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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世间男女情感的本质，有着不留情面的透

彻，即 便 红 颜 老 去，爱 心 依 旧，纯 真 的 本 质 依

旧。 作者借由瓷器之美来弥补女人现实中的无

力处境，也有自我勉励之意。
蔷薇、陶瓷，它们是美丽的自然之物，在小

说中经由作者经验的综合、转位和女性视角的

暗示，赋予其社会属性，使之情感化、拟人化，
从而与女性实际生活的心情感应，与女性生命

状态的呈现暗通， 并寄予女人的未来许多希

望，遂自视觉的单调意象升入感官与性灵的复

叠意象，成了最动人的自然之物。 它们在作家

的艺术自觉下，通过文字的经营，成为一种隐

喻，蕴含着作家观看人世的讯息。 胡辛面对这

些物象，深耕文字的犁耙，开出一方充满诗意

的田圃，建构起了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心

灵共同体。 她把握着的是生活，是现实生活的

最高意义。

五

胡辛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 作 家

之一，也是江西自现代以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

女作家。 她由《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轫，从追

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价值，到《蔷薇雨》
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再到《怀念瓷香》重构己

身历史的母性书写，其小说创作的清晰流变可

谓代表了女性写作的三个阶段。 她年近四十才

开始文学创作，纵横文坛近三十年，凝注其热

血，坚忍其意志，勤勤恳恳，以笔为锄，持续耕

耘，为自身、为女性、为人世，耕耘一片丰畴沃

野———既无愧于文学的庄严，亦无愧于艺术的

崇高，实为人格与风格之合一。 她的小说见证

了一个学者型作家艺术创造的品质和智慧，使

人们看到：一方水土和一方女人有着隐秘的生

命关联，一种具有持久魅力的写作，往往是经

由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而朝向地域与传统的

一次精神扎根。 她的小说既淡也浓，时而端庄

如成年者，忽而又纯真简单如孩童，行年四十

如柳青、如徐希玮、如树青，理性、知性、独立、
强韧、热情而敏感、倔强而脆弱，她们总是走在

返乡的途中，寻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自我”，
而那亘古的爱呵，是她不变的信仰，即令必然

如花如瓷，也依旧会兀自绽放的……

素手青条上 红妆白日鲜
———地域、女性双重视阈中的胡辛作品研究

何 静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作品进行 研 究

是一个虽古老又常新的论题。 俗话说，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 1934 年 4 月 19 日鲁迅先生在《致

陈烟桥》 信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

所注意。 打出世界上去， 即于中国之活动有

利。 ”在江西，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自 1983 年以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以来，28 年笔耕不辍，涉小说、传记、散文随

笔、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又拓展影视疆域，凝

聚成 800 余万字墨香纸质文本、 编导 17 部 94
集情意脉脉的影像作品。 她不仅较早地用小说

文体和女性视角审视女性生存状态，而且对生

她养她的一方厚土的挚情激情喷薄，“实现了

她曾经许下的真诚的诺言：为这方水土这方人

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像”，她，就是

被评论界称为“红土地的女儿”的胡辛。
在流变中守恒，她与她的作品始终有着特

立独行的风姿。 其文风清丽婉约中不乏率真英

武之气， 内容大多聚焦于两座城市和一方乡

野，那就是省城南昌、瓷都景德镇和江西苏区。
胡辛关乎女人的命运，更将女性的生命体验与

地域、历史镶嵌交织。 流逝岁月中的女性形象

无不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和清晰的时代标

签。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彰显出胡辛朦胧的女

性意识和古城南昌情结，而一场《蔷薇雨》让满

怀的女性意识与乡土情怀这二元视野交错交

融色彩缤纷。 红土地情结尽现于《我的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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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满红壤的脚印》、《情到深处》，而《瓷城一条

街》、《地上有个黑太阳》、《瓷都景德镇》、《瓷都

名流》、《怀念瓷香》 亦将白色土化为心有千千

结！ 正是：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 可以说，她

的艺术情怀和创作视野就是在赣鄱地域文化

中寻找女性， 在女性精神世界中呈现故土家

园，女性意识与地域文化和谐完美水乳交融统

一在她的文本世界中。

一、香樟古郡中的绿色人生

审视胡辛的作品，人杰地灵的古都南昌始

终是绕不过去的城市。 创作于 1983 年暮春的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这部不短的短篇负重若

轻，以南昌为背景，承载了四个本地女子的故

事。 “省妇女保健院，出门就是繁荣的大道（八

一大道），隔壁就是高矗的百货大楼，横过马路

就是热闹的工人文化宫”；“系马桩前无马系、
桃花巷内没花香，松柏巷口不见松，只有干家

巷内似乎还住着干氏大家族，但这些与她们有

什么相干呢？ ”“这些描写准确的程度简直可以

当作从未到过南昌的人的导游图。 ”而王蒙先

生如是评价长篇小说《蔷薇雨》：“六眼井、三眼

井、大井头、灌婴的洗马池、乾隆题过匾额的干

家大屋、 东汉高士徐孺子的故居……栩 栩 如

生，充满着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历史积淀与时

代的新貌。 ”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从乡村女教师柳

青、赣剧演员钱叶芸、助产士魏玲玲和区妇联

干部蔡淑华成长的单纯似可感触到这方水土

教育之浓厚氛围，分别二十年后邂逅中四女对

事业、家庭、爱情的种种慨叹，评论者多界定为

新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女性独立价值的追寻和

徘徊，但说到底，却还是儒家文化的“修身、齐

家、治国”的古老奋斗目标，只不过身为女性的

小知识分子要达标，在男性知识分子遭遇的种

种艰难险阻之外，还要加上来自男性的性别压

迫和歧视。 而在原本是四人中的圆心儿，眼下

却身患绝症的乡村教师柳青身上，她豁达开朗

弃名利之胸襟，我们似透视出作者赋予她追求

大爱大自由的安隐心海，用儒家“立德、立业、
立功”来衡量，她只是平凡人物平凡事，也不完

全等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蕴

藏了作者较复杂的人生感悟。
长篇小说《蔷薇雨》从大构架来看是中国

传统小说常见的家族故事，但作者刻意将故事

安排在东汉隐士徐孺子的后裔家中。 “物华天

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

榻。 ”但隐逸文化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

还有立足之地吗？ 在传统观念的急遽嬗变的诱

惑和撞击下，还能安放一片安静的心海吗？ 作

者试图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表

现自己的忧虑和思考。 徐家书屋的七姐妹与古

巷的女人们，彷徨、躁动、拼搏和激进决不亚于

世界另一半的男人们。 理性与情欲的撕掳、人

格与本能的抗衡、灵魂与肉体的崩裂，在女人

的心田迸发种种律动和骚动。 变，终归是好事，
是前进着的；海，到底是浩瀚的，气象万千的。
可下了海的， 并不全是主动的躁动的奋进的；
人生的路， 各种外力和内驱组合着扭绞着，命

运并不操纵在你自己的手中! 千百年的知识者

的心理积淀，就会一风吹去无影无踪么？ 在熙

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人流中，是否还有甘于

清贫、甘于淡泊的寂寞的精神田园?这种传统与

现代的论争、保守与激进的抉择、守旧与创新

的权衡纠结， 更是集中聚焦在都市女性的身

上。
“作者不仅对故里红城的物质文化进行了

生动的描述，而且对故里红城的精神文化进行

了颇有力度的艺术表现。 ”我们看到，作者选择

都市转型期思想矛盾为切入口，以都市的女性

意识变迁来把握独特而丰富的女性体验内涵，
借助叙事努力将这一切发掘出来，从而在小说

中建构一个特色鲜明的都市背景下的女性世

界。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作者达到了自己的创

作意图。 因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赣地城市

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民俗世象，更看到这片

土地上女性的情感与心理。 作家对女性精神家

园和地域文化的坚守和超越，为王蒙先生评论

所言：“那种真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艰难和痛

苦，那种历尽艰难仍然真实、仍然活跃着的一

颗颗追求理想、挚爱而决不嫌弃生活的心感动

了我。 ”

二、回望中不灭的红色情结

江西南昌， 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起义第一

枪，井冈山被喻为革命摇篮，瑞金是第一个红

色政权创建地，于都河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

点……江西地域特色烙刻进红色，神圣、圣洁。
江西地域积淀而成的文化底蕴穿越历史的时

空，固执地穿行于当代生活之中，内化在作家

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况且，王愿坚的小说《党

费》和改编成的电影《党的女儿》等是胡辛成长

的精神食粮， 成名后的她对这方热土不变的

“红色情结”的展示特征是：用女性细腻的笔触

发 掘 英 雄 背 后 的 无 名 英 雄———默 默 无 闻 地 为

革命做出贡献的苏区妇女们，以期将她们补写

进历史的页岩。
《我的奶娘》是胡辛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

的一家于抗战时从南昌逃难到赣南， 先居赣

州，再辗转到瑞金、宁都。 作者的奶娘就是瑞金

沙洲坝的一位雇农妇女。 这位纯朴、善良的山

里奶娘“哺育”后代的故事娓娓道来，既是对历

史的回忆故事，也是女孩成长的故事，或者说

是借女孩成长的线索来写历史书页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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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隐去的女性的故事。 “我的奶娘”曾是红军的

妻子，丈夫长征后音信隔绝；在“奶娘”家养伤

的女红军生下了儿子石丹，女红军为保护百姓

挺身而出英勇牺牲；“奶娘”为保护烈士遗孤石

丹，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为了生存，“奶娘”
改嫁善良的老郎中， 被迫喂养伪团长家的少

爷，伪团长发现蛛丝马迹后，老郎中被害，奶娘

带着石丹死里逃生。 为了活下去，奶娘再改嫁

一 老 年“痞 子”，并 成 了 书 香 门 第 的“我”的 奶

娘！ 历经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解放后，
奶娘却被定为坏分子家属，与已当大官的前夫

相见，惟有泪千行。 历经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
六十年代的饥荒及“文革”劫难，奶娘的善良和

坚韧不变，无怨无悔，庇护了她奶大的几个不

同阶级、不同血缘的后代，包括伪团长的儿子！
“我的奶娘”与小说《党费》（1954）中 的 女

党员黄新及改编成电影 《党的女儿》（1958）中

的玉梅相同，但同中有异。 她们同是苏区妇女，
身上都有着苏区妇女为了革命坚忍不拔、默默

奉献、不畏牺牲的高贵品质，不同的是，黄新、
玉梅是党的人，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壮烈行

径撼人心魄、感天动地！ 她们寻找党组织的经

历虽坎坷曲折， 但她们的内心世界很单纯，没

有复杂性；而奶娘只是红军家属，苏区极普通

的女性，她的经历坎坷曲折，两次改嫁，其内心

世界是复杂矛盾的，世俗社会对她的定位和评

价亦是复杂难辨的，当然，一样闪耀着人性的

光辉。
对老区妇女的挚爱与崇敬， 犹如绵 绵 细

雨，浸淫在胡辛的多部作品中。 小说《蔷薇雨》
里的糯糍女，在赣南游击战中，用奶汁救活了

身负重伤的凌光明；几十年后，又是她给走投

无路的阿玮母子一个遮风避雨的窝！ 这位革命

老妈妈给人却只是 “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尚未实现温饱的山村苦老太婆的形象”。 苏区

的妇女为革命付出了多大代价忍受了多少痛

苦煎熬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到

了等量报答！ 凌光明在弥留之际的糯糍女面

前，已然不认识她了，只是她手腕上的苦竹手

镯，怦然撞开了记忆之门———那是他伤痊愈后

亲手雕刻给她的手镯呵。 凌光明怎能不怀着深

深的愧疚？ 而在阿玮的眼里：“她只知糯糍婆婆

是她的救命恩人，却不知她是革命老妈妈！ 糯

糍婆婆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可记载？ 有

多少坎坷悲壮的经历可抒写？ 抑或有过被怀疑

的冤屈被抛弃的不平？ 抑或真的有过沉沦有过

一念之差？ 她不知道。 她什么也不知道。 她只

是觉得她自己是世上最苦最不幸的女人，她从

来没想到应该了解理解朝夕共处 18 年的山村

老婆婆！ 糯糍婆婆给她说过很多不连贯的或悲

或壮的别人的故事，或许那就是糯糍婆婆自己

的故事？ 她不知道！ 人死而方为世人所知！ 糯

糍婆婆死了世人也不尽知。 ”在同名电视剧《蔷

薇雨》中，糯糍女改名为苦竹女，是一个始终没

有出场的人物。 退位并重病的凌光明回首往

事，一定要找到当年救过她的苦竹女，当然，他

最后见到的只是青山深处的坟冢！
有论者说“尽管她没有从正面去描述红土

地上发生的革命场面，但在《我的奶娘》、《情到

深处》中隐隐约约流露出她对这块红土地的思

考，奶娘、红婶、糯糍女、二小姐，组成了一个特

殊的‘群体’，折射出‘红嫂’的光辉。 ”确实，这

些红土地上的女性，她们的性格中既有沉静和

抗争的忧伤, 也有坚贞和和决绝的纯粹， 更有

厚道与自然的淳朴，性格内核的复杂性与多元

性赋予了她们独有的魅力，她们以多姿的气质

与醇美的品格凸显了江西地域女性独具的地

缘精神。

三、触摸中永恒的白色情怀

美国著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

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谁也不会

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 他看世界

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

剪裁编排。 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

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

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 ”同样，在艺术

创作中，艺术家也不能随意选择他们的审美对

象， 他们的选择必须依赖于审美激动的实现。
在胡辛的视阈中，陶瓷承担了这种介入、统一

功能。 《地上有个黑太阳》、《陶瓷物语》等瓷都

家族故事，其千年窑火的大文化背景，使其拥

有了久远的历史时间感和源远流长的文化纵

深感。 景德镇的窑火其实何止千年？ 古镇有文

字记载的历史，始于春秋。 至于陶瓷史“新平冶

陶，始于汉世”，御窑皇家瓷、湖田窑的民间青

花、罗汉肚的柴窑，有多少文章可做？ 千年陶瓷

历史的探究和追溯是对历史进行史诗化的别

样言说，为景德镇的故事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胡辛正是怀着迷惘却执著的情感，在默默

无言的白色土上， 持久地书写她的白色情怀。
作为 1967 届的大学毕业生，她分配到景德镇，
一呆 8 年，自言“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黄金岁月

就掼在了那里”，她称景德镇为她的第二故乡。
《昌江情》中汩汩流淌的母亲河———昌江，见证

了浣衣妇母亲对儿子的默默的奉献和爱，母亲

在儿子功成名就后仍坚持在江边浣衣，这让儿

子不解和烦恼，可是，当高大的儿子在刹那间

明白过来，抱住江边浣衣的矮小的母亲，并把

她“举”了起来时，这伟大的瞬间承载了怎样的

母子情！ 《禾草老倌》中禾草包装瓷器的被淘汰

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情感的悲剧，禾草仿佛将

炼瓷的古镇与种田的农村紧紧相连， 这一割

弃，让景德镇人有了太多的感喟。 《“百极碎”启

热

点

话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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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录》 将人对生命不无缺憾的感悟烧炼进瓷

里；《瓷城一条街》是“名副其实”又“徒有虚名”
的瓷器街的新风俗人情图，景兴厂长在新女性

谷子和残疾女子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故事，京城

记者与谷子的“罗马假日”般的浪漫故事，丹青

世家傅野鹤和儿子小野间的无法沟通的代沟

故事，谷子和研究古陶瓷的父亲田雨“心有灵

犀一点通”的故事，景兴和以禾草包装瓷器的

父亲“无言以对”的故事，柴窑把桩火师傅与青

青母亲香姆妈的纯清的黄昏恋的故事，爱管闲

事的居委会代表粑粑头胖姨娘的故事……在

胡辛笔下，绘声绘色、意味无穷却又都分明食

着人间烟火；《地上有个黑太阳》中白色土情怀

溢于言表，但隐晦曲折的家族之谜，加上魔幻

玄乎色彩，给景德镇的故事平添许多神秘幽深

艰涩的气氛。
21 世纪初期推出的长篇小说《陶瓷物语》，

既是对陶瓷历史之河的几番溯源而上的追述，
更是陶瓷的时间之河对人的淘洗，是一部包罗

万象的沉甸甸的景德镇的史诗。 该书扉页题

写：“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 这是一部

融汇陶瓷历史和陶瓷技艺的书，源远流长的中

国陶瓷文化历史的沉寂与当代形形色色的人

们的浮躁故事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浓得化不

开。 故事的主角是人，而“物语”却为小说增添

奇幻色彩。 女作家侯秀芬曾赞叹胡辛说：“对瓷

的女性解读，认同瓷这一中国文化的母体为女

性，不能不说是她的文化底气十足又慧眼独具

的凸显，是否可以说，这可能是关于华夏文明

的另一种追溯呢？ 自母权制被颠覆后，女性湮

没于历史地心深处，女性何时才能浮出历史地

表？ 在女性苍茫又荒凉的历史长河中，瓷是女

性顽强坚韧的生存状态、细腻委婉又炽烈喷薄

的情感舞蹈的记载、折射和象征。 无论对否，她

勇敢又潇洒地参与了当代文化建构。 ”一个个

瓷背后的故事让人痛惜，情感如瓷，是很难经

得起碰撞的。 胡辛就这样用女人的眼睛女人的

心去触摸、去感悟瓷与女人，从瓷的破碎中分

明传递出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女性特质的呼

喊。
地域文化特质沉淀为胡辛作品的 原 始 底

色， 而独立的女性意识由朦胧渐清晰浸淫其

间，犹如香樟，于朴实无华中沁出淡淡芬芳。 当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问由胡辛改编成 30
集 电 视 连 续 剧《蔷 薇 雨》的 立 意 时，她 的 回 答

是：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轻

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

人所要苦苦寻求的呢。 这是一个普适性的结

论，但她的思考萌生于这方水土。 在胡辛的作

品中，作者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冷静的洞察

反思者、 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文知识者、一

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她站在爱与痛的边缘、
埋头于对道义与承担的守望与超越，尽情演绎

着对这方水土这方人的呵护与拥抱、 批判与礼

赞。

在传统与现代、恪守与流变、牴牾与狂欢

冲撞交汇的转型时代中，不少作家从埋头纸质

文本中走出，“抛头露面” 于影视立体传媒，从

个性而为的小说到面向大众的影视剧，激流勇

进中女作家群体亦呈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王安

忆、池莉、王晓玉、张欣等皆或深或浅地裹挟于

小说的影视改编潮中。 其实，在江西这片有点

儿寂寞的红土地上，早有一位女作家，于 1980
年代初便弄潮于文学与影视双向互动的激流

中，淡定从容，奇迹不断。 她，就是江西籍的著

名作家胡辛教授。

1983 年，38 岁的胡辛以处女作《四个四十

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上

海和广西电影制片厂分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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