第二类所谓新文学作品呢？

对不住得很，也还是男人写给男人们看的，因为现在仍旧是男人的社会呀。虽

然他们也谈到妇女问题。提倡男女平等，替我们要求什么独立啦，自由啦，但

代想代说的话能否完全符合我们心底的要求，那可又是一件事了。所以我敢说，

读这类文章读出来的女生，她们在思想上一定仍旧是男人的附庸。她们心中的

是非标准紧跟着男人跑，不敢想男人们所不想的，也不敢不想男人们所想的，

什么都没有自己的主意。”9

 
女性欲以“女”身进入话语体系，只能“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

列方式来‘言说’”10。篇首引用的苏青的改写，正为此类言说提供了范例。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饮食”和“男”而非其它，明确指示出了苏青作

品的叙事范围——眉头脚边、堂前灶后，即宏大叙事的空白和缝隙。所以苏青说：

“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

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11饮食男所代表的

日常生活性、市民生活性，是苏青对“民族大义”“革命”“救亡”等主流言说的反动。

这些宏大叙事的主流言说，是一个完全由意识形态占据的场，男性话语体系在其

中完备而发达，几乎没有“空白”和“缝隙”，所以能进入之中的，只有男性和化身

为男性。苏青对女性经验的点描，将主流言说的政治暴力性及追随男性价值标准

的男女平等的虚假暴露无遗。 

再者，“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论断，呈现出一个模糊的发话主体。从这一论述本

身来看，其发话者是男是女都能说通。这一点，不同于“妻与己齐”。一个“己”字，

鲜明地在“与己齐”这一言说上烙上了发话主体为男性的印记。而“女人之大欲存

焉”若是发自男性之口，也许早已湮没在数不胜数的同类对女性形象的臆造和诋毁

的话语洪流之中了；但在得知该论述的发话者为女性（苏青）、即把发话主体暂定

在女性位上后，则其将“男”与“饮食”平列的内容，无疑体现出将“男”物化、对象

化、他者化的文化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发话者的“主体性”初见端倪。可

以说，苏青说这话时的“名女人”地位，与该发言的内容一道，方始构成了这隐约

透露出主体意味的冲击力。这隐喻了在男性文化体系中抢夺话语权的女性的艰难

处境——作为一直以来被异化的客体，她们必须靠（以“女”的自己来）发话行为

本身和发话的内容两方面来相互指认自我那模糊的发话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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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一改写，不仅仅是内容大胆涉及了女性性

欲这么简单，其改写行为本身就充满了解构主义意趣，是一次借用经典的男性语

言悖反权威的男性话语的有意识的尝试。这可以说是苏青作品的一个隐喻。 

苏青正是在这样的传统男性言说体系和环境中，以自己尚模糊的发话主体，

运用解构的策略，抢夺话语权进行创作的。在散文这样规定性较弱的体裁中，苏

青某种程度上尚可畅所欲言，鞭辟入里；但若要进入小说这样长期由男性把持、

规定性较强的男性话语系统，被强要的妥协痕迹也就更加明显。所以仔细解读这

些妥协痕迹背后的书写策略，发现该解构主义意趣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姿态和意识。 

 

2. 《结婚十年》的“母性神话” 

如前所述，《结婚十年》中对母爱、母性的处理，看似有很多对传统“母性神

话”的妥协。但事实上，苏青却是在妥协背后用解构的方式为自己制造了男性中心

“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赢得话语权，以自己为发话主体，改写重述了母性

神话。 

2.1 《结婚十年》故事梗概 

大学一年级的女学生苏怀青（“我”），经母亲半包办地嫁与同为大学生的徐崇

贤为妻。结婚当天即发现丈夫与其寡表嫂（瑞仙）有有染之嫌。婚后不到一个月

夫妻二人又各自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但怀青不久即因怀孕而退学回（夫）家待产。

因产下一女（薇薇）而备受公婆和小姑（杏英）的冷遇，经 3 个月即告结束的小

学教师生涯及不过月余的娘家归宁生活后不久，留下薇薇随丈夫到上海开始了小

家庭生活。于夫妻龃龉、经济窘迫中开始投稿，却遭丈夫强烈反对。后在生产第

二个女儿时适逢战乱，逃难至乡下暂避后返回上海。经历了二女儿夭折、丈夫的

短暂发迹、生育三女儿（菱菱）、儿子（元元）后，丈夫的外遇情事败露。夫妻破

绽日大，怀青勉力以稿费养家，积劳成疾罹患肺结核。得知病情后不久毅然与丈

夫离婚，留下孩子只身离家。 

《结婚十年》被苏青自己定位为“自传体的小说”12，许多内容根据她自身的经

历写成。 

值得注意的是，《结婚十年》中的“我”，是一个由女儿到母亲、既女儿又母亲

的身份。做为女儿从母亲处感受到的传承与断裂、和做为母亲与子女们产生的连

带与纠葛，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样态。尽管以往的研究无一例外地将二者囫囵地统

合进“母性”、“母爱”的名义下，但笔者认为，对这二者作明确的区分比照，是对

二者进行有机联合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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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母亲礼赞”的割礼：“我”与母亲 

尽管苏青在《论离婚》中提及“一个不幸的母亲抚养大来的女儿往往也是非常

不幸的，她们母女感情特别浓厚”13，但这似乎只是为了导出离婚后的子女应该归

父亲抚养的结论的一个战略，因为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对“母性神话”的 初的

解构，就始于把“我”那“可怜又可恨”14的母亲，剥离出母爱的光环。“我”的母亲，

完全有别于 30 年代及更早时期被倍加推崇的或负重牺牲或博爱体己的精神故乡

式的母亲形象：她的母亲能指，几乎完全被父权社会的“规矩”所填充；而一方面

她对女儿的“幼吾幼”的母爱行为带有很大的非日常状态的戏剧性成分，另一方面

女儿对她“孝思”也带有鲜明而深刻的文化印记。 

（1）出嫁 

小说的一开场便暗示出母与女的疏离，及亘横于两者间的男性文化的场

——“规矩”。 

婚礼的前夜，母亲与“我”按照“N 城的规矩”(第 1 页)同床而眠，却没有任何的

交流和沟通，母亲忙于准备翌日的婚礼——这是一场要我完成从“女儿”到“媳妇”

的角色转变的文化仪式，充斥着“坐了花轿上青年会去行文明结婚礼”这样“新旧合

璧”的“规矩”（第 1 页）。“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仅是在花轿没到之前不要

起床和“坐定后便绝不能动，动一动便须改嫁一次”（第 4 页）的坐轿的“规矩”。

完全沦为“规矩”的遵循者、维护者和传播者的母亲，悄然隐没于“规矩”的阴影之

中。整个的嫁娶过程中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细节描写，比起瑞仙和杏英的活灵活

现，母亲完全成为一个空洞符号，一个缺席的位置。在“房间里早已黑压压挤满了

人”（第 1 页）的场景中，这一缺席的落差显得尤为深刻。 

而顶替母亲占据娘家代表位置的是“五姑母”。从主张坐花轿到指点化妆、定嫁

衣、做捧花、选头饰和绣鞋，她全权参与并定夺15，彻头彻尾地成为“我”的形象与

行为规制的代言人。对于女性这一只有能指没有所指的符号而言，因为没有“语

言”，所以“形象”和“行为”几乎就是她们能指的全部内容。而五姑母——这一亡父

的同胞——对这一切的无上指挥权，无形中构成了名为“娘家”实为“父家”这一实

情的隐喻。 

（2）归宁 

小说通篇，对于母亲与“我”的纠葛的描写，都集中在“归宁”期间。而这些描写，

时时处处暗含着戏剧性的矛盾与破反。 

归宁的契机是“我悄悄写了封信给母亲，告诉她如何依恋想念之情，说渴望能

够再与她同住”（第 74 页），但从行文来看，这“依恋想念之情”不过是对寂寞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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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奶奶生活”、在“夫家一时又不能厮熟”（第 58 页）的逃避。因为前文中几乎

看不到“我”思念母亲的任何实质性描写，相反，却明言了“我只觉得母家渐渐地变

得生疏起来”（第 58 页）的感受，更加强了这句“告诉她”“说”的叙述本身传达出

的虚假、揶揄的信号。 

对“我”归宁心绪的描写更是起伏跌宕，充满戏剧性的反复。从踏上归宁路途伊

始时的“高兴得轻飘飘起来”，到进门听到母亲客气寒暄时的“心中骤然起阵寒栗”，

再到想与母亲谈谈而不知从何谈起、“坐着不知如何是好”时的“莫名其妙的无聊与

厌烦”（第 78-79 页），行文尚不满千字，感受已是一波三折。而嵌在其间，造成

这种感情断裂的因素“也是规矩”（第 78 页）：按规矩寒暄、按规矩收礼、按规矩

转赠、按规矩打赏、按规矩饮食，些须不得变更。就在这些“规矩”的文化压抑下，

“我”与母亲的连带彻底断裂，消于无形。而且已不仅止于“我”和母亲，连尚在襁

褓的薇薇也早已被纳入规矩的掌控之中了——出（父家）门前按规矩被抹成“乌鼻

头”，进（外祖家）门后按规矩先吃三道茶。 

而作为父权文化符号的空洞的母亲，只一味地“觉得把我嫁得太早了，没吃足

娘家的东西，恨不得在这几十天内把我填个足才好”。对此，“我”却是“实在有些

不耐烦了”，“惹得人心头也烦起来了”；母亲对“我”的这种“不知道该怎样疼爱我

才好”的“母爱”，是基于“母亲知道我不能在这里常住”这样一个非日常性生活状态

的。在归宁这种游离于日常性之外的特殊舞台上上演的母爱滑稽剧，只能使“我”

一再确认与这“可怜又可恨的母亲”“都生疏了”，“竟已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她不

会了解我”（第 85-88 页）的现实。对物质过剩的关心，既是母亲的行为，又是作

者的策略——含蓄而敏锐地描画出有血有肉的、或是精神故乡式母亲的缺失。想

从夫家的压抑中逃脱出来的“我”，在母家感受到的母爱信息，也都无外乎被父权

社会严格编码后的空洞符号。 

（3）孝思 

在母亲对“我”的感情被“规矩”所消解的同时，“我”对母亲的感情正被另一种父

权社会的文化压抑——“体面”所侵蚀。 

“我”对母亲尽孝思的起因是受了五姑母的提点，而其实质，“我得对她略尽孝

思……我不能让她给五姑母，徐太太，以及一切一切的亲戚邻舍笑话呀。……我

的钱不是为她花的，而是为她而花给我们的亲戚邻舍看的”（第 88 页）。于是“我”

不惜当掉戒指买一些经久耐用的东西，以便让母亲能够随时装点体面。 

除此之外，“办嫁妆是应该的，此外母亲再要给我几疋布就得偷偷地了”（第

88 页），不能做嫁妆的即便是自己的物品也不能拿走——因为要在亲戚邻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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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娘婆两家的体面；自己的委屈酸楚也不能对母亲倾诉，即便有时忍不住想说，

也早给母亲用眼色制止——因为要在下人们面前装体面等等，体面的阴影无处不

在。 

体面是一个隐藏得比较深的父权文化压抑—它已被女性完全地内面化，并

在无形中促使女性成为其执行者和监督者。 

作为父权社会和文化中空洞能指，女性的所谓体面与其自身一样依附从属于

男性（父、夫或子），从上面的例文中也可以窥见，这种所谓的体面多是以家族/

家庭为单位的。而在父子相继的父权体系中，与以一个固定的家族体系为据点的

男性不同，女性作为家与家之间的交换品，她们的体面的依着点会随着这一交换

而发生变化。所以将这种文化压抑内面化了的女性，会因婚丧嫁娶而呈现出诸如

“婆娘两家”之类的多重的体面顾虑。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异变并且时常相互矛盾

的体面，也从反面证明了女性能指的虚空性。不仅如此，她们还时常会像五姑母、

徐太太一样，不自觉地充当这种文化压抑的帮凶，将更多的女性纳入到体系中来。 

（4）弥月 

与上文论述的“规矩”与“体面”的隐晦相比，围绕着“养了一个女儿”（第 37 页）

而发生的母女连带的断裂，显得明确有力，处处传递出“我”强烈排斥、拒绝只有

生了男孩才算完整履行了母亲职能这一文化传承的主观意志性。 

从生女儿受委屈之初想与母亲抱头痛哭，到猜测母亲对“我”生女儿的失望，到

可怜母亲“勉强为我装体面”送弥月礼的“不起劲”，再到狂怒于母亲和杏英对话中

的重男轻女，我对父权文化所规定的在“生儿”与“育女”上完全非对称性的母亲职

能、以及全心全意认同并维护这一职能的母亲的抵触和反抗一级级升温，终于在

母亲下意识地欲将我也纳入这一体系中时，以一种无言决裂的形式爆发：“我默然

挣脱她的手，腹中自寻思，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第 53-56 页） 

这一宣战式的姿态作为易于读取的女性意识信号，无疑为小说增添了明晰而

激进的女性文本色彩。从一个侧面，使前文中对“规矩”、“体面”等隐形文化压抑

的探求成为有可能、有意义也有必要的工作。 

另外，苏青在《结婚十年》中所描述的这一将父权文化压抑内面化了的母亲

形象，不仅暴露了父权文化对“母性”的符号化、空洞化，同时也展示了她与“五四”

女性文学所追捧的“苦难母亲和理想母亲”16决裂的姿态。“五四”女性文学中将伟大

母亲与“恶婆婆”对立为血缘之母与伦理之母，在歌颂母爱的同时控诉了父权意志

代言人的血腥；苏青则更进一步，在笔下将母亲与婆婆重叠化，更加凸显出母亲

与婆婆同为父权文化体系的一个环节这一实质。这一认知打破了“五四”女性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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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的伟大母亲温柔的桎梏，让“女儿”们的出走或前进更加义无反顾；但另一方

面，这一认知也决绝地滤掉了母女连带的可能性。如果说“五四”女性文学是以“母

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17，那么及至苏青，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女儿们的这一“自

己”，已经成熟到敢于以一个放弃连带的孤独者的姿态，用平视的视角（而不是仰

角）来审视母亲的阶段了。 

2.3 “为了孩子”的假象：“我”与子女 

如前文所述，《结婚十年》中苏青不曾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光辉的母亲；相对来

说，她却为“我”（怀青）掺揉进了些许“母性”的光辉。透过怀青的口，对孩子，

有一些诸如“我的女孩，我爱她”（第 44 页）这般的直叙型的表白。 

然而除去这些口号式的表白外，却很少有精致生动的关于育儿苦乐的细节描

写。尤其较与丈夫的悲欢离合的描写，与孩子的纠葛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都

不足以匹敌。与生育有关的，第一次生产的经历极为鲜活细致，却仍是以“我”为

中心的叙事。另有一段剪纸花的场面常被引为怀青母性流露的佐证： 
 

“我们大家闲着没事做，便千方百计的替她打扮。我会剪纸花，找张大红

贺帖，我能剪出小兔子，小猪，小剪刀之类。我把这些剪出来的东西贴在她的

小圆脸上，鼻梁当中再贴条两头尖的红条儿，等会儿揭去，红花便清楚地印在

脸上了。婆婆说：孩子们脸上不可多贴花，因为他们睡时灵魂儿要出去的，及

找回来时若认不得自己脸孔了，岂不糟糕！她给她买了只银项圈，套在颈间，

说是可以锁住命根。”（第 57 页） 
 

这一场景确实情趣盎然，但从行文的叙事方式上来看，不难感觉得到隐含的

策略：与后半段婆婆安魂、锁命这样更重视孩子的生命实体的行为对照起来，“我”

的行为颇有将孩子视为玩具、即将孩子物化之嫌。 

另一方面，若将这些直叙型的表白与行文发展的脉络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

现，这每一次表白，都 终被怀青所背叛和破反，使得这些爱的直陈，都成为戏

剧性颠覆的铺垫和伏笔。 

例如，这种直陈 为集中的，是薇薇出生时因为是女孩儿而备受冷遇的时候。 
 

“我的女孩，我爱她，只要有她在我的身旁，我便什么都可以忍受，什么

都可以不管，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予我以白眼，我也能够独自对着她微笑！”（第

44 页） 
 

这直陈甚至让人误以为暗示着同仇敌忾的母女连带体之结成——但实际上，

从薇薇 1 岁时怀青将她留在公婆家中，自己前往上海与丈夫开始小家庭生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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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避难乡下”和“骨肉重叙”两次加起来也不足一年的时间外，怀青几乎都没有

与薇薇共同生活过，可以说怀青对于薇薇并没有养育之实。即便在舍女赴沪当初，

“我”问薇薇要不要同去上海，薇薇的反应也是“一面咂嘴一面摇着头，两只小眼乌

珠灼灼的直射着婆婆，婆婆搂她在怀里连说：‘心肝要跟奶奶哩’”；而“我”的感受

也被明确地表述为“有些兴奋、有些怅惘，瞧了眼薇薇的小脸，也就随着贤下船去

了”（第 96 页）。很自然地，薇薇完全成长为一个“祖父母的孩子”，随祖父母到上

海的父母家暂住时，“她知道这里不是她的家，她知道这里的人都是并不把她重视

的，她知道依依地贴恋着她的祖父母”（第 165 页）。 

又例如，对于三女儿菱菱，作为对二女儿夭折的变相弥补，“我们把忏悔之泪

一齐化作了爱的情液尽量灌输到菱菱身上去”，但这种溺爱却是丈夫崇贤来得更彻

底：“他毫不犹疑地高高捧起了这个尚在襁褓的小女儿，给放在至情至性的精神宝

座上，用深切的父爱来保护着她，给她享受，予她满足，谁都动不得她分毫，甚

至连我也在内。”（第 155 页）其结果，是菱菱倾向于成长为“父亲的孩子”。 

大女儿托养、二女儿夭折、三女儿受宠，这三个女儿都与“我”存在着明显的断

裂和隔阂。我对她们的爱的直陈，反终成为了增添这种断裂和隔阂的戏剧性效果

而故意设下的伏笔。 

然而与女儿不同，儿子元元彻彻底底是“‘我’的孩子”。他的出生得以被庄严地

宣布：“在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初四午夜我养下了我的儿子元元……”（第 176 页）

这有名字有日期的里程碑式的写法，与之前写女儿们时大不相同。字里行间透露

出的扬眉吐气的信息，也正是苏青的策略之一——即再一次清楚地表达出：生了

女儿还不算母亲，只有生了儿子，才能被父权体系所接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母亲。在父权文化体系中，空洞的符号化的母亲不是经由孩子、而是经由儿子

的存在才能得以自认。所以苏青通过着墨于夫妻反目、独自抚养元元、病中悉心

看护等细节，将儿子元元写成一个完完本本的“我”的孩子，从而以元元的存在毋

庸置疑地使“我”被认可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母亲”。 

但是苏青的目的却并不在于作为一个被认可的“母亲”胜利进入父权体系。相

反，她这样煞费苦心地设计赢取这一“母亲”之位，其 终目的却是为了抛弃它。

毅然离婚的怀青，把子女全部留在了夫家。这种胜利进入之后的大胆抛弃，排除

了负气出走、被迫退出的因素，使其行为的主体性分外鲜明。可以说，这一抛弃

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已具有了主体性的女性充满个人主义意向的行为。——虽然对

这一抛弃作者运用了一个有意识的规避策略（Passing）：以怀青罹患肺结核为借

口。但是行文至此，文章脉络和这一借口之间的不和谐感，已经让我们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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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把怀青的这一行为单纯看作成“一切为了孩子”的献祭了。这一借口的规

避意图业已一目了然。而且，苏青很有可能存心要彰显这一规避——连大胆如斯

的苏青也要曲意规避——引起读者产生这样的心理落差，可以说是与解构怀青的

“母性”一道，苏青同时解构了其自身。 

 

3. 新价值体系的建构意欲 

如上所述，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对母性神话的解构是婉曲而讲究策略的。

对母爱的直陈式礼赞这样的表现方式甚至占据醒目的位置。不仅是《结婚十年》，

在《蛾》等短篇小说中，我们也会发觉一些苏青传递的母爱的可贵、成为母亲的

愿望之类的信号。对这些“妥协”、“回归”不进行剥茧抽丝式的分析，有一些解构

意趣甚至难以辨别。 

在这里，观照苏青的散文，我们则更容易看到苏青本人——而不是小说中的

角色“怀青”——对母性神话的极为直截痛烈的抨击。譬如说起她自身的经历，她

可以直言不讳：“如今孩子又不得不分离了，我当然更难过，但并不是痛不欲生，

在工作忙碌的时候，我是根本不会想到他们的。”18而一般论更是一语道破：“有

人说：女人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

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19这样对传统“母性神话”的颠覆性话

语在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小说与散文迥异的态度，苏青这种二律背反式的言说并非一朝一夕，从发稿

之初到《天地》大卖，苏青作为一个成熟而多产的作家，这种矛盾一直若隐若现。

到底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其实这二律背反的两个对立项，一正一反共同证明

了苏青对于“生育之性”20的执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梳理，苏青渐渐发现了“生育之性”这一立足点为她提供

了可以用来解决一些让她也进退维谷的矛盾——譬如男女平等与男女的不平等、

自己的作家职业与母亲“职业”等矛盾——的可能性。 

1945 年初，苏青在《〈浣锦集〉与〈结婚十年〉》中写道：“《浣锦集》里所表

现的思想是中庸的，反对太新也反对太旧，只主张维持现状而加以改良便是了。

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做这么想，我开始彷徨，想不出将来合理的世界应该是怎样。”21

然而在紧随其后的《谈婚姻及其他》（1945 年 3 月）中，就像对上述设问做以

回答一样，苏青阐述了自己的如下的见解： 
 

“女人假如需要工作，则她先有选择以养男育女为职业之权。假如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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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不妨害她的养男育女为原则，工作轻便，报酬不减。养男育女的报酬应由

国家付给，使其不必依赖于男人。假如此女人生了孩子而不愿养育，则由国家

雇人代养，让她自由从事别的工作。假如她连生产也不愿，则应该同男人一样

做起能力所及的任何工作。 
这时候，婚姻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关系……（笔者略）男人对孩子可以负

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我总怀疑过分的重视父子关系是不自然的。男人爱女人

而推爱于其所生子女，虽也是人情，多数是由习惯观念促成的。”22 

 
这些论述的基本思想也散见于她的其他作品当中，在这里可以算是做了一个

小结。结合前文中提到的苏青对于男女平等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苏青话语中暗

含的建构全新价值体系的端倪。首先，那将是一个告别了以男性为标准、将女性

男性化（强迫女性异化为男性）的男女平等，取而代之建立起以“生育之性”为立

足点的价值体系，女性的原初立场得到尊重，更因其孕育机能——能够成为“母亲”

而受到尊崇。其次，女性并不因其具有孕育机能而必须成为母亲。对生产、养育

（产育分开）与否享有自主权的同时享有充分的保障。再次，那将不再是一个“父

子相继”的体系，父子关系将失去其隐性的文化内涵。 

打个比方，苏青文本所暗示的可能性，蕴含着争取“撑起半边天”或是索性另造

一个地球这样多元化的含义。再激进一点说，时至今日，我们才恍然觉察，苏青

对女性及母性认识的这一合论阶段，既包含了英语圈女性主义追求权力、反对压

迫、以平等为目标的要素，又包含了法语圈女性主义注重满足、冲脱压抑、以平

行为目标的要素。而且很显然，她的建构意趣更倾向于后者。当然这只是一个纯

演绎式的诠释，笔者也不认为苏青受到过法语圈女性主义的影响——只是她所提

倡的建立一套意不在于与男性平等，而在于与父权文化平行甚至可以说是异次元

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结构的主张与其暗合。法语圈女性主义思想现今走俏全世界，

而苏青在 40 年代便已独树一帜的建构意识与尝试，却被历史所掩盖并被忽略至

今。 

而这一主张正是苏青 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女作家的气质——比起五四时期到

30 年代，40 年代的上海女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审视男女平等、审视女性困

境的倾向，但他们基本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展现出如此强烈的建构意欲

与能力、拟出了这样有建设意义的解决方案的，苏青却是第一人。可以说，《结婚

十年》中那些貌似“妥协”与“回归”因素，实际上不是对母性神话的温存，而正是

应她的建构需要而生的战略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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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迄 1945 年年初，完成了《结婚十年》、《浣锦集》等主要作品的苏

青，其立足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对男性权威话语语境下的母性神话的解构，以

及取道“生育之性”对母性—女性的建构意识已相当成熟。虽然她的尝试受到时代

的限制而戛然终至陨落，但她的书写策略、创作思想的完整性和前瞻性，时至今

日仍就——或者说适逢今日方能——让我们拍案抚掌，也让我们扼腕捶胸。 

 
注 

1  语出《礼记 礼运第九》。传统上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断句是正统。 
2  谭正璧：《论苏青与张爱玲》，见金宏达主编：《华丽影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4 页 
3  实斋：《记苏青》，见《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13

页 
4  吴春璟：《论苏青创作的先锋性和市民性》，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5

期，2007 年 
5  叶向东：《苏青文学思想：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滥觞》，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17 卷第 4 期，2000 年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28 页 
7  毛海莹：《试论苏青笔下的母性情结》，见《宁波大学学报》第 18 卷第 2 期，2005

年 
8  出处同 4，第 236 页 
9  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原载于《浣锦集》，天地出版社，1944 年 4 月初版；此

处引文参照《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 页 
10 出处同 4，第 14 页 
11 同 9 
12 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见《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84 页 
13 原载 1942 年 10 月 16 日《古今》第 9 期；此处引文参照《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

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4 页 
14 苏青：《结婚十年 正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7

页（下文中引自该书处，均只标明页码） 
15 在小说关于主张坐花轿的叙述中，没有直接提及五姑母，但描写母亲坚持要我坐花

轿的段落，却是以“结果还是由她们．．主张去，坐花轿就坐花轿吧”（着重号系笔者

所加）结尾。这一来历蹊跷的“们”字，笔者推断其暗含了“五姑母”的可能性

极大。 
16 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 1898-1949》，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2 月版，第 95

页 
17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 月版，第 54 页 
18 苏青：《再论离婚》；原载于《古今》第 23 期，1943 年 5 月 16 日；此处引文参照



苏青对母性的解构与建构  123 

《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42 页 
19 苏青：《谈女人》原载于《天地》第 6 期，1944 年；此处引文参照《饮食男女 苏

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 页 
20 此处所用的“生育之性”一词，并非一个成型的概念，系笔者用语，在指称可生育

的女性的“性”（性别，性质等）之外，含有一定影射克里斯特瓦重定义的“子宫

间”和西苏、依利格瑞等法语圈女性主义学者所论及的对建立“女人话”、打破主

体—他者二元对立体系意义重大的女性生殖器、生理结构等的意味。 
21 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见《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84 页 
22 苏青：《谈婚姻及其他》；原载于《天地》第 18 期，1945 年 3 月；此处引文参照《饮

食男女 苏青散文》，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