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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构模式·文本旨意·艺术范式
———《寒夜》新探

陈思广

摘　 要:　 《寒夜》通过对汪文宣、曾树生及汪母三人的性格、身份及命运的展示,旨在

告诉人们,汪文宣的家庭境遇与他的个人悲剧命运是必然的。 在家构模式中,女强妻+
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是一种极危险的组构模式。 由于在夫—妻—婆三者关系

中,相互的循环链较为脆弱,仅以血亲或情感相联而非一以贯通,因此,这一家构模式与

人物各自的自尊心,会使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丛生且具有持久性和尖锐性,婚姻也极不稳

定,必然会在大概率上使男弱夫成为这一模式最坏结局的不幸承受者。 这一艺术范式

的生成缘由,缘自于 1944 年冬巴金决定创作《寒夜》以帮助赵家璧重建出版社;友人缪

崇群、王鲁彦、陈范予等人患肺病而死的悲惨境遇,以及另一位朋友的太太及萧珊等新

型女性的影子,使巴金以之为原型塑造出汪文宣与曾树生这两个典型人物;师法契诃夫

及《小人小事》《憩园》等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寒夜》的基调与氛围;而曹禺《原野》的人

物模式最终塑形了《寒夜》艺术范式的人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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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的全部长篇小说创作中,《寒夜》无疑是他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不是说作家围绕着汪文宣、曾
树生以及汪母三个善良人的生活故事结构了全篇,而是说巴金以三人间的寒夜循环将《寒夜》的悲剧艺

术推向了极致,不仅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由之彰显,悲剧氛围及主题意蕴亦因之高度完美地相互交融,使
得《寒夜》不仅成为巴金长篇小说中最为成功的艺术范例,也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最为厚重的经

典之一。 不过,巴金为什么要写一个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致使老实人失命、整个家庭崩散的故事呢? 难

道只是为了暴露黑暗时代小知识分子的出路与绝路吗? 不错,就《寒夜》的寓意,巴金曾在多种场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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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做过类似的表述,但如果我们仅仅认同这一点,我们该如何解释作者的选材呢? 如何解释婆媳之

“战”具有其持久性和普遍性呢? 又怎么解释在时代与社会中,现实的普遍情形是老实人吃亏这样一个

基本事实呢? 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从小说的人物模式与命运结局中,看看巴金试图通过

《寒夜》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怎样的构想与寓意,进而探究其艺术范式的生成及缘由呢?

一、性格·身份·命运

众所周知,《寒夜》的开篇就写抗战后期重庆的人们在寒夜中躲空袭,但汪文宣却并不急于寻求安

全,而是心事重重地寻找着曾树生。 因为他们夫妻昨晚吵了架,曾树生一气之下冲出了房门。 不过,汪
母对此却并不在意,暗中还有一点高兴。 这当然传递了一个信号:她们婆媳之间存在着芥蒂。 然而,随
着情节的稍次展开,读者很快就发现,不仅是她们婆媳之间矛盾尖锐,即便是夫妻之间、母子之间,也夹

杂着矛盾。 这就使读者不免疑惑:这三个善良的人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冲突呢? 这就不能不从他们

三人的性格说起。
汪文宣是一个安分守己、忍辱苟安、怯懦卑谦、遇事迁就退让但忠厚善良、普通平常的校对员,也是

一个有着职员、丈夫、父亲、儿子四重身份的老实人。 作为职员,他本分、尽责,但懦弱、多疑的性格,使他

在书局中极为普通,工作待遇与地位也较为低下。 他遇事从不正面抗争,即便是有强烈的不满,也只是

默默地将内心的愤怒压抑在心头。 小说写到当同事提出加薪被周主任拒绝时,汪文宣心里愤愤地说:
“那么你就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他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十几二十万,你哪管

我们死活! 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同我吵架?”但实际上,“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

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① 他是一个遇事宁肯自己死扛也不愿给他人添麻烦的老实

人。 不幸患病后,“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 第二天他居然有力量到公司去办公。 晚上

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 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和吴股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

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 他忍受着。 他捱着时刻。 他的心并不在纸上。 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多

少错字来。 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 他胃口还是不好,
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子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 好容易放下碗,他又像得救

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 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②。 懦弱的性格使他如同一个多余人一般几

乎失去存在的价值。 但懦弱并不是他的错,可那个社会又怎么能容得下这样一个老实人呢? 作为丈夫,
他自卑、隐忍,严重倾斜的经济地位使他不得不以依附、乞求的角色反向出现在妻子曾树生面前,这也导

致他人格的卑微与精神的痛苦。 且不说他遇见树生与陈主任同赴咖啡店时那不知所措、垂头丧气的神

情,只看小说写他到大川银行找树生时的怯懦心理与情形,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到了××银行。 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 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 要是她还没有回

来? 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 他的笨

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 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 他能够说服她,感动

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 ……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丧失了。 他迟疑着,不知道应

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 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 她就立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

装束。 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步。 她惊讶地看他,她动一下嘴,好像要说话,但忽然又把脸

转开,默默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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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心跳得厉害。 他等待着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 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句,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 我有话跟你谈。”他低着头说,声音还有点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谈,”他红着脸,像一个挨了骂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的表情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略略打量他一眼便走了。 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侧门中消失。①

这哪里是丈夫找妻子,简直就像奴仆求见主人。 汪文宣那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畏手畏

脚、担惊受怕、局促不安、愁苦沮丧、感恩戴德的心理,令人充满同情,从中显现的卑微的汪文宣与自强的

曾树生之间严重失衡的夫妻关系亦让人感叹不已。 虽然丈夫的收入即便低于妻子也并非不可理喻,但
这在汪文宣看来却极为羞愧难当。 一个丈夫竟远没有妻子的收入高,这在中国的夫权社会里是多么难

堪的现实啊! 他无法在家里抬头,更无法依靠自己的薪水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长期的营养不良与工

作劳累,使他与妻子的体质差距越来越大。 长期的低质量的生活状态与压抑的无休止的精神痛苦使汪

文宣身心俱疲,最终在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中无声无息地倒下。 作为父亲,他有溺爱之心却无助学之力,
他愧疚自己完全无力承担小宣上贵族学校的费用,他所能做的,就是不使孩子辍学,别无他法。 作为儿

子,他忠孝、谦忍,对于母亲更是唯唯诺诺,为服从母亲的旨意,他常常忍气吞声、言不由衷地表达自己对

曾树生言行的看法。 例如,他本来想写一封信求树生回家,但母亲并不希望如此,于是他就在信里表示

他并不关心她是否回来。 他也常常在对母亲的妥协中寻得一丝安慰,但同时又对自己的违心与软弱悔

恨不已。 在婆媳之间,他主张息事宁人,试图两边讨好但两边都不落好,他更希望婆媳之间能够和好,哪
怕他吐血也值得,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 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在妻子与母亲的夹缝中备

受煎熬。 这种自残自毁的行为最终非但没有换回夫妻间的感情与家庭的温暖,反而加剧了病魔吞噬他

的速度,他的愿望与生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曾树生是位年轻美丽、充满活力、不甘寂寞但又孤独、多虑,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职业女

性,也有着职员、妻子、母亲、儿媳这四重身份。 作为职员,她性格活泼,富有朝气,游刃有余地从事银行

的接待业务,她的这一性格与工作性质以及待遇,与汪文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但她毕竟学教育出身,
在银行这个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不仅难以出头,还时常被人欺负。 这也是她萌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作为妻子,她爱怜汪文宣,在得知丈夫患病后,她流着泪恳切地央求他早日去治疗,不要耽误,也不要顾

虑经济问题,她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帮助丈夫战胜病魔,或者出现奇迹。 她的内心也很矛盾,一方面她

爱汪文宣,另一方面丈夫的现状又让她对未来感到绝望,她徘徊在留与去之间———彷徨在做传统的贤妻

良母还是做现代的自主女性之间。 也因此,她忍受着婆婆对她的非难,承受着无望的婚姻,直到现实彻

底击碎她传统的角色定位时,她才不再迟疑,决定离开这个家。 小说的第十八章当曾树生与汪母刚吵过

架,而汪母出去请医生时,作家详尽描写了曾树生此时的心情: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 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覆。 可是她的思想好像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许久,才找着一条

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着一点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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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 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 她的脑中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 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

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

窄的巷子里去了。 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咳了一声嗽。 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 他的脸带一种不洁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

吸声重而促。 在他身上她看不到一点力量和生命的痕迹。 “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 她连

忙把脸又掉回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 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 ‘滚! 让你拿去! 我才不要他!’陈主

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 ……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 她的心跳得厉害。 她

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 ……‘滚! 你说得好! 我走我的路! 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 我不应该太

软弱。 我不能再犹豫不决。 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 为什么不能? 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着幸福……”

 

①

可想而知,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于她而言,是既看不见当下又看不到未来的家庭,是她即便做出牺牲也无

法换来幸福的家庭。 床上是“一个垂死的人”,家里是一个“仇恨的冷嘲,热骂”的汪母,她除了离开,别
无选择。 也只有离开,才有可能找到属于她———属于一个现代女性所渴望的独立地掌握自我命运的幸

福,虽然这个幸福还有些不踏实,但总比“闷死”在家里要好得多。 也正因此,她到兰州后在信中向汪文

宣正式表明了他们事实婚姻的终结。 这不是曾树生的冷酷,这是她的无奈,也是她的解放。 不过,在此

后的日子里,她依旧践行她之前的承诺,按时给汪文宣寄钱,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绝境。 作为母亲,
她有心无实,似乎又淡然、冷漠。 她想对小宣表现出母性的温存,但小宣总是回应得十分隔膜,她也只好

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外,就无计可施了。 她把小宣对她的冷淡归结为婆婆的教唆,所以在分手后她放弃了

对小宣的抚养权,小宣也在父亲死后,由婆婆带回了乡下。 作为儿媳,她信奉现代女性的自我平等观,与
恪守传统的汪母形成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对立,形成了报复与反报复的话语冲突。 婆婆讥讽她与汪文宣

没有正式结婚,她则嘲讽婆婆缠过小脚;婆婆搬出旧的长辈的气势试图强势管压,她则以新的独立的女

性姿态强硬拒绝,使二人之间的矛盾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这让汪文宣痛苦万分,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

谐的合作呢? 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②这也许是

中国永远无法解决的一组矛盾,但毋庸置疑的是,婆媳之间的冲突在客观上坚定了她离开这个家的决

心。 不过,曾树生还有一个疑似的身份,那就是陈主任的“情人”,但作家将这一身份写得极为克制,虽
然树生与陈主任关系暧昧,陈主任也向她表达了爱意,树生也随他去了兰州,但她最终没有迈出同居的

那一步。 虽然如此,巴金还是深刻地揭示了她烦乱、彷徨、矛盾的心境,以及在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使曾树生这样一个充满个性的、健康的、活泼的,但又是压抑的、煎熬的、寂寞的、悲哀的新时代女性的多

重性格及命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汪母是一位传统而守旧、心本善良的旧式妇女。 作为母亲,她有着绝大多数母亲都有的母爱情怀与

自私的爱意。 对自己的儿子、孙子,她含辛茹苦,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毅然卖掉丈

夫送给她的纪念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病重而无望的儿子,在汪文宣绝望时用慈祥的母爱安慰他,给他

以最后的希望。 作为奶奶,她挚爱自己的孙子小宣,显出隔代亲情的疼爱。 但作为婆婆,她与树生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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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甚至可以说是深仇大恨,两人的矛盾完全不可调和。 小说有一处描写非常有意思,这是汪母得知

树生因晚上跳舞要晚点回来后,指责她不守妇道时,汪文宣的反应与母亲的对话: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着这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略带恼怒地说:“她

不是坏人,那么我是坏人吧。”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 “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 母亲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 “我看,她把你迷

住了。”①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悟。 夫妻间迷住了有什么不好? 不怕迷住了,就怕迷不住。 但这在汪母看来,
却恰恰是儿子的一个错误。 这看似不可理喻的细节,却将汪母对儿子的爱与对媳妇的怨清楚地写在了

脸上。
问题是,汪文宣一家这幕令人痛惜的悲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如果是偶然的,那是否是因为

婆婆以“姘头”之词恶毒地羞辱了与儿子有事实婚姻的儿媳就导致了家庭解体呢? 或者刻薄成性、漠
视职员的周主任辞退了汪文宣,精明活泛、风度不凡的陈主任带走了曾树生,致使汪文宣失去了最后

的生活希望吗? 显然不是。 因为曾树生虽然痛恨汪母这一毒刺般的存在,但她并未因之立刻离开汪

文宣;汪文宣被辞与曾树生去兰州时,他的病已进入晚期,与他生命的终结没有必然的关系。 当然,
他们都是悲剧的推助者,他们的言行间接地加速了汪文宣的死亡。 如果是必然的,那么,汪文宣之死

与家庭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汪文宣的家庭境遇与他的个人悲剧是必然的,汪文宣家庭

的成员组构模式以及他们各自固守的强烈的自尊心是导致家庭必然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客观上造成

汪文宣死亡的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这一家构模式与人物各自的自尊心,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丛生

且具有持久性与尖锐性,婚姻也极不稳定,必然会在大概率上导向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为什么这

样说呢?

二、女强妻·男弱夫·自尊心

我们知道,就世界的家构模式而言,男强女弱是最为普遍的夫妻组合模式,中国也不例外。 这是稳

定度与幸福指数都最高的家构模式。 因为男人天生就有一种大男子主义,喜欢俯望,自然希望在自己的

女人面前表现出男子气概。 而女人需要有一种安全感,喜欢仰望,当然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够成为自己的

终身依靠。 所以,男强女弱的组合也就成为情感度与稳定度及家庭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种夫妻模式。 如

果女强男弱,即女人的仰望与男人的俯望发生翻转时,女人的内心必然会产生失落感,久而久之必会轻

看男人,男人的自尊心亦会因之受到打击,而且反差越大,对男人的自尊心打击越大,其婚姻的稳定度与

幸福指数也就越低。 当然,如果男方自尊心较弱,甘心摆出一副吃软饭的样子,女强妻也愿成为家里的

主宰,夫妻之间或可相安生活,但这种概率极低。 若男方自尊心较强,不甘心于此,再伴有一个自尊心也

强的婆婆与之共同生活,那家庭的崩溃与弱男人的悲惨结局,则无法避免。
汪文宣家庭成员的构成恰恰就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都强的组构模式(虽然有个孩

子,但这个孩子完全不能左右家庭的走向)。 这样的家构模式,自然是矛盾性最大、稳定性最差、幸福指

数最低的家庭,而三人各自强烈的自尊心,更决定了这类家庭的崩溃与弱男人的悲惨结局。 小说中所写

的一切,就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如果曾树生只在某一方面稍强于汪文宣,汪文宣亦有所长顶撑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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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这个家庭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当曾树生全面强于汪文宣时,即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强妻时,汪文宣的

大男子气概则无以附存,走向崩溃甚或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曾树生成为女强妻的资本是什么呢? 我认为有三点:首先是经济之强。 曾树生的经济收入不

仅稳定,而且远高于汪文宣,这就使她拥有家庭的自主权与平等权。 如她坚持让小宣继续上贵族学校而

不担心高昂的学费,即便丈夫与婆婆都不赞成她也不为所动。 相应地,对丈夫的依附性也大为降低。 如

她可以独自出去参加舞会甚至晚归,或者去咖啡厅、饭店等进行消费而无须征得丈夫的同意。 这是曾树

生成为女强妻的最重要的资本。 当然,我们称曾树生为女强妻并不是指她在丈夫汪文宣面前性格之强,
而是指她的生存能力以及随之提升的自信心之强。 其次是面容与身材之美。 女人的美丽与身材当然是

塑造自信的重要资本,以之作为一种获取经济资源的辅助手段也不足为奇。 曾树生即是如此。 她在大

川银行能有较高的薪水,与她的丽质及因之受到领导的赏识是分不开的。 以至于汪文宣看到经济条件

优越的妻子可以保持自己美丽的面庞与丰满的身材,而自己却面黄肌瘦,如同枯枝败叶时自惭形秽地发

出这样的叹息:“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这已不是夫妻间的比较,简直就是美与丑的对比(至于曾

母蔑称其为“花瓶”当然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再次是性格之活泛。 曾树生性格外向,活泼开朗,散发着

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处事也较为活泛,所以在银行工作较为顺手。 而汪文宣则与之完全相反。 这些强

烈的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使曾树生对汪文宣感到失望并最终选择离开。
同样,汪文宣沦为男弱夫的原因是什么呢? 也有三点:首先也是经济之弱。 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收入

完全不对等,使他无法肩负起本应作为一家之主的家庭重担。 小说开头写汪文宣为了劝树生回家,只好

答应妻子的约定五点下班后再来找她。 他被妻子带进咖啡店后作家这样写道:

国际对他是很陌生的。 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眼睛里充满了

柔和的光。 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 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

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脸上现出怜惜的哂笑,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他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的。”①

从妻子进店后轻车熟路的样子他就知道这是她常来消费的地方,而作为丈夫的他却只能如小跟班

似地跟在妻子后面,全然没有男主人的气派,没话找话地冒出一句“头一回来”更暴露了他这些年来经

济拮据与生活落魄的现实。 果然,他的这句话遭到了妻子“怜惜的哂笑”并做了回应。 树生的表情是无

意的,语态也是低声的,说的也是真实的,但这在丈夫汪文宣听来,却如同“一根针往心上刺” ,他的自

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不由地低下头,以从前的“阔”来抵挡眼下的贫。 夫妻间巨大的经济反差

将汪文宣本应作为丈夫的俯望完全翻转成仰望,他无奈但又不得不接受沦为男弱夫的现实。 然而,
伤害他的还不只是夫妻间的女强男弱,更残酷的现实是,他那点微薄的薪水不仅不能让他过上他所

向往的体面的生活,而且年过半百的母亲也如同老妈子一般与他一起吃苦受累,这让他这个孝子近

年来愧疚不已,寝食难安。 这样窘迫的处境让他的大丈夫气概从何而来? 他只能无声无息地将从前

的平等与幸福埋藏在他不忍回想的记忆里。 其次是亲情心之失控。 按理说,亲情心应该是家庭幸福

的粘合剂而不是家庭崩溃的分离器,但那常常是建立在男强女弱的家庭中。 在女强男弱的家庭里,
男弱夫的亲情心如何平衡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因为,在夫—妻—婆三者关系中,相互的循环链是

较为脆弱的,仅以血亲或情感相联而非一以贯通。 但由于血亲关系是先天的,往往能克服众多排它

因素得以维系;而情感关系是后天的,在克服其他排它因素上就存在变数。 这也是儿媳与婆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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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无血缘又无情感中存在巨大变数的重要原因。 没有婆婆,夫妻因感情可以依存;没有儿媳,母子

因血缘可以依存;没有丈夫,婆媳则难以依存,家庭亦将解体。 特别是男弱夫在亲与情之间的选择稍

有失衡,就会触发女强妻的强烈抵触,引发更激烈的矛盾冲突。 汪文宣即是如此。 在妻子与母亲的矛

盾冲突中,他起始想努力平衡亲情心,如婆媳争吵时,他先是对母亲说“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

跟你的并没有不同”,尽力释解;然后又对树生说“树生,你不要多说。 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

不得妈”。① 主动揽责,但无济于事。 之后他又倾向于亲但又寄爱于情,同样收效甚微,母亲与树生照样

针尖对麦芒。 面对母亲,他一片孝心;面对妻子,他一片爱意;但面对婆媳之战,他无能为力。 他不能斩

亲,亦不忍断情,除了敷衍和拖外,别无他法。 他哀求她们不要再吵,最后换来的依然是分离与失控。 这

几乎也是男弱夫家庭的必然命运。 再次是汪文宣性格之懦弱。 汪文宣性格内向,且自闭猜疑,老气横

秋,近乎木讷,在书局工作备受轻视。 这样的性格,要想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绝无可能。 正是由于汪文

宣经济地位低,性格又软弱,丧失一家之主的地位与掌控力,导致他亲情心失控,结果自然是两头不落

好,自己也深陷自责与痛苦中。
这是不是说只要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就一定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呢? 那倒不一定,虽然这

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如果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的家构模式,则一定会导致家庭分

崩离析甚或男弱夫的死亡。 我们知道,婆媳关系在中国被称为“天敌”,虽然有些夸张,但婆媳难处却是

不争的事实。 这其中,除心胸狭小、相互猜忌外,横亘在婆媳中间最核心的性格因素就是自尊心。 如果

一方自尊心强,另一方自尊心弱,还罢了,无非就是弱方受制于强方。 但如果双方自尊心都强,都有自己

的理由,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谁都不服谁,婆媳之间就一定会矛盾丛生。 再如果是女强妻,男弱夫,那
婆媳之间的矛盾以及家庭前景的暗淡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寒夜》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由于

汪文宣自尊心虽强但完全处于弱势,只能在夹缝中苟活。 而汪母与曾树生则都有极强的自尊心,都认为

自己占理,都不愿意向对方妥协,加之两人年龄相当(一方不太小另一方也不太老),就使得这个家庭几

无宁日,以至于汪文宣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 没有谁真正关心到我!
各人只顾自己。 谁也不肯让步!”从作品中我们也看到,无论衣食住行,无论家事国事,汪母与曾树生从

来都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都认为自己是正确且在理的一方,只有在汪文宣的治病与休养上,以夫妻关

系作为缓冲素,血缘关系作为解压阀,双方才有暂时的妥协,其他则是永无休止的争斗,致使鸿沟越来越

大,终不可弥合。 这样长期的对立冲突与压抑氛围让年轻而向往自由痛快地生活的曾树生如何能继续

忍受? 所以她在给汪文宣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说的全是真话。 请你相信我。 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

幸福。 我不能说这全是你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 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

使你我痛苦。 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 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这痛苦。 这不是一个人的

错。 我们谁也怨不得谁。 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 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 我跟你和你母亲都

不同。 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 我还年青,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 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

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 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

热情的生活。 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 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

子,做一个贤妻良母。 我对你始终没有恶感,我的确愿意竭力使你快乐。 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
做不到。 我自己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 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

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 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 你不了解我这番苦心,不管你

怎样对我好。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愈来愈恨我。 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 其实我只

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 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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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 她好像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

人,所以她那样恨我。 我至今还记着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①

这不是她一时的冲动,而是她长久的思考。 这其中固然有婆媳间代沟导致的矛盾,但更多的是因双方强

烈的自尊心导致矛盾激化的结果,只不过汪文宣成为这一模式最坏结局的不幸承受者。
由此我们认为,巴金的《寒夜》旨在告诫人们,汪文宣的家庭境遇与他个人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

由于他们的家构模式恰恰是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这种极危险的组构模式,就使得家庭

成员之间矛盾丛生且具有持久性和尖锐性,婚姻也极不稳定,也就会在大概率上使男弱夫汪文宣成为这

一模式最坏结局的不幸承受者。 那么,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换言之,《寒夜》的艺术范式及其生成

缘由是什么呢?

三、赵家璧·契诃夫·曹禺

1947 年 1 月,《寒夜》付梓,巴金在其《后记》中这样写道:

1944 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

里,晚上常常得预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一点白开

水解渴。 ……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 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

经被敌人的砲火打光了。 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东西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那损失使

他痛苦,但他并不灰心。 他决意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给他帮忙。 我了解他,因为我

在桂林也有着同样的损失。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②

帮助好友赵家璧渡过难关。 这就是巴金创作《寒夜》的最初动机。 但具体写什么与怎样写呢?
1942 年 10 月 25 日,巴金在《现代文艺》第 6 卷第 1 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兄与弟———小人小事之

二》,这篇写兄弟间经济纠纷的小故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直到巴金又将两个短篇小说《猪与

鸡———小人小事之一》《夫与妻》与他的几篇旅途通讯合集为《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 1943 年

4 月初版后,细心的读者发现,巴金的创作风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之后,巴金又将《生与死———小人小

事之四》和《女孩与猫》与上述三篇小说仍以《小人小事》为名于 1945 年 12 月结集初版,这时,人们才确

认:巴金真正开始将他的笔转向底层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了。 的确如此,这是巴金再次阅读契诃

夫的小说后深刻的感悟。
1954 年 7 月 7 日,巴金在《人民文学》七月号发表《纪念契诃夫的话》一文,纪念契诃夫逝世 50 周

年。 在文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三十年前,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我读过的不只一篇(那

个时候他的短篇译成中文的为数也不少),我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 我不能怪译

者,本来要从译本了解契诃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述他的故事并不困难,难的是要把作者那颗

真正仁爱的心(高尔基称契诃夫的心为“真正仁爱的心”)适度地传达出来。 要是译者没有那样的

心,要是读者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心,我从译文里能得到什么呢? 我在那个时侯不能接受契诃夫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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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 年版,第 296—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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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唯一的原因是我不了解它们。 ……
以后我仍然常有机会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 于是又来了一个时期:我自以为我有点了解契诃

夫了。 可是读着他的小说,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读得越多,我越害怕读下去。 我常常想:为什么那

些人就顺从地听凭命运摆布,至多也不过唉声叹气,连一点反抗的举动也没有? 我好像看见一些害

小病的人整天躺在床上、闲谈诉苦、一事不做、等待死亡,我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全拉起来。 尽是些

那样的人! 尽是些那样的事!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的年轻主人公需要的是

热情和行动。 而这些东西我以为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
……
现在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 这是我读契诃夫作品的第三个时期了。 我走过了长远的路才

来到这里。 ……我到处都发见契诃夫所谓的“霉臭”,到处都看见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他们哭着,叹
息着,苦笑着,奴隶似地向人乞怜,侥幸地过着苟安的日子,慢慢地跟着他们四周的一切崩溃下去,
不想救出自己,更不想救人。 ……

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厌;不是

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 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

变生活方式。
……
他怜悯地然而严肃地警告人们:你们要不改变生活方式,就得灭亡。
……今天重读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东西,我还感觉到他那颗仁爱的心在纸上跳动,我感觉到他的

爱与憎。 他的爱与憎引起了我的共鸣。 这个伟大的小说家并没有死,好像他就坐在我面前,用他那

温和的眼光望着我,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告诉他们,这样不行啊!”

这是巴金三读契诃夫后的真诚感受,也是他深受其影响并由衷敬佩契诃夫的肺腑之言。 这种由不

了解到理解到热爱的过程,正是巴金对契诃夫的创作艺术由含混到明了到共鸣的过程。 从契诃夫的创

作中,巴金深切地体会到,通过文学创作宣传自己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并以此改造社会是不切实际的幻

想,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抨击与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并非就是着力塑造高声呐喊或投身社会的革命

者,像契诃夫那样表现底层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形象反而更有力,更令人震撼。 洞彻了这一理念后,
他很少再描写革命者的形象,而是将自己的笔转触到底层的百姓中,转触到那些不引人注目的悲苦者的

心灵里,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深切的同情与辛辣的批判中,寄托自己对现实的

思考与对光明的憧憬。 他开始自觉地师法契诃夫那样书写渺小的人和渺小的事,如写兄弟之间的失和

与失悔(《兄与弟》),写丈夫的凶横与妻子的委屈与不平(《夫与妻》),以及写夫妻的恩爱与庸医害命

(《生与死》)等,并将这些作品结集为《小人小事》即是如此。 这是巴金创作的转向,也是巴金对契诃夫

创作的师法。
1941 年 1 月,巴金重返离别 18 年的成都。 此时,一切已物是人非,昔日的老宅早已易主,五叔也沦

为小偷后死于狱中。 虽然这是他早已料到的结局,但毕竟是令人悲叹的挽歌。 他由之想到了契诃夫的

戏剧《樱桃园》。 于是,二个寄生虫———朗涅夫斯卡雅、加耶夫与三个败家子———杨老三、姚国栋、小虎

的人物模式,长宜子孙却人财两空的人物命运,以及怀旧、惋惜、痛快、满足同时又带有挽歌基调的创作

情态,便自然而然地诉诸笔端。 《憩园》也成为契诃夫激活巴金小说创作的又一个蓝本———虽然这种借

鉴稍显表象的印迹。
1941 年 2 月,巴金的挚友陈范予在武夷山病逝。 1944 年 8 月,作家王鲁彦患肺病在桂林逝世。

1945 年 1 月,友人缪崇群也因肺病在北碚去世。 接二连三发生的友人的悲剧和临死前的凄惨悲境,触
发了巴金为他们书写与呐喊的冲动。 契诃夫的艺术法则自然成为巴金师法与融创的不二选择。 的确,
《寒夜》这部表现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凄惨命运的长篇杰作,不仅创作旨向趋同———“通过他那些‘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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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史”①;人物视点与情感的师法与融创度趋同———以平视的视角

写出了普通人令人同情亦令人心酸的生活与遭遇,他们的善良与温顺,他们的挣扎与反抗,他们的无奈

与悲哀,而作者由之透出的情态与立场,与契诃夫表达俄罗斯人间地狱的情态图式,全然相同;甚至在细

节设置的师法与融创度上也极为趋同———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契诃夫的《一个官员的死》中小职员切尔

维亚科夫因打喷嚏的不慎而自寻烦恼并因之死亡的悲剧,当我们看到《苦恼》中姚纳儿子去世无人诉说

只得向马倾诉时的凄凉,我们再回看《寒夜》中汪文宣的胆小、懦弱,凄然离世的情形,以及汪母孤独寂

寞无处安妥的心灵,官员之死的师法与悲境的借鉴就显得一目了然。 尤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主义神髓的

继承与发扬上,《寒夜》的思想倾向完全从情节与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生活一样真实、形象而

又朴素、自然,真正继承与发扬了现实主义的神髓,也将契诃夫小说创作的神髓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因

此,它不仅是巴金创作道路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巴金师法与融创契诃夫创作艺术的巅峰之作。
那么,具体到《寒夜》这一家构模式的人物生成缘自于何处呢? 我认为,这是巴金受曹禺《原野》的

影响所致。 在《寒夜》第二十章末,当曾树生无意间拿起儿子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时,巴金这样写道:

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去。 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 是曹禺写的那个剧本。 她

看过它的上演。 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 戏里也有一个

母亲毒恨着自己的儿媳妇。 那个丈夫永远被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 结果呢? 那结果太可

怕了! 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②

请读者注意这几句:“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毒恨着自己的儿媳妇。 那个丈夫永远被夹在中间,两种爱

的中间受苦。”更请读者特别留意作品名“《原野》”与“也”“毒恨”这三个字和三个人物及其关系:母亲、
儿媳、儿子。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曾树生的无意一瞥,仿佛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无需细究就可断定,这
绝非偶然,而是必然。 这一细节确凿无疑地表明,《寒夜》中女强妻+男弱夫+个性婆婆+自尊心强的家庭

模式受启于曹禺的《原野》,也将巴金化用的心迹清晰无比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只不过,巴金在这里没

有套用复仇的模式,而是将契诃夫的传统发扬光大了。 当然,婆媳之战在中国千年未绝,巴金自然耳濡

目染,他在《寒夜》中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也极为正常。 正如他说:“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

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③但“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
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④。 只是这是文学创作的通则,也太笼统,我们就不细究其源了。

至此,《寒夜》艺术范式的生成及其缘由可做如下表述:1944 年冬,赵家璧来到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

出版社楼下找巴金,决意重建出版社,希望巴金能在创作上提供帮助,巴金答应他并于这年冬天开始写

作《寒夜》;友人缪崇群、王鲁彦、陈范予等人患肺病而死的悲惨境遇,以及另一位朋友的太太及萧珊等

新型女性的影子,使巴金以之为原型塑造出汪文宣与曾树生这两个典型人物;师法契诃夫及《小人小

事》《憩园》等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寒夜》的基调与氛围;而曹禺《原野》的人物模式最终塑形了《寒夜》
艺术范式的人物生成。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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