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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女作家萧红在一九三四年

(二十三岁)完成小说《生死场》 , 鲁

迅为小说写序言道:“然而北方农民

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 ,却往

往已经力透纸背 , 女性作者的细致

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 又增加了不

少明丽和新鲜。”

由田沁鑫改编并导演的话剧

《生死场》 ,故事情节发展线条明确 ,

人物相互关系紧密相连。不依附于

小说 《生死场》 , 而是一个二十世纪

末的故事 ,表达现代人的关怀和焦虑。

话剧故事以三条主线交叉展开。三个危机时刻同时出现:赵三和

王婆的女儿金枝 ,与二里半和麻婆的儿子成业在河沿偷欢怀了孕;赵三

领导村民刺杀地主二爷 ,却误杀小偷 ,被抓进大牢;日本兵进村 ,第一次

奸杀麻婆 ,第二次枪杀二爷 ,第三次屠杀村民。

观众看剧 ,各从自身的历史和经验出发 ,寻找想寻找的东西。一个

艺术作品 ,一个话剧如何被感受 、阅读 ,因人而异。我看剧时 ,两个震撼

的时刻 ,是王婆服毒 、小金枝被摔死。剧终时 ,众村民抗日情绪高涨 ,激

昂陈词 ,不少观众报以热烈鼓掌 ,当时 ,一股难以名状的困惑缠绕我 ,久

久不能释然。

想寻找的东西最捉摸不住。我不肯定。但能否说 ,我想寻找解放的

可能性?如果不放过自己的感觉的话 ,剧终时的困惑 , 也许可以提供一

个线索 ,让我回顾全剧 ,理出一些头绪来。

剧终前 ,村民被日本兵集中审问 ,四个村妇先后被杀。金枝也被枪

杀之时 ,成业号召大伙拥上 ,把日本兵全数杀死。

年轻美丽的死去的金枝 ,被成业有力的双臂抱起 ,引领村民走上抗

日之途。在“不当亡国奴”的呼唤下 ,在悲壮的乐曲声中 ,金枝的尸身 ,凝

聚着民族的仇恨 ,象喻着民族的屈辱。二里半把南瓜灯递给赵三 ,赵三

接过去 ,万众一心去“敢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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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敌当前 ,妻女被杀 ,财物被抢 ,众人联手抗敌 ,不是显示农民

已然“觉醒” ,而且行动起来吗?我为什么反而不安?不应保家卫国吗?不

应驱赶外敌吗?

回顾历史 , 在三四十年代 ,多少人前仆后继参加抗日战争 , 参加革

命 , 不是被抽象的宣传蛊惑 ,而是为现实所迫斗争反抗 , 寻求解放。可

是 ,在话剧《生死场》中 ,如果说故事循三条主线展开 ,那么到了结局 ,头

两条主线的张力蓦地消失 。舞台被一大幅极具压迫性的日本旗覆盖 ,

与之成强烈对比的是 ,人物内在的矛盾 、人物之间的矛盾 ,由等级尊卑 、

名誉耻辱 、男女差异等等造成的复杂关系 ,以至各人不同的历史 , 都在

对“外敌”的确认下 ,化为一体。于是 ,只余下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对立;抽

象的身份暂时统摄一切。

在现实中 ,民族主义也不是单一的 ,而是包含多样的内容。抗日 、革

命的动机 ,在不同层次 、不同阶级 、不同政治取向的人来说 ,是极为复杂

的。可是 ,在话剧中 ,各人的抗日动机并无什么差异。尤其是 ,剧中最矛

盾的赵三 ,却是率先响应成业抗日号召的人。当赵三融入抗日队伍 ,他

所摔死的小金枝也便消隐于无形。

赵三的荣辱观 ,从主宰别人的生死 ,转化为看破生死 、不畏牺牲 ,以

求别人能得到生机。赵三的悟自然可喜 ,但基础却仍是抽象的身份 ,而

且是排外的抽象的身份 ,缺乏了让根茎生长蔓延的土壤。

王婆服毒之时 , 对赵三发出绝望

的愤慨:“我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 起初

是块铁 , 后来咋是堆泥了呢?” 承受不

住地主的加租榨取 , 赵三领导村民刺

杀二爷;尽管惶恐和错愕 ,但毕竟有所

行动。二爷没死 ,赵三被吊挂半空 ,用

力嚷道:“二爷!您是我的东家 ,我一个

人儿的东家 ,您放高手饶我这回吧 ,饶我这回。二爷!饶命 ,饶命二爷!”

王婆无法相信赵三的讨饶 ,昏过去……在舞台后方 ,赵三在大牢里感恩

于二爷把他赎出 , 向二爷保证他不用操心加租的问题;拾回一命 , 赵三

欢快地哼小调。在台前 , 王婆绝望于最亲近的伙伴对革二爷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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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叛卖 ,服毒自杀。

可是 ,对于这种叛卖行为 ,赵三从无悔意 ,一点不觉得是耻辱 ,反觉

得自己感恩图报是有良心。如果赵三真的杀了二爷 ,他就会成为二爷;

他向二爷投降的同时 , 盘算着怎样要二里半向他服软跪下。知道王婆

自杀了 ,有一刻他意识到与自己有关 ,但立即否认:“绑我那会我讨了饶

……我 ,我那不是讨饶 ,我是想说清楚原委。她大吼一声 :̀赵三!' 那两

眼灯笼似地瞪着我 ,性子烈啊……不能够 ,不能够!是因为我杀错了人 ,

白搭了一条命 ,她活着就没了盼头?对 ,对。还有金枝 ,金枝在全村丢了

人 ,她在全村丢了人。对!”

赵三领导村民策划杀死二爷 , 是对地主加租压迫的反抗。错把小

偷当做二爷杀死 ,是一场误会。相比之下 ,摔死小金枝的羞怒冲动 ,却是

一种掌握在男当家手上操控生死的裁决。赵三是男当家 , 所以他有这

个权 ,不管他是泥还是铁。羞的是赵三 ,捶胸赌咒羞得不能活在人前丢

脸的是赵三 , 但为什么死的却是小金枝。为什么一个经历了半生喜怒

哀乐荣辱得失的大男人 ,却不能面对一个“啥也没瞧见”的 、柔弱无助的

小生命?他看到的是什么?他要忘记的是什么?他不能面对的是什么?

话剧引子是一个女人的艰难生

产:一声婴儿啼哭 , 灯光打照 “生死

场”字样 , 揭开话剧第一幕。金枝一

出场 ,便在呕吐。肚里的“东西” , 搅

得女人呕吐 , 固执地宣示自身的存

在 ,传散着包藏不住的秘密。这个生

命 , 在几乎所有人眼中 , 喻示的是死

亡和耻辱。地主二爷悠悠地说:“大姑娘家怀了私孩子 ,要是在南边 ,大

人孩子都没命。在北边 ,在我这儿 ,你们还能消遥自在……”

口塞破布 、脚缚绳索的金枝艰难痛苦地分娩了;王婆手抱不声不动

的婴孩 ,向她吹一口烟 ,婴孩响亮的哭啼声笼罩剧院。赵三把婴孩抱过

去 ,转身走到台后右方 ,猛然一掷 ,婴孩哭啼戛然中止。一刻的死寂。

小金枝现身来到世上 ,如王婆所说 , “啥也没瞧见 ,就死了” 。啥也没

瞧见 , 但让我们瞧见了不堪入目的暴力 , 如何通过荣辱的建构和作用 ,



24

残害至亲 ,残害自身。

让我们回到小金枝被摔死前的一刻。赵三和二里半各自诉说自己

的不幸。

二里半:不识抬举 ,真就不识抬举!里外里的丢人哪!

赵三:丢不完的人 ,丢不完的人!

二里半:我这辈子还能干啥?还能干啥?

赵三:我这人咋能好?我可咋能好?金枝就大着肚到了今儿 ,我

亲生的丫头 ,我能弄死她呀!

二里半:金枝就大着肚到了今儿 ,成业 , 你就叫你爹一个人在

这替你丢人吧。

赵三:我能弄死谁呀!二爷?我?王婆子……想死咋就这难呢?

二里半:丢人丢到了家 ,咋还直不老挺的活着!咋不得个暴病

死了呢?死了 ,谁戳点都听不见了 ,睡长觉了 ,连梦都不做……

赵三:为啥死啊?为二爷 ,先是恩人后是仇人?为王婆子 ,先是

待敬我后是 碜我?为金枝 , 先是好闺女后是丢人现眼……为我?

为我这窝心脚揣在心坎上 ,为我想逞能结果丢了人!为我这里里外

外做人不是个人 ,做人不是个人 ,我咋做人都不能是个人!

如二爷所说 ,在南方 ,有制度化的惩罚 ,大姑娘怀私孩子 ,两人都没

命。但在北方 ,没有制度化的强制操控 ,却通过内化的荣辱观念 ,使憋屈

的赵三 ,在几种耻辱交缠折磨下 ,不是向自己 ,而是向更弱者开刀。

然而 , 荣辱观念在制约社会关系 、构建集体身份认同之时 , 并非对

所有人产生同等作用和效应。有意思的是 , 话剧呈现了荣辱观念对不

同人的作用。赵三和二里半 , 在父权社会里作为维护家庭名誉的一家

之主 ,最为感到羞耻 ,也最迫切采取补偿行动。他们两人争相打成业 ,而

赵三摔死小金枝时 ,卑屈窝憋的二里半乐了 ,喊说:“赵三 ,我不欠你了!

我俩两清了!”两个男人在婴孩浴血中取得了平等。

荣辱观念在成业身上的作用很有点不同。父母未婚有了他 , 自小

被人戳点 ,却不以此为耻。听到金枝怀孕了 ,他表示的不是羞耻 ,而是厌

烦。

成业:金枝……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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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枝:死 ,死!咋不死……害死我了 ,娘

知道了 ,娘一定知道了。

成业:叫我爹来你家提亲。

金枝:知道我肚子里有了。

成业:……倒霉 ,才干两回 , 你这肚子

咋这不禁使?

金枝:活不成了 ,咋办?

成业:咋办?“生米做熟了饭” , 你娘只

能让你嫁我。

金枝:娘就打死我了!不要脸 , 娘不会

愿意的。

成业:活该愿意不愿意 ,反正是干了 ,能咋着?

成业没有做错的悔意 , “反正是干了” 。干 ,是性的欢愉;为了欢愉 ,

理不了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他觉得“倒霉”的 , 是“才干两回”便有了

孩子。

成业的行为和观念 , 对父辈的价值 、操守有所逾越 , 由此可见荣辱

的准则是相对的价值同时是用作交易的价值。二里半说不出口 , 成业

自己提亲;赵三不答应 ,成业带金枝跑;之后 ,他打算在外面挣了钱回来

娶金枝 ,然后是打完日本子回来娶金枝。能挣钱是有本事 ,能打日本子

是有胆量 ,这些是男人世界认可的名誉 ,足以抵偿未婚偷欢的“丢人” 。

可是 ,成业还是把责任推给女人。是女人的肚子“不禁使” ,“你 ,也

是个倒运的命 ,才干两回肚子就大了。找了你 ,我这辈子不得安生。骚

婆子 ,都是你败坏的我!咋就不禁使?咋就大了?咋就能败坏我?”

对小金枝摔死的冷漠 , 也可见他与其他男人的共通点。被拉 后

的成业逃回村 ,遇到四个村妇 ,便宣传抗日:

成业:死人了!大敌当前 ,国难当头!我回来了。我不当军了 ,干

那个军丧气 ,就知道喊撤退。那天晚上 ,我们吃饭 ,饭碗炸碎了 ,两

个兵出去找炸弹的来路 , 丧气!被鬼子打死了。我不干了 , 我要参

加胡子。回来招集老少爷们起来救国!

菱芝嫂:回来就为说这啊 , 没良心的 , 你娘死了 , 你咋不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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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成业:哭有啥用?死都死了。那是露脸的死 , 比当日本狗的奴

才活着强!

五姑姑:金枝可为你受了不少苦 ,你回来咋也不说个打算?

成业:啥打算呢 ,打完日本子就娶她。

女儿:成业哥 ,你俩的孩子死了 ,往后咋办?

成业:打完日本子就娶她 ,那时候再生 ,她得给我生一院子。

成业大喊 “死人了” , 女村民要求成业对母亲和女儿的死作出具体

回应 , 成业回避了儿子和父亲的身份及相伴的伦理责任 ,代之以“抗日

救国”的热血中华儿子的身份责任作为辩解。激起他义愤的“死人” ,是

被鬼子打死的两个兵———与他命运处境相若的兵。小金枝算不上一个

活人 ,也就算不上一个死人。孩子死了没啥大不了 ,死因也不用追问;不

在乎 ,不在意 ,竟来得自然。成业之前曾对金枝说:“这肚子干啥的?能闲

着?”女人的苦和险 ,在男人意识和感觉之外。女人的“肚子” ,是一种功

能———禁使不禁使 ,闲着不闲着;与女人的整个身体 、感知 、历史分割。

男人和女人的分歧 ,也许并非偶然。麻婆听见金枝怀了孕 ,只是欢

喜;麻婆是疯傻的。王婆没说一句金枝“丢人”:“金枝……你要生了孩

子 ,娘替你扛那些`舌头' ,娘啥事不敢挺脯子。”金枝分娩时 ,为减轻她

的痛苦 ,王婆娓娓述说她带老马入屠场的故事。“咱家的牛死了 ,是咋死

的?娘讲给你听 ,讲完了 ,你就不疼了……”两人浸在挣扎于生死边缘的

痛苦中 ,克服痛苦的方法 ,是直面它 、经验它。老马的痛苦 、王婆的痛苦 、

金枝的痛苦 ,交融在一起。痛苦在母女之间流动 ,寻得理解。老马被哄

着躺下 ,人却要拒绝哄骗 ,直面屠刀 ,力求存活。

女人成为荣辱的载体 , 经验上与

男人不同 , 往往是肉体痛苦的承受

者。女人不是泥 ,却也不是铁。王婆并

非没有力量。她有胆量收容胡子 , 藏

起枪支 , 无畏地要整死二爷。她甚至

一下子背起赵三。可是 , 她没有想到

自己行动 , 而是全部指望赵三。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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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三从她怀里夺走孩子摔死孩子 ,王婆也一动不动 ,全无反抗。事后 ,也

只是在舞台一角抽闷烟 ,喝闷酒 , 见到赵三摔碗子 , 喃喃说:“你就这么

摔死了那孩子……麻婆子啥也没瞧见 ,就死了。她啥也没瞧见……”

是什么造成即使像王婆这样 “烈性子” 的女人也如此被动?是 “传

统”使女性习惯甘居从属地位 ,屈就于男性中心社会假设了的男性能力

和权力 ,轻视自身的才干 ,接受自我牺牲 、成全男人的角色 ,接受作为母

亲 、妻子 、女儿的角色 ,而不发出像赵三的感叹:“我咋做人都不能是个

人?”

这个不单是女性没有 “个人” 、“主人”意识的问题 , 或是号召女性

“觉醒” 、“自主”便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一整张复杂的 、由长幼 、男女 、贵

贱 、富贫的等级尊卑确立的权力网 ,通过制度 、风俗 、荣辱观念等 ,编织

了社会各层的组织纹理。所谓的“传统” ,不能以“落后” 、“愚昧”等词一

言蔽之 ,而是要深究它之所以得以承传的机制。

因此 ,有民族敌人(日本人)、阶级敌人(二爷),村民会团结行动 ,行

动结果有时似乎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可是 ,抗击民族敌人 、阶级敌人

之后 ,是否村民间的权力关系也有所改变?赵三仍是领袖 ,农民是“王八

蛋” ,二里半仍是驼着蹲着 ,王婆仍是站在赵三背后 , 那么 ,原来的关系

不变 ,如何打开新的空间 、发展新的身份认同 ,从旧有桎梏中解放出来 ,

发生个人转化 、社会转化?抗战 、革命胜利五十年 、一百年后 ,如何评价

在哪方面解放了 ,哪方面是故态复萌?话剧里的小金枝摔死了。在万众

一心去“敢死”的悲情笼罩下 ,表情肃穆的演员谢幕之时 ,观众是否会在

意小金枝在视野中消隐?

金枝在孩子摔死后的出场 ,是被日本兵追逐企图强奸的女人 ,是护

着老父挡开日本兵审问迫害的孝女 , 是被日本兵枪杀从而激起村民反

抗情绪 、 成全民族爱国事业的殉难者。观众会不会还记得那活生生的

少女———妊娠时呕吐 ,嬉戏调情时挣脱男人怀抱 ,私奔时躲在菜窖里颤

栗 ,分娩时痛苦呻吟 ,还有那失去怀中哺乳婴儿的孤凄……如果金枝不

壮烈牺牲在日本士兵枪下 ,我们会期望金枝经历创痛之后 ,有怎样的转

化?怎样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