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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ภาพลักษณ์ สตรี ระหว่ างสี่แผ่ นดินของหม่ อมราชวงศ์ 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และ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บ้ านของปา จิน*
ไพลิน เชิญเพชร**

บทคัดย่ อ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 นี ม้ ี 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 อ
นวนิย าย เรื่ อง“สี่ แผ่นดิน ”ของหม่อ ม
ราชวงศ์ 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และนวนิยายเรื่ อง “บ้ าน”ของปาจิน ซึ่งพบว่า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รื
้
่ องนี ้
เป็ 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มีความโดดเด่นมากใน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ศิลปะตะวันออกสมัยใหม่การพรรณานันได้
้
เห็นถึงความตกต่า ขอ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สังคมศักดินา สภาพบุคคลและเรื่ องราวต่างๆภายใต้ ผลกระทบ
ของอารยธรรมตะวันตกสมัยใหม่จากแง่มุมมนุษยธรรม นวนิยายทังสองเรื
้
่ องได้ พรรณนาถึงสตรี
จานวนมากที่มี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ที่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ตัวละครอื่นและมีความปรารถนาในการแสวงหา
ความรักที่แท้ จริงและดีงาม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รัง้ นี ้ได้ เปรี ยบเทียบตัวละครหญิง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รื
้
่ อง
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ต่างๆ คือศึกษาการเปรี ยบเทีย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กับไทย นอกจากคุณธรรมสากล
ที่ว่าด้ วยความจริ ง ความดี ความงาม ที่ผ้ คู นล้ วนต่างเเสวงหากันนัน้ ใ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รื
้
่ องนี ้
ยังได้ สมั ผัสถึง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ทางสังคมและ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อย่างรุ นแรงในยุคนัน้
โดยพบได้ ใ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งสองเรื
้
่ องนี ้ ดังเช่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ในบทบาททางสังคมของสตรี ความ
แตกต่างตามสภาพบุคคลและ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ในด้ 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จีน ซึ่ง ความ
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ในระบบสังคมนัน้ สรุ ปได้ ว่า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สตรี เพศ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 ม้ ีความ
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อย่างสิ ้นเชิง และสิ่งที่สา คัญยิ่งไปกว่านันก็
้ คือบ่อเกิดมา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ที่แตกต่ างกันใน
ผลง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ผู้ประพันธ์
คาสาคัญ : เปรี ยบเทียบ ภาพลักษณ์สตรี สี่แผ่นดิน บ้ านของปาจิน
-----------------------------------------------------------------------------* บทความนี เ้ ป็ 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วิทยานิ พนธ์ “ศึกษาเปรี ยบเที ยบภาพลักษณ์ ส ตรี ระหว่า งสี่แ ผ่น ดิน ของหม่อมราชวงศ์
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และนวนิยายเรื่ องบ้ านของปาจิน ”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 วมสมั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สวี จ่ง
** นักศึกษา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สวี จ่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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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巴莫《四朝代》与 巴金《家》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派琳﹒陈碧

摘要

克立·巴莫的《四朝代》和巴金的《家》同属于近代东方文学史上极具经典性的文艺
创作。两部作品都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描写了近代西方文明冲击下封建家庭的没落和各
色人物情状，同时也描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有独立的思想，卓尔不群
的精神和追求真挚美好爱情的强烈愿望。基于此，本文将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纳入
中泰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中，从中泰两国女性家国意识、性别意识和生命史三个方面进
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作品中中泰两国女性在“家”、“国”意识、性别意识
和生命史中有同也有异。其中共同性的产生除了人类对真善美等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外
，还在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都置身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貌剧烈发生的历史时期；而两
部作品中女性家国意识、性别意识以及生命史的差异，则根源于两国不同的社会文化
、封建制度不同的组织模式，两国文化系统中女性的地位差别等，更重要的，作者在
文艺创作中不同的视野是不同的文本产生的根本性原因。

关键词： 比较；女性形象；《四朝代》 ；《家》 ；民族文化 ；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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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社会性别是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性别意识是社会性别的核心内容，“
女性”一词包涵的内容，其实是不同文化性别构建的结果，在人类的历史上，性别不
平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差异在于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基础。由于《四朝代》与《家
》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的生活在一个传统封建社会势微，西学东渐的时代。对两部
作品中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的理解，需要放置在一个中（泰）与外国，东方与西方，新
和旧的观念中进行解读。

第一节

女性性别意识与民族文化的塑造关系

性别意识是个人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性别文化观念，性别意识既指女
人天生具有的自然女性认识，包括对美得追求，对自身魅力的认识，也指女性成为政
[1]

治经济主体的有意识追求 。女人在何种程度上成其为女人，男人在何种程度上成其为
男人，不是基于女儿之身或男儿之身的生物基础，而是基于其所处的文化土壤。二十
世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性别意识的产生，是个人在融入社会过程中接受社
会规范、道德驯化的结果。也是个人自我人格反抗社会压力，自我实践的表现。

民族文化对性别意识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李亦园先生曾经指出，新几内亚岛
上有三个著名的土著民族，阿巴斯（Arapesh）、孟都古莫（Mendugumor）、和潜布里
（Tsambuli），这三个民族的居住环境非常相近，但是这三个民族在性格上非常不同
。在两性关系上也表象迥异，阿拉巴斯族的男女性格没有什么差别，男人从小就被鼓
励不要过分要强，也不要欺负别人，长大后，男女在家庭中作同样的事情，男人也照
样煮饭，照料孩子，夫妻间相处很和乐，生活平静安详，社会中几乎没有偷盗、杀戮
、强奸等类似的异常行为出现，人与人之间斯文有礼貌，部族间没有侵略与仇杀。孟
都古斯族人的性格与两性关系则相反，男女性格都很彪悍，是著名的食人族，凶暴的
男人成天不做事情，只从事一些宗教仪式与侵略的行为；女人也凶悍无比，嫉妒心及
其强烈，自私，也很有侵略性。男人常常殴打自己的老婆，而女人也常常以被自己的
丈夫打为荣幸，他们甚至于以自己头上的伤痕（也就是男人暴力的结果）为荣，脸上没

[1] 周作人.《女性的发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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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伤痕的女人是可耻的。总之，这个民族的男女都表现得十分粗狂。潜布里族与上述的

两个民族又相当不同，潜布里族男人的性格与孟杜古莫男人的性格恰好相反，他们平
时相当喜欢打扮自己，以吹箫、跳舞来讨好女人，一切社会与家庭的工作都由女人负
责，因此女人无论在家庭和社交场合中都是主动积极的人[1]。这些事实表明，民族文化
在社会性别构建中极具根本性的意义。
泰国虽然是一个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但佛教在泰国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本土
文化，女性在社会中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总体上性别较为平等，社会文化中甚至
有一种女孩偏好，在女性的德性塑造上，泰国文化认为女性理应孝顺、大方、宽欣、
隐忍，并处处以人为善，《四朝代》选择铂怡这样一个女性人物作为主角，以她的经
历复活一段历史，将读者带入那个动乱的年代，将读者带入真实的历史情境并欣赏与
接受之，这种选择绝非偶然，因为这需要两个作为文化土壤的条件，第一，在社会权
力体系中，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并未被边缘化，第二，女性的品格与德性为本地国
民性的重要内容，足以印证历史。《四朝代》，铂怡是泰国女性品格与德性的集中体
现，她的顺从、包容一方面体现了普世价值对女性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佛教的文化
精神。另外，女性在家庭财产分配上拥有优先权，也是泰国本土文化的一大特色，铂
怡的异母姐姐坤文继承昭坤的家业，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她专横跋扈，铂怡的
成年礼、婚礼都因其反对而未能在家中举行。但铂怡以德报怨，最终赢得了坤文的接
受与信任。在其家道败落后，坤文最终迁来和铂怡居住，最后将自己继承的家族房产
送给铂怡，唯一的要求是要将房产放于和她投缘的铂怡的女儿巴佩名下。此一细节也
体现了泰国女性地位较高的文化特色。
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中国和泰国民族主义在容纳和设定妇女本真性方面的不同表
述策略，在泰国，皇室自古以来便是所有家庭的庇护者，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被构建成
了扩大化的家庭，近代民族主义构建的内部主权领域坐落于家庭当中，女性被理想化
为这一内部空间最神圣的价值承载者。《四朝代》中，每一朝代的君王都有着至高无
上的“恩德”，但是这种恩德最终表现为长公主对下属的宽容与关照，铂怡对家人和
亲戚的精心照护与宽容。其表达的逻辑是男权社会权利的表达如果没有女性的实践，
便变得不完整。因此，泰国民族主义父权制演化出了一整套空间性的表述，他包含了
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诉求与表达的另一种可能。《四朝代》塑造了大量格局
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但这些女性形象都生活于一个共同的境遇，那便是女性在家庭
与社会权力中并不是单纯的被驯服者与牺牲者，她们依然有表达自我的空间。如铂怡
的异母妹妹坤琴，她也得不到自私专横的姐姐坤文的照护，自小形成了一种不畏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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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弱者的美好品质，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她选择了和自己心爱的贫穷医生銮欧叟
私奔，在其后的岁月中，始终和自己的丈夫苦乐相伴，拿出了蚂蚁拖食的精神，最终
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极具尊严与价值。她始终和铂怡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但她在铂
怡困难的时候对她好，不是因为同情她；在铂怡富贵的时候对她好，也不是因为巴结
她，而是自己的本性所然，基于血缘这种最天然的亲近之感。坤琴的生活史意味着女
性独立自强的生活在泰国的家庭与社会权力体系中绝非奢望。
就中国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民主主义的表述中，妇女地位的改善是强国的目标之
一。废除缠足、女子教育以及产前护理的必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更重要的，
五四运动中剧烈的反对儒家，提倡新的文化精神性别构建，培养新女性的努力，在脱
离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土壤条件下，注定要引起更多的暴力。历史上，成千上万的“
新女性”被指控为自由恋爱而被国民党军队杀死，她们有的只是因为们留了短发、没
有裹脚或者在当地有了反对家庭权威的名声㈠[1]。有人曾批评五四运动，如将孩子洗澡
，最终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在颠覆一切之后，重建如何深入人心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巴金《家》中青年女性的悲惨结局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出于作者要为这
些可怜的女性喊一声冤枉。然而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之下，作者已经难以设计更好的结
局，不得不把这些可怜人一个个送进坟墓里去。

第二节

《四朝代》与《家》中女性的性别意识比较

从某种程度上说，《家》与《四朝代》都是作者从主观上表达女性意识的精心之作，
均突出了女性这一主体，是女性文学的不朽代表。但中泰文化在性别意识上的体现仍
然相当明显。
《家》刻画了四位突出的女性，她们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性格，最终却是一样的悲
剧。这些青年女性德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的迫害的结果。如果把这部作品
想成舞台剧，琴的母亲这个角色仿佛站在大屏幕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却是不
可缺少的角色。她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女性形象，她明事理，独自一人抚养琴，
是典型的贞洁烈女。关心女儿，一方面尽力满足女儿想上学的愿望，哪怕最终女儿提
出来要去男女同校的学校，她万般惊讶男学堂竟然收女生，自己的女儿竟然要去投考
；一方面又害怕家族的舆论。社会激烈变动，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对新观念的接受很难
。小说中突出提到易卜生地剧本《娜拉》，这就是一个象征，象征新事物的产生，新
[1] Norma Diamond, "Women under Kuomintang Rule", Modern China 1(1975),6-7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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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呼之欲出。“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做努力做一个人……
一切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去解决”这样的话语，不知道让多少人蠢蠢欲动，从而
推动了妇女的运动，召唤妇女独立自主、自强。暗示了女性角色即将面临的改革以及
女性自我意识产生一种可能。
而传统的妇女，琴的母亲。精神上，她依附于家庭，而且不敢有太多的话语，折
射了当时中国的中国女性的角色定位于性别意识，操持家务、照顾子女丈夫、安守本
分才是应该做的，被剥夺了话语权，久而久之失去了主动权，依附于丈夫和家。对公
共空间和社会意识没有参言的机会，在她们眼里，小“家”的和睦就是她们生活的一
切，是她们的信仰。她周围那一道道由父、夫、子及亲属构成的人墙，将她与整个社
会生活严格阻绝，使她在人身、名分及心灵上，都是家庭——
父夫子时代同盟的万劫不复的囚徒。女性卑微的地位来自于宗法社会男性的中心性别
建构，没有参政权，“妇人无爵，衣夫之爵，坐以夫之齿。”
鸣凤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女孩，作为高家的奴婢，她只有听之任之的权利，但性
格刚烈，心灵纯洁，并没有因为地位悬殊阻断她对爱情的追求，她与觉慧相互喜欢，
她的身上曾经隐约地显露过作为觉慧的妻子，与觉慧平等的意识，但这种理想很快破
灭，最终在高老太爷的安排下决定了命运。连最基本的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骨子里
的叛逆，不任人摆布涌动着，最终投湖自尽……她让人想到《红楼梦》的晴雯、当然
也有黛玉的影子。她刚烈有个性，爱情跨越的主仆，最终不甘人格侮辱，以死抗拒，
不正是晴雯那股劲吗？而她的纯洁，她的矛盾，也像极了黛玉的困境。鸣凤的身上，
有着很深的自我意识，但在最终在“外部需求”与“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中屈服于
“宿命”实即屈服于社会现实和群体价值观的无奈。像这样的女子，比比皆是。林语
堂的《京华烟云》中姚莫愁、姚木兰都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们有文化有知识有思
想，更是当时留洋回来的大家小姐，姚木兰知书达理、精通多种学术；最终却成为封
建婚礼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在于她不是真正的新一代女性，即便是追求的知识文化有
西方国家的影响但是骨子里还是为家庭为丈甘愿奉献自己，默默忍受一切，相信自己
的能力可以感化一切，即使面临着第二次选择爱情的机会，她还是选择木已成舟的结
局，跳不出那个命运给她的牢笼。巴金《家》中的其他女性形象，无论接受再新潮的
生活理念，但在性别意识上终究要回归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中来，这一再意味着
中国社会，尤其是家庭中的性别权力，还是脱离不了纷繁琐碎的日常生活束缚与羁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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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女性的悲剧在大家的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这不是她们个人的错
，逃开了传统的礼教与文化，却逃不出整个社会观念的牢笼，伦理道德铸造的厚厚的
城墙将她们困在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女性价值观念和
道德礼教观念，女性步步受着驯服，她们在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同时产生了一种根
深蒂固的观念便是顺从。“姑娘菜籽命”，这种性别里的宿命意识令人扼腕。《茉莉
香片》里的冯碧落，一句非常形象的刻画，“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
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一只白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
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对于
聂传庆的描述：屏风上又添了一只鸟，打死她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二十年来，她已经
被铸造成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她也飞不了。《家》中的梅芬的性格
悲剧正在于此，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种社会性别），但她终究没有概念说女
人也是人，并且是和男人一样有需求，有自我的人，所以她的这种自我意识其实从一
开始就决定了她不可能获得女性的独立与拥有幸福的婚姻。“你们都有明天，我哪儿
还有明天呢？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使人伤痛，但是只有她可以安慰我”。她
就这样一路逆来顺受，甚至没有让母亲明白自己是如此这般的爱着觉新，直至最后呕
血而死。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三从四德”……这些儒家道德理性观念，在封建社会里，
对规范女性行为有了重大影响。女性被动的受社会的雕刻。道德是由内而外的规范和
驯化，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自甘接受和蔚然成风；礼教是由外而内的约束和影响，强
制中使之习惯成自然。女性处于被男性支配地位形成，是以限制女性自由使其确保贞
顺从而维护男性的支配权力和家庭利益。女性性别角色定位及其职责。“女正位于内
”，女性的活动被限定在家庭的小圈子之内，相夫教子。社会建构和社会凝视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女性的地位渐渐成为次于男性。女性价值包括了两
方面，一方面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作为客体的女性被主体地位的男性审视、评价和判
断的价值；另一方面是指女性自我将主客体分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传统的中
国社会观念“为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体现出了女性没有自我，久
而久之，也无从谈论主客体分开，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瑞珏是中国古典女性形象的典
型，她温柔敦厚，在家族的安排下嫁给了觉新，她身上延续了传统贤妻良母的一切美
好品质、宽容、仁慈、善解人意、体贴丈夫，关爱子女。她将丈夫和儿子看做生命的
唯一，对于丈夫跟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也能包容，并且积极接受梅芬并给予她姊妹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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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但瑞珏的悲剧就在于她始终没有独立的女性性别意识，一个女人如果将自己的
一切都依托在一个软弱的男人的身上，必然要断送自己的独立与幸福，何况在中国式
的家族社会里。
而《四朝代》与中国社会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能够自我选择而不受外界强烈的
抨击，就像铂怡的母亲，她能够在被遗弃后，选择自己的生活。《四朝代》通过以贵
族女子铂怡的一生，展现了曼谷王朝五世王到八世王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写出了不同
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下所形成的性格，不同命运和遭遇。人物性格与思想的变化成
为历史的一面镜子。瑞珏与铂怡是《家》与《四朝代》两部作品中极具可比性的女性
人物形象，两人都具有东方女性的女性的一切传统美德。两人都生活在一个封建社会
末期的大家庭里，两人都为了家庭默默无闻的付出了一切，两人都善解人意，体贴下
人，两人都出生大家闺秀，自认为自己婚姻美满，家庭幸福。铂怡从一个十岁的小女
孩到与世长辞，一生的命运改变，跃然纸上。她单纯、善良、温柔、懂事乖巧，但却
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大家闺秀形象。面对新的变化与新的事物
，她为之悸动，但是家教和性格却没有使她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她陷入了迷茫与惶恐
，最终听命于他人的安排，成为时代洪流中沦陷的女子，随洪流而涌动，却没能翻上
洪流来理解那个时代。后半生看着儿子带回法国妻子，孩子们都受西方社会影响，仿
佛变成了另外的人，她为这些事实痛苦着无奈着。种种变化，反映了新事物的到来，
表明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新与旧的交替，是皇权的衰落和贵族的失势，是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入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最终由于心脏病而去世只留下一句话“我也
许活得太久了，看到了许多不想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了四代国王，四代王国，我累了
。”铂怡和瑞珏的身上其实有很强烈的女性意识，但是一种属于封建时代的女性意识
，这种意识特别是女性的牺牲精神。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妇女不仅是现代公
民，而且是不变的民族本真性所在，民族主义父权制需要一种极具牺牲性的女性精神
作为象征，这也许是瑞珏和铂怡这种角色的意义所在。
另外，琴的形象与性别意识与巧娥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巧娥是铂怡的朋友，出场
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活泼好动的形象，她勇敢、乐观、无所畏惧、敢于抗争、敢于言语
、喜怒哀乐在人面前从不隐藏，而结果却是我没有想到的，封闭的宫中生活让她变成
了笼中鸟，宫殿埋葬了她的青春、爱情、送走了她的青春年华，琴是巴金依据五四精
神塑造的人物，乐观向上，引领时尚潮流，能把握历史的命脉，敢于抗争，敢爱敢恨
，他们的身上有共同的悲剧性，便是阳刚性的女性人格在新旧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貌中
的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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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四朝代》与《家》中女性的性别意识，不难发现两部作品中有不少女性在
性别意识和人格上极有近似性，前面提到的瑞珏与铂怡，琴与坤琴，巧娥与鸣凤的身
上都能够找到性格上的近似性。但值得重视的是，相似的女性人格最终走上了不同的
结局，这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得不去探讨不同女性人格背后的社会情境，也
就是文本之后的真实文化语境。

第三节

文本的情境与两部作品中性别意识的异同

我们在对《家》与《四朝代》中女性的“家”、“国”意识、性别意识做比较时，将
两部小说描绘的社会事实作为“文本”，因为两部写实小说都具有社会记忆的本质。
“文本”在某种现实情景中产生，他也强化或修饰此一社会现实情景。本文文本比较
的意义，并不是要去争论文献表面的历史事实，而是试图去发掘两部文献（两种社会
记忆）背后“隐藏图景——
另一种历史事实，也就是产生这些文本的社会情境。近二十多年来，学者多注意到了
，在社会情境的本相下，各层次、各文化类型的社会权利如何规范、引导及创作各种
文本。因此由作者对文本中人物、结构、叙事的选择与运用中，我们可以探索个人或
群体（书写者）所存在的社会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人的情感、意图、与其言行表征
之意义。

《四朝代》与《家》中性别意识异同的产生，根植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基础，同时受到
作者哲学思想、叙事视角，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文化的差异对社会性
别构建的影响是本真性的（前以述及），中泰两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两部作品
中女性的性别意识差异的根本性原因。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的兴起，打破了民族文
化对性别形成的一元性构建。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的文化思想都曾在中泰两国产生剧
烈的影响。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塑，已经相当普遍。在泰国的
近代社会，接受西方教育与文化几乎等同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运动，从皇室到官吏再
到民家都积极争取接受西方教育，《四朝代》中主人公的两个儿子都接受了长期的西
方教育文化。而作者克立巴莫亲王，也有较长时间的西方留学经历。这使得《四朝代
》在叙事过程中对女性的叙事更具日常性，接近历史本真。

《家》的作者巴金也是积极吸收西方文化进行中国社会构建的知识分子。巴金原名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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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棠，巴金为其笔名，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简写，
可见作者对于西方文化积极吸收的态度。《家》中的几个进步青年男性角色，本身也
是西方文化思潮的积极吸收者。巴金同时深受女性主义者艾玛·葛德曼(Emma
Goldman)的影响，葛德曼认为女性在追求女性主义的同时也应该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
[1]

色经济独立和婚姻美满是女性生命历程圆满的条件 ，所以巴金笔下的作品中女性悲剧
的根源，正好在于经济独立与传统家庭要求的女子顺从男权社会的矛盾。
从文本与情境的关系看，一部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及命运，其实不来源于作者的安
排，而来源于时代及文化的安排，家中瑞珏的死，其文本后的本相其实不在于作者不
惋惜这样的人格，而是近代社会对女性社会性的构建早已取消了这种人格的合理性，
这使得巴金不得不含冤将她送到旧城门外的旧屋子里生产。

时间与变迁是两部作品都试图在女性身上呈现的主题。关键在于两者对于时间的意识
是不同的。《四朝代》中，铂怡、坤琴、巧娥所经历的是一种长时间跨度的社会转型
与文化变貌。总体上而言，《四朝代》时间美学是一种动中之静，社会的转型与变迁
史剧烈的，人世在苦难的面前时漫长的，但对于沉寂的宇宙而言，人类时间仍然只是
一刹那，不值不得大惊小怪的。所以《四朝代》的叙事中，时间宛如涓涓的小河，没
有太大的波澜，只是以凭其本来的样子流动，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家》中，瑞珏、
鸣凤、梅芬身上所展现的是一种短时间跨度的社会变迁，伴随着短时间的限度，这些
人如临风凋谢的花朵，绚烂的绽放，无情的摧毁，这其实更近似于中国近代“城头变
幻大王旗”的社会现实。辛亥革命的失败导致的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社会力量
，也是个人短暂生命难以承受的时间重。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永恒，连时间也和人的命
运一般零落。
总之，比较《家》与《四朝代》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难发现相同的时代，
不同的女性自身意识与命运的背后，其实纠结着太多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其中，作
者个人的观点，时间意识与社会思潮都对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有着重要影响，需要将文
本放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1）《家》中女性作为封建制家庭的附庸，其身
体成为封建家长肆意支配的对象，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也不可能支配自己的
爱情。高强度的压迫迫使女性采取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作为人、特别是作为女人的自
主与自由，这种性别意识体现在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之上，因此，女性的意识集中
地表现在了自我的表达之上；而在《四朝代》中，女性人物获得了日常生活延续的合

[1] Emma Goldman, “The rag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2000. , 224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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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依据，女性的命运作为一个王朝四个朝代的缩影，其性别意识中因此具有了多样
性和谐的成分，即女性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的选择是多元的，命运是各
不相同的，因此，女性的意识集中表现在隐忍与宽容的社会性上。
（2）《家》中新女性的思想与观点成为了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女性独立与自由
成了最高的价值追求；而在《四朝代》中，作者对于女性的选择不置可否，而是采取
包容的态度，这集中表现在了对坤文的宽容上。这是一种多元价值的选择结果。
（3）《家》与《四朝代》中女性意识，本身是近代西潮东渐后，西方文化参与本
土文化构建的结果，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后，通过人物塑造进行社会构建
的实践。《家》中女性的悲剧性命运，来源于一种西方的文化观念，即个性解放与性
别平等。而《四朝代》对过分西化的女性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泰国其实一直以来就是
一种筷子成双的社会性别平等模式。
比较两部作品中女性性别意识差异的原因，首先是两国一直以来的社会文化差异
，如泰国文化中，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筷子成双的性别平等文化模式，而中国文化中，
社会权利的构建一直将女性排斥于外；其次，作者的创作目的仍然决定了作品中人物
的性别意识，而作者的创作目的与手法显然是特定社会文化的结果，这体现在两国在
面对西方文明时采取的不同启蒙路径，两种路径一种是要在破坏和灭亡旧制度的基础
上建立一种新文化，而一种是在旧有的文化中产生新的文化，使之与民众日常生活实
践相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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