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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未结束的青春之歌

本文要把中国当代女作家杨沫的代表作 《青春之歌》 当作文本来分

析。 《青春之歌》 不仅是杨沫的代表作，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经典著作。 《青春之歌》 1958年一出版就红，一年半的时间内售

出130万册。1) 几年后，由作家本人改编、由崔嵬、陈怀皑等把它改成

电影的时候，这部电影轰动了全中国而它所获得的纯利润远远超出了

其成本。2) 当时，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 和电影 《青春之歌》 的全国性成

功，本身有效的证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对这个作品所拥

有的一股浓厚的革命情绪的热泪欢呼。 可是，对 《青春之歌》 的评价和

阐释不是一向很好。 1959年，在 《中国青年》 版面上围绕着对 《青春之

歌》 的评价而展开了一些争论。 其中，郭开是比较‘突出’的论客。 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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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锦华, <《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 《再解读》,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1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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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青春之歌》 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精神面貌。 而后，以郭开的这篇文章为起爆药，一些读者严厉的批评这

本小说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更进一步

攻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放荡的性生活。 针对这样的批评者们

持‘阶级优先’的观点和态度，许多读者和批评家们为 《青春之歌》的‘文

学性’而辩护。 郭开等的批评观点当时虽然不是很有力，可是到了文艺

圈‘激进’化了的时候获取了主导位置。 果然，到了文革 《青春之歌》成为

‘毒草’。3) 虽然当时，围绕着 《青春之歌》 的讨论虽然很活泼，可是，批

评 《青春之歌》 的也好，保护 《青春之歌》 的也罢，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围绕着文学怎么能够反映出阶级观点来而进行的。 这场论战始终离不

开文学的政治性。 

九十年代初才出现对 《青春之歌》 的新的阐释。 洪子城教授也在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里指出有关 《青春之歌》 的女性主义解读：

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

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

女性问题。 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要因素，在作品中被压抑、被淡化，

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4)

他对 《青春之歌》 的论述多少包含着试图摆脱社会主义中国时期对 

《青春之歌》 的僵硬的政治解读的积极意义。 他所指出的那样，《青春之

歌》 确实是关于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为女性的林道静被革命改造成革

命斗士的故事。 可是，在笔者看来，更有趣的是，他所指出的所谓‘女性

3) 洪子城，ibid，119-20页。

4)   洪子城，ibid，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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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之类的论述。 他以‘女性的命运’来指定的明明是种种‘爱情’、‘婚
姻遭遇’。 笔者不禁好奇，既然婚姻和恋爱是由两个人维持和构成的关

系，把通过一场恋爱而个人逐渐成熟的过程，和通过解决婚姻生活里

两个人之间产生的矛盾而逐渐完善家庭的过程，这些过程为何只属于

‘女性’的命运呢？这样的论述是否在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与恋爱和家

庭生活之间设定了“自然”连接关系。 换句话说，所谓男女之间的恋爱和

夫妻之间的家庭生活，这些两种人际关系的核心有‘家庭’。 有史以来，

家庭，无论哪种模式的家庭，是生产/再生产‘性别规范和性别等级’的

主要场所。 稍微回顾一下在父权制之下的家庭模式，在家庭内女性主

要担当家内事情，而男性不管家内而主要担当解决家庭经济资源问题。 

问题在于，这样的性别分工有明显而固定的权力关系，并且家庭内的

性别分工直接扩大到社会性别角色，而生产/再生产社会性别规范。5) 

这些性别规范建构‘女性－私人领域－家庭’和‘男性－公共领域－政治’

的关系链。 在此生物性别(male/female) 就规定社会角色，同时也产生

‘男性性’和‘女性性’等的性别规范及其性征(sexuality)。 在笔者的眼里，

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跟‘家庭’和‘爱情’之间的自然联系是很可疑。 

另外，戴锦华教授，在 《《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这一文章

里，试图对 《青春之歌》 的性别/政治学的解读。 她一边认同于 《青春之

歌》 是关于知识分子归回共产党的历程，而同时把主人公知识分子林

道静的性别‘女性’问题化。 再说，她的问题意识在于，如果作品中的林

道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她的性别何必恰恰是‘女’的呢。 从这样

的问题意识上出发，她所得出的结论是：在电影 《青春之歌》，作为一

个无名女性的林道静可以置换为社会主义中国被处于边缘位置的知识

5) Michelle Barret, Anti-soci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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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因此林道静渐渐成熟为共产党的过程，恰恰等同于身份暧昧的

知识分子渐渐变成为身份确切的共产党的过程。 在她对电影 《青春之

歌》的解读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女子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所包含的政

治含义。 这种解释不仅很有说服力，而且将有关女性命运的解读发展

为政治社会解读。 可是她的论述里，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

的身份不安和边缘的位置，很自然的，等同于在父权制之下的女性对

男性的从属性,6) 这一点值得追究。 她以‘女性’词汇来跟‘被支配/被压抑/

边缘/受害者/从属/’等一系列的价值串联的时候，她是否无意再生产她

正要所质疑的‘女性的从属位置’？所谓女性的从属地位依托于恩格斯

所提出的性别支配，即在父权制之下男性支配女性。 在这样的论述里，

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一向成为一种被压迫的、从属的阶级，由此，包

含着多重权力关系的‘男/女’的关系很容易固定为‘支配/被支配’、‘加害/

受害’、‘压抑/被压抑’的二项对立的模式。 

该文章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把 《青春之歌》重构为一个女人的故

事。 如果我们集中主人公所经历的历程的话，这是关于生活在1920-30

年代的女人的成长故事，这不仅是关于一名无名女性经过种种艰难才

成为赫赫共产党员的故事，而且是一名女性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的爱情

故事。 有趣的是，她所亲历的种种艰难：她为了拒绝订婚而离家出走，

而后遇到了大学生，和他相爱而结婚。 因厌倦丈夫的过度的爱情―其

实是拘束妻子的行为―而离婚，离婚后为社会主义革命而献身，都可

以归纳为她不断拒绝/建构种种家庭模式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她依

靠的动力和能量(energy)和重新建构新家庭的动力就是所谓爱情。 本文

把杨沫的小说 《青春之歌》重新解读为一名无名女性的爱情故事，可是

6) 戴锦华，ibid，151页。



一个女人的罗曼斯与中国现代 | 金正秀 _ 145

这一爱情不仅仅属于“一个女性”的命运，而是与作为小说叙事背景的

1920-30年代中国社会密切相关的个人命运，而是很符合于 《青春之歌》

风靡一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的命运。 

2. 爱情故事罗曼斯和家庭

不管是在男人跟女人之间，还是在同性之间，我们将从人与人之间

冲出来的、控制不住的、自然的感情称为‘爱情’，几乎所有的罗曼斯小

说把‘爱情’上赞为人类最高的境地。 不过，我们通常目睹罗曼斯―爱情

故事―陪在婚姻制度旁边，被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必要充分条件，或者

婚姻被描写为爱情的最大阻碍力量。 在笔者看来，‘爱情’和‘婚姻’的这

么的自然组合有点可疑。 为了追溯爱情和婚姻的组合，我们稍微检讨

一下恩格斯的说法。 

恩格斯是从唯物史观入手探讨家庭历史的第一个人物。 按他的说

法，有了私有财产以后家内分工权力化―以前没有家内男性、女性分

工的主从关系―，而且为了确定继承财产的亲生长子，女人把她―或

者她们―归属于一个男人，这样在历史上出现一夫一妻的家庭。 这就

是他所说的“女性世界历史性败北”。 这样些一夫一妻的家庭里，丈夫

拥有所有的财产权，妻子在经济上隶属于丈夫，因此在性/身体上也从

属于丈夫一个人。 这一强力的一夫一妻制之下，丈夫以经济力为诱饵

支配妻子，言必称“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

的”。7)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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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按恩格斯的说法，在一夫一妻制之下，这样男性对女性

的一边倒的性支配，到了德意志民族出现在历史水面产生一点变化。 

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崭新的要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

得了世界的统治。 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

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

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

和更加自由的地位。 从而(笔者强调)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

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

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

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

个人性爱。8)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爱情，即‘现代的个人性爱’的起源回溯于德意志

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段。 这时，在家庭形式上发生了特异的变化，即

与罗马的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赋予家长以强力的、专制的权力不

同，德意志人个体婚制当中还留着对遇家庭的遗习-就是母权制的社

会的习俗。 这是他所指的“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

妻制”，这一新的家庭形式“使丈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

是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由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

自由的地位。 ”恩格斯接着说，“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作

为个体婚制上最大的道德进步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在此，通过“从而”

这一连接词，在德意志女性所具有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与

“现代个人的性爱”之间发生了因果般的联系。 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似

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主题，恩格斯居然使用

8) 恩格斯，ibid，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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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这一连接词来构成在作为个人的女性在家庭内部受尊敬的地位

与“现代个人的性爱”这一现代个人的感情交流的方式之间的直接关系。 

我们在此需要问一问：为何因妻子获得更受尊重的、更自由的地位“从

而”发展现代个人性爱的可能性呢？又为何那些现代个人性爱可谓最

大的道德进步的呢？为了解开这些质疑，不妨回顾一下恩格斯所说的

在一夫一妻制之下男女之间的“阶级性敌对”，具体的说，在专制的父

权制下妻子只不过是‘一次永远出卖为性奴隶’而已。 相形之下，德意志

人的比较宽松的一夫一妻制保障了妻子比较受尊重的、更自由的地位。 

妻子这样的较为受尊重的地位能够构成女性对自己的婚姻的权利的空

间，即“可选择的空间”。 这些妻子对自己婚姻的权利和选择性使得女性

对婚姻的责任感和充实感变得更多一些。 由此，在婚姻制度当中女性

的无代价‘性供与’，再加上妻子对自己婚姻的感情上的充实感和责任

感，称之为‘爱情’，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现代个人性爱出现在历史上和许

多文学作品上。 而且在婚姻生活当中要求这样的‘爱情’，即性行为和感

情的充实感的紧密的结合，是‘道德上’的进步。 因为所谓“爱情”或者现

代个人性爱不是妻子一方的权利和义务，而是从爱情成为婚姻制度的

充分必要条件以后，它还要求婚姻的另一方丈夫也遵守这一规则。 

有史以来，在父权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婚姻样式是以父母亲的权衡利

害来决定，婚姻当中当事者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毫不奇怪，大概

描写‘爱情’的罗曼斯都归属于违反婚姻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当初的

罗曼斯大部分描写的，不是丈夫跟别的女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已婚女’

跟别的男人之间的感情。 据恩格斯的了解，最初的罗曼斯就是骑士跟

已婚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髓，即 《Albas》就意味着

破晓歌。 骑士跟已婚女通宵彼此相爱，到了第二天黎明，为了不被丈

夫发觉有人叫醒他们，然后接着两个人之间断肠的离别歌，这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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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s》 的主要内容。 这时，丈夫的专制越严酷，妻子跟骑士的爱情越

深。 这种已婚女和别的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以丈夫的放荡的性生活

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为前提而发展。 换句话说，在爱情故事当中，寻

找自己的爱情的妻子和婚外男人之间的爱情，生产了完全新的人种，

就是说‘带绿帽子的丈夫’和‘他的情妇’。 就是说有了妻子的情人以后，丈

夫的性行为才能问题化、非道德化。 从而，我们爱情故事罗曼斯和‘家

庭’即婚姻制度并列在一起的话，有某种可能性，就是批判或者至少嘲

弄该当婚姻制度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按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爱情(现代

个人性爱)“或在它(以一夫一妻制为中心的家庭)的内部，或与它并行，

或违反它”，爱情总是跟家庭纠缠在一起。   

3. 中国的现代和个人性/爱

这样的‘爱情’被移植到中国近现代而获得了另一种意义。 按照戴锦

华，五四时期‘爱情’这个字眼，同‘科学’、‘民主’、‘人’等大概念一样，新

文化价值体系的一种标志。9) 上文已提到的爱情故事一收入到中国，就

转化成对封建礼教的自我反省，和建立‘现代中国’的一种契机。 ‘爱情’

这个字眼，实现不拘什么礼教和家法而去热爱的‘现代的人’这一理念。 

五四时期，爱情故事的主人公，要么坚决地拒绝订婚，要么相爱的他

们俩去旅游，要么因忍不住周围的压力而自尽。 就这样，追求自由恋爱

就称为‘现代人’的标志。 争取自己的爱情就意味着成为‘自由’的‘人’的有

效而有力的方法。 毫不犹疑，这个‘自由’和‘人’就属于‘现代’，所以为了

9) 戴锦华、 孟悦，《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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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现代中国’，为了反传统、反封建，必须创造出‘（现代的自由主

义的）人’来，为打造这个‘人’，作为一种近代价值的‘爱情’是最有感染力

的方法之一。 由此，中国现代的‘爱情’和爱情故事，从头开始，就成为

中国民族话语和现代话语的一个环节。 

众所周知，爱情故事描写男人和女人（或者同性之间）的个人性/爱，

当说起这个性/爱的时候，这个概念都包含着从感情方面的‘爱情’和从

肉体方面的性(sexuality)。 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五四时期的所谓爱情

故事当中―在这里不包含礼拜六派等的通俗小说里面的性问题―，把

‘性’问题有意识的拔除掉。 再说，在怎么描写和处理现代的个人性/爱问

题上，五四‘大’（女）作家们不仅把‘性’排斥掉，而且集中于‘爱’的问题。 有

时候拒绝肉体的欲望，有时候把‘爱’升华到宗教的程度。 就倾向于精神

或者灵魂的爱情，即把肉体欲望阉割下来的爱情，很容易引导当事者

和读者们进入‘民族’，‘革命’等更进步的理念中去。 再说，五四时期的爱

情故事，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就是批判传统礼教的有效的方法之一。   

4. 两个家庭，两次离家出走  

《青春之歌》 的第一场景，就是林道静从父亲之家逃走，坐火车去某

一个地方而开始。 林道静之所以从父亲之家逃避，是因为她的‘母亲’决

定叫林道静嫁给某些势力家的姨太太。 林道静拒绝‘母亲’的订婚的唯

一的方法就是逃走那个家。 这样的出走家庭，不仅整个故事当中又一

次反复着，而且这两次的出走，跟之后林道静的人生方向紧密的联系

着，所以值得注意。 换个角度说，林道静的出走家庭是跟另一个罗曼蒂

克有关的。 罗曼蒂克补充着从现在家庭里得不到的东西，即现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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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乏。 触发第一次的出走，既是要拒绝订婚的决然的意志，又是引导

林道静跟余永泽的恋爱。 跟余永泽的恋爱补充父亲之家的缺乏。 以后跟

卢嘉川的爱情补充林道静和余永泽他们俩夫妇之间的裂隙。 在这里，

违反家庭的所有的动机称为罗曼蒂克。 

林道静从小到大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只知道自己不是‘母

亲’的亲生女儿，所以从小就知道满足于自己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她的

父亲是教育家、地主，而且所有了好几个‘妻子’。 他的不可胜数的外遇

也并不侵害他作为教育家的良心和学识。 反而，带了很多妻子更表明

了他的财富。 这样以一个强权的家长和多数的妻子而构成的家庭形式

当中，丈夫跟妻子之间也没有可说的爱情。 大部分，妻子只不过是丈夫

的一回性玩耍，妻子并不指望丈夫对她自己的责任感和义务，甚至感

情上的充实。 就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自己的女儿，可是已经没有兴趣

的女人的女儿，林道静的父亲并不关心林道静怎么被‘母亲’虐待、怎样

生活下去。 就小的林道静而言，（父亲之）家就意味着并不指望着她一身

的安乐、父母亲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甚至父母亲的物质上的

供与的，让林道静无尽的不安静的场所。 这个家庭，换句话说，封建时

代的地主的家庭，是以家长的无数的外遇的集合体，即多数的妻子和

他们的孩子来构成的，家人之间也没有责任感和爱情，只有主从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道静的‘母亲’之所以决定供林道静上新式学校，就

是因为把她嫁给，更是在的说，卖给更有钱的、更有地位的姨太太。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由一个强权的丈夫和其他几个太太的家庭模

式当中，权力关系从一个丈夫对一个太太微分化到一个丈夫和无数个

太太，和大太太和姨太太们等，孩子们之间的秩序也按照母亲在家内

的位置来决定。 这样微分化的权力模式很难归纳为简单的男女之间的

主从、支配/被支配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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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父亲之家以后，林道静遇到一位有见识的人，叫余永泽。 他是个

北大的学生，又对文学方面算是博学之士。 他既是对林道静所经历过

的事情慷慨而愤怒，又是安慰伤害了的林道静的心情。 他们俩相爱没

多久，正好林道静在北京找不到住处，余永泽说服林道静跟自己一块

儿住才好，就这样，他们俩就成为一对夫妻，换句话说，他们俩打造

了新的家庭。 这个家庭只有根据于两个人的爱情、亲密感、责任感等

才能成立的，不像林道静父亲之家。 从此，他们俩尽量做‘丈夫’和‘妻子’

的角色。 余永泽，则是作为家长，为他的家庭和妻子而着想，以去外边

挣钱为中心，想尽办法跟胡适见面一次。 林道静整天在家里，做饭、洗
衣、打扫等，都是打造为了安稳的家庭氛围。 余永泽只是期待林道静

是‘自己’的妻子和‘自己孩子的母亲’。 对余永泽来说，‘家庭’是由他和自

己的所有物，即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 林道静在外边找工作的时

候，或者在外边谈朋友的时候，就是说林道静不在‘他们的家’的时候, 

他们俩家的和平就破坏了。 余永泽不许林道静在外边工作什么的。 这样

爱护‘他们家’的余永泽，当林道静不经余永泽的允许而献给人家的时

候，竟然跟林道静说“拿着我的钱装好人。 ”他们的家里，作为妻子的林

道静没有权利花余永泽赚来的钱。 

林道静对在温和的家里装好妻子的角色感到很不舒服，她的朋友陈

蔚如恰恰与此相反，陈蔚如打扮的很‘太太’，只指望着丈夫的爱。 对林

道静来说，陈蔚如只满足于漂亮的房子，“准时回家的丈夫”，胖胖的孩

子等，她把温暖的家庭和丈夫的爱当作自己幸福的理由。 万一来到丈

夫的爱情转移到别的女人上去的那一天，陈的作为妻子的存在理由在

哪儿找的到呢。 到了小说的后半，传来了陈蔚如为丈夫的变心而自杀的

消息。 林道静和陈蔚如俩是女学校的同学，她们俩同意为爱情而结婚。 

不过，陈蔚如把自己的幸福和理想固定在妻子的角色上，正好相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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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静不想为丈夫而活，而很想找出自己的路，所以决定再一次离家出

走。

5. 作为隐喻的‘革命大家庭’和性别关系

拒绝‘女儿’和‘妻子’以后，林道静跟革命同志在一起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此过程中，林道静遇到的种种人物不一般。 更具体的说，他们所属的

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完全的家庭。 林红失去了丈夫，刘大姐是

失去了儿子，江华是这位老母的干儿。 这样‘有缺陷的家庭’的成员聚在

一起，在更大的理念之下成为一个家庭，所谓革命家庭。 这个‘革命家

庭’是由‘残疾了的家庭’来构成，由此获得批判资产阶级核心家庭所代

表的‘完整性’的资格。 这些革命家庭，于核心家庭以血缘来结成不同，

以共享一个理念、共有牺牲的记忆来构成。 

林道静同情于‘革命’的过程，是与卢嘉川相识而默默的相爱的时段

正好吻合。 不过小说当中，正如洪子城教授指出的那样，林道静和卢嘉

川等两个人的感情被压抑，或者有意的把它升华到革命热情。 这样的

叙述脉络当中，我们可以得出至少作为隐喻的‘革命道路’当中，两个人

的革命理想优胜与‘个人感情’，也可以说，‘革命家庭’不是由个人感情

的结合，而是革命理想的结合。 而且在一个大的理念之内，没有血缘

关系也能成为家庭成员，所以能把无数的人包容为自己的家人，所以

这个家庭成为革命大家庭。 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叙述脉络当中，林道

静所亲身经历的种种家庭，即‘封建’家庭 → 中产阶级核心家庭 → ‘革

命大家庭’这一系列的过程是辩证法的发展过程。 再说，在这一叙述当

中，最后的革命家庭描写为最完美的、最至高的家庭模式。 这样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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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策略是以把以前两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大太太’和‘余永泽’不断的妖魔

化来构成。 而且，在小说里，林道静走进了革命道路以后，几乎再也没

有进入事实婚的状态，这样的叙述策略早已封锁林道静作为女人再一

次重复‘妻子’的角色。 并且，这样的叙事策略，就是说不断跟‘妖魔化’的

过去状态而一次再一次反复的占有优势位置，很容易而有效地掩盖眼

前的性别权力不平衡。   

在‘革命大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的等级由个人是否拥有说革命理

念的权力来决定。 戴锦华教授已经提示过， 《青春之歌》中除了林道静

以外，几乎所有的女同志们没有直接说过革命。 她们要么跟林道静一

样总是占听者的位置，要么跟林红一样通过有权威的丈夫的口气来叙

述革命，始终没有拥有过‘革命’。10) 虽然，女性进入革命活动以后获得

了参加社会行为的权利，而这种行为依然担当‘顺从者’，‘听者’的角色。 

不过，在笔者看来，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卢嘉川’，‘江华’等男性革

命同志不在林道静旁边的时段里头。 有一天，卢嘉川失踪了的那天以

后, 林道静感到很不安而犹豫不决自己怎么做好。 因为，卢消失之前跟

林道静说，如果他一失踪，就把那张纸条全部烧掉。 林在一堆的宣传

单前，竟然自己决定，趁夜里把它们贴在胡同的墙上。 而后，结果恰恰

证明林道静自己的决定是有效的。 又有一次，林道静在村庄里伪装成

家教的时候，没有组织的允许―就是说江华不在她的身旁的时候―冒

着生命的危险而把敌人的名单偷来。 而且，小说的最后结尾场景颇有

象征性。 在人山人海的示威队伍当中，作为示威的领导人的林道静因

示威队伍被松开了江华的手，在她眼前突然消失了江华的身影的时候, 

林道静喊口号的声音依然引导着队伍。 这三个例子证明作为‘听者’的林

10) 戴锦华，《再解读》，158-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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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静的主体力量，它随时都可以从裂隙中冲出来构成实际行动。 　

6. 结语

以上，我以林道静所经历的种种爱情和家庭为中心探讨 《青春之歌》 

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的含义：林道静自己所背叛的家庭以及因自己相爱

而结婚，这一过程呈现出一种从‘封建’家庭开始，经过中产阶级核心

家庭最终完成‘革命大家庭’这一似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

完全符合于社会主义中国所根基的革命叙事，即推翻封建专制而完成

革命。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驱动这一革命叙事的主要动力是爱情，即

借用恩格斯的说法现代个人性爱，而且这一爱情的是一名女性，这一

女性最终成为革命“主体”。 在国家话语建构中(《青春之歌》 完全符合于

社会主义中国的合法叙事) 女性担当主角而通过寻找自己的爱情这一

过程最终成为国家主体，这样的叙事结构本身非常有趣。 因为在全球

化时代的条件下，很多时候，女性和她的爱情是与国家叙事相悖而最

终被国家抛弃，可是 《青春之歌》 的叙事结构却不一样。 这就是我重读 

《青春之歌》 的现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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