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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视野中的《子夜》新论

　 　 　 吕周聚

摘　 要:　 以往的研究者受茅盾对《子夜》言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切入来分

析作品的思想主题,强调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品中所

蕴含的丰富思想意蕴。 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解读茅盾的《子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

这部作品的新的视角。 由此出发,可以发现导致吴荪甫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赵

伯韬的压迫和捣乱,而是吴荪甫自身赌徒的性格使然,其连襟杜竹斋在最后关键时刻的

背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无不与贪婪的人性密切相关;同时,也会看到作

品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人性意蕴,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性的压抑与放纵、革命与性的交融

是作品的重要内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还可以看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

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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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读〈子夜〉》,《上海文论》1989 年第 3 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是一部非常重要且有影响的作品。 从 1932 年完成以来,它就

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再版多次,被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被

视为茅盾的代表作予以高度评价。 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茅盾及其《子夜》却一度受到质

疑与批判,蓝棣之基本否定了《子夜》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只肯定它的社会文献价值,认为《子夜》
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缺乏深厚的哲理内涵以及对于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的透视,只是一部“高级形

式的社会文件” ①。 王一川编选 20 世纪中国小说大师,他选了九位大师,直接将茅盾排除在外,认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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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偏见:似乎‘现实主义’、‘史诗式’作品就高于其它”①。 在王一川看

来,《子夜》欠缺小说味,概念痕迹过重,主题先行,缺少审美价值。 此外,王晓明、徐循华等人的文章也

对《子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② 这些文章共同认为茅盾及其《子夜》具有概念化、政治化的倾

向,缺少复杂的思想意蕴,缺少审美价值。 他们的这些观点不无道理,的确指出了《子夜》中所存在的问

题,为人们重新认识评价茅盾及其《子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案

例。 然而,《子夜》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 是否除了政治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思想意蕴? 这需要通过文本

细读来寻找答案。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子夜》历来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

由此来看,《子夜》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 《子夜》于 1932 年出版后,“从各方面所发出

的批评,即使是素来偏重保守思想的文学刊物也对于它表示着相当的敬意,以为是这一年里文坛上的重

要创作收获”③。 这固然说明《子夜》出版后所获得的好评,但仔细一想,又会发现新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是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当时中国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对左翼文学采取高压政策,采取

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1931 年秘密枪杀了“左联五烈士”,许多左翼刊物及左翼作家作品无法得以

正常出版发行,《子夜》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顺利出版,且得到“偏重保守思想”的文学刊物的敬意,
并在短时间内出版四版,难道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新闻检查制度对《子夜》大开绿灯? 事实并非如此。 如

果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子夜》中固然涉及了当时的农民革命和工人运动,但全书十九章,只有

第四、九、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涉及革命的内容,且这些只是作为全书的背景出现的,并非全书的主

体,作品中并没有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思想。④ 虽然 1934 年 2 月《子夜》因“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而被

“严行查禁”,经过出版商的据理力争,最后被归入“应行删改”一类,删掉第四、第十五章,继续出版。⑤

那么,后来人们所讨论的《子夜》的深刻的思想主题来自何处?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及大量

关于《子夜》思想主题的分析,皆来自茅盾自己对《子夜》的说明与阐释。
从茅盾所发表的关于《子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茅盾对《子夜》的言说前后并不一致。 在 1933 年

开明书店版《子夜》的《后记》中,作者交代了写作《子夜》的大致经过,也介绍了自己写作《子夜》的意

图,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作者原定的计划比写成的要大许多,但在写作过程中割弃了很多

内容,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⑥。 到 1939 年,茅盾在《新疆日报》副刊《绿洲》上

发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对《子夜》的写作意图和思想主题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与阐释,当时正

值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

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

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

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作者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参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

质问题的论战,作品涉及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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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王一川:《我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文学自由谈》1994 年第 4 期。
 

王晓明:《一个引人沉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 年第 1 期;徐循华:《诱
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 年第 1 期。

 

淑明:《子夜》,《文学季刊》1934 年 1 月 1 日。
 

茅盾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
不能出版。 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 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
革命者的活动来。”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原载 1939 年 6 月 1 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见孙中田、查国华编:
《茅盾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6 页。

 

检查结论:“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 p. 97 至 p. 124 页讥刺本党,
应删去。 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见晦庵(唐弢):《〈子夜〉翻印版》,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 (下),知识产
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2 页。

茅盾:《后记》,《茅盾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3-554 页。



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①。 结合作品来看茅盾的这

两次言说我们可以发现,1933 年开明书店版《后记》中的说明是与作品文本相一致的,而 1939 年发表的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则与作品本身有了较大的出入,原来在作品中只是作为背景出现的民族工业与

工人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农村经济破产及农民暴动与民族工业的矛盾被作者强

化成了作品的主题,而作品的主线即围绕着金钱所展开的人性冲突则成了背景。 作者从阶级斗争的角

度来说明、阐释《子夜》的思想,这无疑提高了《子夜》的政治水平和政治影响力,也成为后来人们解读、
评价《子夜》的主要依据。 后来的研究者以作家对自己作品创作情况的说明作为研究的依据并非完全

不可以,但关键要看作者所说的与作品本身及当时的创作语境是否相吻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

一种特殊的现象,即部分作家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作品进行多次修改以使其符合当时的政治

需求,这种现象在 1949 年后发展到了极致,茅盾对《子夜》的不同言说即属于这种情况。 茅盾后来对

《子夜》的说明与阐释,赋予或强化了《子夜》鲜明的政治色彩,引导着读者与研究者去对《子夜》进行政

治解读。 今天,如果我们摆脱茅盾对《子夜》的说明与阐释,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来重读《子夜》,则会有新

的感受与发现。
以往人们常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以阶级理论来分析作家作品,自然就会突出强化作家作品

的政治色彩。 实际上,文学是人学,我们从人学、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子夜》,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与

思考。

一、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子夜》主要描写上海的都市生活,叙述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人们围绕着金钱而展开的种种

勾心斗角。 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也成为贯穿作品的一条主线。 围绕着金钱,人与人之间尔虞我

诈,上演了一幕幕严肃而又荒唐的滑稽剧,呈现出复杂的人性面相,表现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明争暗斗为主线来结构全篇,以往我们更

多的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切入来分析这两个人物及其冲突,将其视为中国和美国的代名词,因此他们

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成了中国和美国的冲突,赵伯韬对吴荪甫的打压成为吴荪甫失败的原因。 正是在

这一层面上,吴荪甫被人们(作者)视为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其最后的结局也带有一种悲壮性。 这种观

点是作者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中阐释出来的,或者说是研究者根据茅盾的这种言说阐释出来的。
但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与人们所阐释出来的并不一致。

作者竭力要把吴荪甫塑造成一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但这一形象并非完全通过

吴荪甫的言行塑造出来,而是通过一些议论、形容词诸如“气度不凡”“大刀阔斧”“足智多谋”等赋予吴

荪甫这一特征,由此导致这一人物难免带有概念化的特点。 吴荪甫的性格带有多重性,作为资本家,对
金钱的追求才是其性格的本质。 吴荪甫对发展民族工业有着远大的雄心壮志,但这种雄心壮志的实现

需要大量金钱资本的支持,因此挣钱成了其活着的重要目标。 而对金钱的无限追求,不仅表现出其人性

的贪婪与凶残,而且成为导致其倾家荡产的直接原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像吴荪甫这样的有钱人面临着办实业(开工厂)还是办银行(公债)的选

择,但无论是办实业还是办银行都是做生意,做生意都是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曾经游历欧美的吴荪甫

自然也不是什么‘在商言商’的旧人物,但他无论如何是企业家,他虽然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那另一只

79

吕周聚　 人性视野中的《子夜》新论

①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 (上),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5
页。

 



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且是永不倦怠地注视着”①。 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强,吴荪甫将生

意从他的老家双桥镇搬到了上海,他与孙吉人有着发展民族工业的共识,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
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地吞并朱吟秋等人的 8 家工厂,上演了一幕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惨剧,表现出吴

荪甫贪得无厌的性格,连吴少奶奶都说他这个人“真毒”;他成立益中信托公司,涉足公债市场,与赵伯

韬在公债市场上围绕“多头”与“空头”进行厮杀,表现出其赌徒的性格特征;当受南北战争影响产品卖

不出去、工厂资金周转不开、公债市场赔钱时,他陷入困境之中,便设法将双桥镇的资金归拢到上海,加
剧了对农民的压榨;通过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扣“存工”、工钱打九折等手段榨取工

人的血汗钱,引起工人的罢工;为了打探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的信息,他设法收买刘玉英、韩孟翔、陆匡

时等为他提供赵伯韬的情报。 作品中详细描写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法,许多人将吴、赵之间的斗法视为

你死我活的关系,实际上赵伯韬曾经与吴荪甫合作过,且获得了双赢的结果,但后来赵伯韬再找吴荪甫

合作时,吴都以各种借口予以拒绝。 实业与银行、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是否可以合作,这究竟是政治问

题,还是经济问题? 作品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当吴荪甫的益中信托公司资金周转不开陷入绝境

时,赵伯韬提出以介绍一个银团放款 300 万元给益中公司、要求以益中公司全部财产做担保为条件与吴

荪甫合作。 吴荪甫面临两种选择:不是投降老赵,就是益中公司破产,而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 他苦思

冥想,终于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把 8 个工厂顶出去,筹措 60 万元资金,再与赵伯韬斗一斗。 后来,他和王

和甫、孙吉人商量每人又筹措 50 万元资金背水一战。 已经无钱周转的吴荪甫可谓是将自己的工厂、住
房、土地一起做抵押来与赵伯韬决一死战,然而在最后的决战时刻,他收买的刘玉英、韩孟翔、陆匡时等

人背叛了他,给他提供假消息;他的连襟杜竹斋是银行家,被吴荪甫视为同伙,吴荪甫千方百计地拉拢

他,把自己与赵伯韬斗法的秘密告诉他,建立攻守同盟,希望他能一块做“空头”,至少希望他能保持中

立,但在关键时刻,杜竹斋也背叛了他,杜竹斋乘他们压低了价钱就扒进,这样他就背弃了吴荪甫的同

盟,成了赵伯韬的同伙,成为压垮吴荪甫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杜竹斋那儿,金钱要比亲情和盟约重要得

多,为了金钱,他什么都可以抛弃,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除了吴荪甫之外,其他的资本家们也都是逐利的高手,他们追逐金钱就如同苍蝇见了血一般疯狂。

作为买办资本家的代表,赵伯韬对金钱简直就是明抢。 他依靠自己庞大的资产、精明的算计和丰富的人

脉关系,将吴荪甫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 吴荪甫要廉价吞并朱吟秋的丝

厂、攫取其大批茧子来赶缫抛售的期丝,赵伯韬横插一杠子,愿意押款给朱吟秋,以此掐住吴荪甫的要

害,要求在益中公司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尚仲礼做总经理,作为日后的利益回报。 他在公债市场上呼风唤

雨,通过“多头”与“空头”的转换赚取大量的金钱。 如果说吴荪甫还有一些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想法,
那么赵伯韬则纯粹是在做追逐金钱的游戏。 冯云卿原来是乡下的土财主,因为乡下农民暴动躲到上海

城里,他不愿坐吃山空,便将自己带来的钱财投入了公债市场,无奈在公债市场上赔得多赚得少。 他看

着赵伯韬赚大钱而眼红,便心生一计,让自己漂亮的女儿去接近赵伯韬,以此得到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

交易的动向,自己跟着赚钱,但自己的女儿光顾着享受与赵伯韬的“交往”,而忘了父亲交给她的重要使

命,最后只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做了赔本的买卖。 作为寡妇,刘玉英在家里无依无靠,但她能充分利用自

己富有诱惑性的姿色和肉体,往来于赵伯韬和吴荪甫之间,赚取金钱。 这些人为了金钱,无所不用其极,
都成了金钱的奴隶。

金钱如同一只无形的魔掌,笼罩统治着当时整个的上海社会。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

之中,连年的战争严重地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吴荪甫们的工厂也受到极大的影响,物价上涨,产品卖不出

去,公债市场的行情与战争的动态密切相关。 于是,吴荪甫们为了“轧空头”,便通过各种关系花钱贿赂

西北军打败仗,花 30 万元让西北军后退 30 里,使中央军暂时获得胜利,以此获得公债市场交易的利好。
由此来看,金钱的力量无孔不入,军方、政界的高层人士也都成了金钱的奴隶,只不过他们捞取金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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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更加隐蔽、高明,也更加残忍,为了金钱,他们可以置国家、百姓利益于不顾,他们的灵魂和人性已被金

钱所腐蚀变形。
作者借范博文之口发表议论,控诉金钱的罪恶,“因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因为了金钱,资

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因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
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人的性灵汩没!”①人类发明金钱(货币),本来是用它代替原始的物物

交换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方便服务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金钱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

人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象征。 人们疯狂地追逐金钱,这样金钱就从原来的仆人变成了主人,而奉金

钱为圭臬的人们则从主人变成了仆人。 在金钱的异化之下,吴荪甫、赵伯韬、冯云卿、刘玉英等人的性格

扭曲变形,人性贪婪、残忍的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性的压抑与放纵

何谓“人性”? 自古以来,对这一问题就有不同的回答。 孔子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②

周作人认为:“神性与兽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③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人的动物性欲望

(男女)视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其区别在于古代儒家思想对于性采取压抑禁锢的政策,而现代思想则承

认性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作为一部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子夜》大量地涉及人的性

欲问题,性的压抑与放纵成为展现复杂人性的重要表现,也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
作品一开始写吴老太爷因躲避战乱而来到上海,没想刚到上海就一命呜呼。 作品借范博文之口说

出导致吴老太爷暴亡的原因:“他那二十多年足不窥户的生活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坟墓生活! 他那书斋,
依我看来,就是一座坟! 今天突然到了上海,看见的,听到的,嗅到的,哪一样不带有强烈的太强烈的刺

激性? 依他那样的身体,又上了年纪,若不患脑充血,那就当真是怪事一桩!”④表面上来看,范博文的分

析不无道理,以往研究者也正是由此出发将吴老太爷的突然死亡视为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冲突的结果,
将吴老太爷视为一遇到现代文明便灰飞烟灭的“封建僵尸”,这种观点强调吴老太爷的隐喻意义,固然

有一定道理。 但如果进一步思考则会发现问题:吴老太爷到上海后看到的是什么? 听到的是什么? 嗅

到的又是什么? 他所受到的强烈刺激究竟是什么?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受到强烈的性刺激才是导

致吴老太爷暴亡的直接原因。 吴老太爷早年丧妻,多年来一直靠诵读《太上感应篇》度日,即使到上海

坐在飞驰的汽车中,仍然在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种禁欲主义思想成为

其道德信仰。 他坐在汽车里,听着二小姐和四小姐的谈话,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第
一次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

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 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

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

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 ‘万

恶淫为首’! 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 然而还不止此。 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

了他的宝贝阿萱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娇艳少妇呢! 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

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⑤半裸的女性身体对多年不近女色

的吴老太爷是个强烈的刺激,而被他视为金童玉女的阿萱和四小姐对女人时髦装束的欣赏更令他失望

与愤怒,他脆弱的心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事情还没完,汽车继续往前开,“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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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 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

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

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 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地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

不能再跳动!”①男人女人的肉光、机械的骚音、女人的香气无不具有强烈的性刺激,对于奉行“万恶淫为

首”的吴老太爷来说,既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又是肉体上的强烈冲击,致使吴老太爷血压升高,心脏一

度停止了跳动。 及至吴府,妖艳的吴少奶奶和二小姐搀扶吴老太爷下汽车,有着披肩的长发、滑腻的臂

膊、妖艳的笑容和香气扑面的她们,在吴老太爷眼里“简直是夜叉,是鬼!”到了客厅里,他见到的是群魔

乱舞,“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 她们身

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 无数的高耸的乳峰,颤动着,
颤动着的乳峰,在满屋子里飞舞了! ……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

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

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②。 反复出现的富有诱惑的女性的躯体、高耸的乳房

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禁欲多年的吴老太爷,长久的性压抑突然受到强烈的性刺激,导致吴老太爷的精神

和肉体受到双重的冲击,最终脑充血突然死亡。
同样,在吴荪甫身上也体现出这种性压抑与性放纵的问题。 吴荪甫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每天忙

于自己的事业,将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去,对男女之事并不感兴趣。 虽然有漂亮的妻子,但
他很少与妻子亲热;他身边不乏徐曼丽、刘玉英等漂亮的女人,但面对这些女人的色相诱惑时他仍能把

持自己,借作品中的话来说,“他向来不是见美色而颠倒的人!”当工人罢工、工厂陷入困境时,他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暴躁情绪,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只想找什么人来发泄一下,正
在这时,捧着燕窝的王妈走进了书房,他被王妈那只又白又肥、指节上有小小的涡儿的手所吸引,“包围

着吴荪甫全身的那股狂暴的破坏的火焰突然升到了白热化。 他那一对像要滴出血来的眼睛霍地抬起

来,盯住了王妈的脸。 ……他陡的站起来了,直向他的破坏对象扑去”③。 王妈配合着吴荪甫进行了你

情我愿的交往活动。 作品中所描写的吴荪甫的这种野蛮冲动看似突兀,实际上却是其长期性压抑的必

然结果。
赵伯韬是个好色之徒,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作品借何慎庵之口道出这个秘密:“外边人称赞老赵

对于此道之精,有过这么两句话:是宝石,他一上眼就知道真假,是女人,他一上身就知道是不是原生货!
他就爱玩个原生货。 只要是大姑娘,他是一概收用,不分皂白。 他在某某饭店包月的房间,就专门办的

这桩公事。 他常到某某屋顶花园巡阅,也为的是要物色人才!”④他对送上门来的冯眉卿照单全收,而对

守寡的刘玉英也照收不误,因为“她不是人,她是会迷人的妖精!”他在华安大厦的精致客房里穿着浴衣

当着李玉亭的面与刚从浴室出来的刘玉英调情,他不无自豪地对李玉亭说:“人家说我姓赵的爱玩,不
错,我喜欢这调门儿。”⑤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放纵欲望,追逐肉体的享受。 而交际花徐曼丽、刘玉英

也放纵欲望,周旋于男性之间,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吴公馆中的其他人也都在放纵自己的欲望。 少奶奶林佩瑶与雷参谋之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林佩

珊在玩着自己的爱情游戏,范博文被林佩珊那性感的身体所诱惑,“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

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
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⑥。 林佩珊充分利用自己的姿色,周旋于范博文与杜新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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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杜新箨渴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要沉醉在美酒里,销魂在温软的拥抱里,他们向往几个白俄

亡命贵族新辟的游乐园林丽娃丽妲村,“那里有美酒,有音乐,有旧俄罗斯的公主郡主贵嫔名媛奔走趋

承;那里有大树的绿荫如幔,芳草如茵! 那里有一湾绿水,有游艇! ———嗳,雪白的胸脯,雪白的腿,我想

起了色奈河边的快乐,我想起了法兰西女郎如火一般的热情!”①丽娃丽妲村成了杜新箨们的理想国,追
逐肉体的放纵享乐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

三、革命与性的交融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小说中出现了一种“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写青年男女参加革命,在革命

中相识相恋,当个人的情感与革命的需要之间产生冲突时,便牺牲个人情感服从革命需要,体现出鲜明

的政治色彩。 “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固然有一定的想象成分,但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青年男女

把革命的激情与旺盛的力必多融为一体也是正常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革命与恋爱并非对立的两面,
二者是可以兼顾的。

茅盾曾经参加过大革命运动,对革命运动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他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写出了著

名的《蚀》三部曲,其主要内容便是“革命加恋爱”,表现青年男女尤其是时代女性在革命中的幻灭、动摇

和追求。 《子夜》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蚀》三部曲的这一特点,但二者又有一定的差异。 《子夜》虽然

也写到了革命———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但在作品中革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并非作品的主体,这
也是这部作品在有着严格审查制度的当时能够顺利出版并能在短时间内发行四版的原因。 作者在《子

夜》中写革命时,延续了其早期作品《蚀》三部曲“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在描写革命的同时,也关注表现

青年人的性的需求,表现革命与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力必多)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当它受到压抑时,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泄出来,若

经过适当的引导它会升华为一种发明创造的动力。 受到压抑的性欲也会转化为一种革命的动力,这在

四小姐蕙芳身上有着具体的表现。 四小姐自幼在吴老太爷身边长大,备受束缚与压抑。 到上海后,她少

女的春心苏醒了,不仅对时髦的穿着打扮感兴趣,而且对异性也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她被风流倜傥的范

博文所吸引,但无奈范博文只对林佩珊感兴趣;她性格内向,无法向她倾心的异性表白,只能在梦中与范

博文幽会。 她压抑自己的欲望,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读《太上感应篇》,要求回到乡下过清心寡欲的日

子,但内心那种强烈的欲望骚动不已,根本无法压抑下去。 她在压抑欲望与放纵欲望之间徘徊,陷入性

的苦闷之中。 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她为此而苦闷不已,只有张素素窥破了她心中的秘密,指出其苦闷

“光景大部分就是性的苦闷”。 四小姐处于苦闷彷徨之中,找不到出路,张素素给她指出了出路:大胆地

反抗吴荪甫,追求自由,要求进学校读书。 从此,四小姐将被压抑的力必多转化成反叛家庭的革命动力,
她给吴荪甫留下一张字条,离开吴府,搬到女青年会寄宿舍,要求进学校读书,从一位传统的闺阁小姐变

成了一位“时代女性”。
吴府中活跃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处在青春年华,力必多旺盛,为了打发时光,他们玩着暧昧的情感

游戏,他们也关注社会问题,但大多止步于空洞的想象与议论之中。 张素素因为腻烦了平凡生活而跟着

吴芝生、柏青一起参加“纪念五卅节”游行,她本来只是来看热闹,寻求刺激,但在柯仲谋的激将之下,她
也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 当大队的巡捕对游行的群众进行镇压、大街上人群四散乱跑时,“慌乱中有人

抓住了张素素的手,带她穿过了马路。 这是吴芝生,脸色虽然很难看,嘴角上却还带着微笑”②。 吴芝生

如同英雄救美人一般,在张素素即将被巡捕抓住时将她救了出来,他们的游行至此也就结束了。 他们心

惊胆战,匆匆忙忙跑进了大三元酒楼的二楼,开始与范博文、林佩珊等人高谈阔论,成为革命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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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1 页。
 

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7 页。
 



张素素与吴芝生参加游行更像是作秀,除了寻求刺激之外,更多的是秀他们之间暧昧的情感。
蔡真和玛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她们领导各厂的工人罢工,但她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和方式有所

不同,这也是当时党内不同思想路线斗争的表现。 在罢工失败后,她们陷入焦虑之中,受到压抑的力必

多浮出了水面,在等待老克来开会的过程中,蔡真一会儿咬着玛金的领脖,一会儿又抱住了陈月娥,通过

亲昵的动作,表现出暧昧的姐妹之爱。 克佐甫和苏伦来参加会议讨论继续罢工问题,并为此展开了激烈

的争论:玛金主张暂缓继续罢工,而克佐甫则主张继续罢工;克佐甫认为玛金是右倾主义、取消主义,而
玛金则认为克佐甫是左倾盲动主义。 会议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玛金和苏伦,玛金机灵柔和的

眼光落在苏伦的脸上,在平日的敬重之外,又添上了几分亲热的感情。 玛金躺在床上与苏伦聊天,苏伦

说阿英和蔡真因忙于“两边的工作”即“性的要求和革命的要求,同时紧张”而瘦了下来,通过苏伦的嘴

介绍玛金与黎八之间的暧昧关系,通过他的自言自语牵出他与小黄之间的男女关系。 小黄到上海后就

对他倒戈,这让苏伦陷入难过之中,他需要一个人来安慰他,鼓励他,他试图在玛金身上找到他所需要的

爱情,遭到玛金的拒绝。 苏伦、玛金等人通过暧昧的行为来表现他们之间的同性之爱和异性之恋,革命

的激情与旺盛的力必多互相交融,上演了一幕“革命加恋爱”的好戏。
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也描写了国民党的革命。 曾家驹是地主的儿子,整天不务正业,通过各种关

系加入了国民党,混入革命队伍内部,从地痞变成了“党老爷”。 他经常逛私娼,与父亲的情人阿金私

通。 农民暴动之后,曾家成为革命的对象,曾家驹趁着混乱逃走,从一个牺牲的战士的颈间解下革命的

标志红布条给自己戴上,捞得了战士的手枪,假扮成革命者。 在逃亡的路上,他闯入一户人家,欲强暴青

年妇人而被认出,最后枪杀了她。 曾家驹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他的革命与其泛滥的性欲相辅相成。
《子夜》中描写各种不同的革命,无论是蕙芳的家庭革命,还是张素素的游行革命;无论是蔡真和玛

金的政治革命,还是曾家驹的投机革命,无不与性联系在一起。 革命与性的交融,成为《子夜》描写革命

的一大特点,这与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是一脉相通的。①

综上所述,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的作品,作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子夜》无疑是一部具有鲜

明政治色彩的作品,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限制,加之作者本身生活经历的限制,作者在作品中并

没有正面描写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在作品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只能以含蓄的方式

来予以表现,这是作者后来反复强调《子夜》的革命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对《子夜》主题的言

说与作品本身有一定的出入,这种言说对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易言之,后来的研究者受到作者的

言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来分析作品的思想主题,强调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之间的关

系,控诉以赵伯韬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丰

富思想意蕴。 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解读这部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部作品的新的视角。 由此出

发,可以发现导致吴荪甫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赵伯韬的压迫和捣乱,而是吴荪甫自身赌徒的性格

使然,其连襟杜竹斋在最后关键时刻的背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无不与贪婪的人性密切相

关;同时,也会看到作品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人性意蕴,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性的压抑与放纵、革命与性的

交融是作品的重要内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还可以看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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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开明版《子夜》 封面是叶圣陶先生篆文《子夜》 两字,扉页由王伯祥先生题签,底版小方块用斜行英文 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连续反复地组成,这个底版是茅盾先生自己设计的。 见晦庵(唐弢):《〈子夜〉翻印
版》,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 (下),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27-628 页。 英文题目译成中文,即《子
夜:1930 年代中国的浪漫故事》,这个英文题目更好地说明了茅盾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理解与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