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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忆莙是位著名的马华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不辍，先后发表于国内外报章文

学杂志的长、中、短篇小说逾二百万言。在其小说中，可以感悟出作家写作的思路。

李忆莙的作品多半在处理男女之间的情事，因此以男性或女性作为叙述也约略占一半，

对于男女内心的世界都深入探索。她从女性视点出发，对男女两性及两性在婚姻中的

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并试图寻求女性生存的光明出路，追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 

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在解读李忆莙作品的基础上，探索了男女两性在婚姻中

的关系，揭示出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弱点，着重关注其作品中的两

性观。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李忆莙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第三章：李忆莙小说的男性形象；第四章：女性出路的探讨；最后结论。 

学者大多谈论李忆莙作品中的爱情观或分析女性形象，较少涉略作品中的男性

形象，因而留下了继续谈论的空间。本论文是以女性书写视角去解读李忆莙的小说，

再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论李忆莙在其小说中如何形构女性与男性的形象，

以及探讨女性的出路，最终探讨如何才能达到两性和谐，笔者希望分析与诠释李忆莙

的小说，展示其小说意义与独特之处及寻找两性和谐，并希望能促进人们对李忆莙作

品有进一步了解。 

关键词：李忆莙；女性主义；男女形象；女性出路；两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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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马华作家李忆莙出生于槟城，曾担任《马华文艺》主编，现任马来西亚华文作

家协会副会长。她曾说过“文章无疑是灵魂的声音。故真情实感比什么都更重要”，1

所以作品里都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深深地感悟到她所要传达

的信息，如社会问题、男女之间关系等都是她所关注的。 

李忆莙的婚恋题材作品，深刻地描绘了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人物心理状

态一旦与环境或文化互相摩擦时所产生的矛盾。李忆莙小说故事内容所描写的都是婚

恋故事，但是这只是一种依托。在小说中她揭露了一系列社会转型时期令人忧思的社

会问题。如：女性意识觉醒问题，高学历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西方性解放观念的

冲击问题，传统文化失落问题等。作家笔下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无不映现着社会

生活的折光，引导读者在领略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的同时，认真思考社会转型时期所

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 

李忆莙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曲折情节，一般是在静如溪水般的叙

述中，所讲述的都是一个个让人摇动心旌的人生经历。她无论是采取客观视角，或是

主观视角，她都把故事讲得不温不火，或用倒叙，或用顺叙，故事的来龙去脉，了了

分明；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形成背景更注意交代，从而使读者对人物有全面的把握。 

 

                                                           
1 戴小华、叶啸等编：〈李忆莙〉，《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2006 年，页 206。 



2 
 

因此，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在解读李忆莙作品的基础上，探索了男女两性在

婚姻中的关系，揭示出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弱点，着重关注其作品

中的两性观。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李忆莙小说中的

女性形象；第三章：李忆莙小说的男性形象；第四章：女性出路的探讨；最后到结语。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因对李忆莙小说的研究感兴趣，主要是阅读李忆莙的作品时，发现她的作

品带有淡淡的忧愁情感。李忆莙的作品也有个独特地方，就是无论对男性或女性，她

都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与商晚筠对于男性中心社会所持的激烈反抗态度相比, 

她显得务实而冷静。特别是对于男性具体过失表现出一种寻求理解的态度, 她认为他

们当中的大部分亦是受传统观念、规范习惯的受害者。笔者认为这与李忆莙的思想有

关，她曾说：“我希望我能修成一颗宽容的心，可以宽谅人生锥心的矛盾，减轻心灵

载负”2，由此可见，她可以对男性保持宽容与理解的态度也是源于此观念。所以，笔

者开始对李忆莙这位作家产生了兴趣。 

女性主义叙事内容之一是为女人立传，通过对女性形象的自我书写，使女性生

存的真实本相，“浮出历史的地表”，改变女性被书写，被塑造的“他者”身份；是

以女性的视角展开对女性生活命运的书写，进而探讨女性的出路。因为女性问题不是

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

                                                           
2
 戴小华、叶啸等编：〈李忆莙〉，《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页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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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在李忆莙的小说创作中，她的女性书写具有独特性，她善于刻画女性的命运，了

解女性的艰难，细腻地描写她们的心理转变，加上对男性也抱持着宽容的态度去刻画

男性形象。因此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她的小说作品，探索作品中的男女

形象，展示作者对女人命运的一种关怀，追求两性中的和谐。 

 

第二节  前人研究 

 

研究李忆莙作品的人数不多，其中有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

——从商晚筠到李忆莙>，李氏评《春秋流转》内容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显示出大马

文学中特有的掘强不屈的精神。3郭建军在<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莙散文品评>

对李忆莙的作品给予一些品赏与评说，认为她的作品有沧桑意识，拥有东土美学的苍

凉境界。在其结语以“沧桑女人心, 苍凉忆着文。悠悠中华韵, 南洋有传人。”4来赞

赏李忆莙。杨锦郁<李忆莙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则分析李忆莙作品的人物形象与爱

情论。5 

纵观以上的论文，大多谈论李忆莙作品中的爱情观或分析女性形象，较少涉略

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因而留下了继续谈论的空间。笔者除了以女性主义理论深入分析

作品中的男女形象之外，还加以探讨出女性的出路，希望从中分析与诠释李忆莙的小

                                                           
3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评论和研究》，1996年， 

  第 1期，页 52。 
4
  郭建军：<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莙散文品评>，《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 4期，页  

  68。 
5
 江洺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李忆莙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 

  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年，页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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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展示其小说意义与独特之处，寻找两性和谐，并希望可以促进人们对李忆莙作品

有进一步了解。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以《春秋流转》、《镜花三段》以及<怨女>三篇小说为主。

至于研究方法，本论文是以女性书写视角去解读李忆莙的小说，再运用女性主义理论

来分析这三部小说，论李忆莙在其小说中如何形构女性与男性的形象，以及探讨女性

的出路。 

“女性主义”6（Feminism）一词源于十九世纪法文 feminisme，意指妇女运动。

7“女性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人们主观上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或者女性受压迫，

而企图以行动谋求改善。8 

“女权主义”强调的是女性向男性争取她们在社会应有的“权”，这个“权”

即包括了利益上和立场上的“权”。女性不但要夺回被剥削的在政治、法律、经济、

工作、教育等种种方面的利益，也要得到女人的身份在社会被尊重的立场。它挑战父

权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对以男性为一贯主导的文化进行质疑和颠覆，旨于消除女

性被歧视的观念。女性要争取自由，更要争取运用她们自身的自由。 

                                                           
6  Feminism的中文翻译分别有“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而目前“女性主义”显然比“女权主   

  义“沿用得更多，或许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  

  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夺权”的联想。 
7  一般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多追溯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克拉特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的著作《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75.要求让女性同样享有当时欧美男性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如 

 人权与参政权；强调女人也是天生“爱好自由”且“有理性”“人”，倘如给予同等机会，也有 

 独立自主的能力。 
8
   顾燕翎主编：《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导言》，台北：女书文化，1997年，页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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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包含了“权”在内的新含义，所以在处理文学理论上，多用女性主义

一词。9因为现今的女性不止注重于权力上的问题，更着重于文化、社会方面的批判活

动。“批评”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的文学

文本研究，揭示其中所蕴蓄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意识内容；二是含有“社会批判”的意

义，即通过对文学文本内容研究，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10女性主义的文学作

品是以女性作为主体，探讨女性如何定位自己，以及社会给她的定位，从书写中解放

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可以被理解是以女性意识看待文学作品，揭露和批判女性在父

权社会的文化和制度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 

纵观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为

女人争取选举权而奋斗的斗争。第二阶段是60、70 年代以反对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性

别不平等为主要目标的运动，争取激进领域的公正、权力和解放。从上世纪90 年代

开始，女性主义进入第三阶段，更注重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塑造和女性话语权。同时也

关注女性在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实现一种全球性妇女运动的可能性。11笔者认为李忆

莙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较倾向于第三阶段，所以在其作品里对男性的叙述是处于温和的

态度，不会过于抨击男性。 

 

                                                           
9
   肖薇：〈比较的视野——理论的建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成都：巴蜀书社，  

     2005年，页 250。 
10

  张岩冰：〈导言：对女权主义文论的“描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  

     版社，1998年，页 2。 
11

  戴血红：《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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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忆莙的小说创作中，她了解女性的艰难，细腻地描写她们的心理转变，同

时也了解男性在父权制12下所受到的伤害。因此笔者决定挑选其部分的作品展开研究，

即《春秋流转》、《镜花三段》以及<怨女>。 

 

第四节  研究难题 

由于学校图书馆对于李忆莙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当有限，因此笔者在收集资料上

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及金钱。笔者除了上网搜寻电子书及相关的期刊论文之外，也走

访了新纪元学院图书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及吉隆坡的几家书店以便获取足够的资料

以作为参考及支持论点之用。笔者将所需资料收集完后，更花了不少时间在阅读及消

化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上。此外，学界对于李忆莙的研究不多，因此笔者必须耐心研究

文学理论批评的书籍，学习如何解读文学作品，从中分析出较适合笔者研究范围的理

论。 

 

 

 

 

 

 

 

 

 

                                                           
12 “父权制”（Patriarchy）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1970 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1934-) 在《性别政治》 (Sexual Politics) 一书中分析了性别角色与父权制的关系，正式明确提出   

过去女性主义已经涉略的“父权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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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忆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李忆莙创作的文本大多是叙述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对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探

讨是李忆莙一直关心的话题，在其小说里通过感情故事、婚姻家庭故事，描写女性在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有些女性选择默默接受，有些则会进行反抗，藉由叙述女性

遭受传统社会的压迫，深刻地挖掘女性的情感世界。李忆莙以女性视角描述了传统至

现代转型中，女性所面对的困难处境，批判了社会一些父权制思想。这让读者能够感

受李忆莙对社会的关怀。本文试图分成两点来分析，一是李忆莙文本中传统女性形象，

而其二是现代女性形象，从中了解到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反思。 

笔者将以《春秋流转》里的孙桂娘、红莲、赵静娴；<怨女>的骆凤仪以及《镜

花三段》的舜涓做为主要探讨对象，尝试揭示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

层面貌。  

 

第一节   第一类型 —— 传统桎梏下的女性 

 

《春秋流转》里的孙桂娘是位传统妇女，是典型“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夫死

从子”的代表人物。孙桂娘出身小康之家，家庭是从事布店生意。她娴静又美丽，拥

有传统妇女的美德，尽管面对种种的社会舆论，仍然默默忍受，默默地做好自己本分，

她为了挽回丈夫的心继续容忍，虽伤心欲绝，可是却极力装作没事，压制着内心痛苦

对丈夫说些鼓励的话。但是丈夫还是无动于衷。尔后，孙桂娘还苦苦地哀求丈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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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俩人重修旧好，忘掉过去。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家庭，可是却无法成功，使

读者深刻体会到女性的悲哀与无奈。 

女性所背负的“三从四德”教育促使孙桂娘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对于自身的

存在缺乏了关注。在传统观念的禁锢之下，她不可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婚姻

大事全部交给父母，如孙桂娘虽对苏春有好感，但是却不敢去爱，最终选择了老实的

医师颜世昌，使得两人情感若即若离。最后，还因丈夫的背叛而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见女性在面对困难，是完全可以承受，也展示女性是坚韧的。

孙桂娘从传统女性完全依赖丈夫生活这种状况脱离出来，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可是

孙桂娘内心还是保持着传统观念，她希望女儿： 

“希望我成为一个教师。在她的心目中，教师是最斯文的职业，尤其适合

女性。也许是她的婚姻挫折关系吧，她一直灌输我女人必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

她一直如此认为：事业固然重要，但幸福的婚姻又比事业重要；一个女人若没

有个温暖的家庭，实在也是算不上幸福。”
13 

这证明她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徘徊着，虽然她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善良、

温柔、隐忍，却无法逃离不幸的命运，因她始终认为女性一定要嫁人才会找到幸福，

从中看出她缺乏了女性意识。此外，作者运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在《春秋流转》

第一章<小镇一九六三>,叙述者是小时候的令冰，作者通过一个单纯小女孩童稚的眼

光去看社会，因儿童心灵非常纯洁、清澈，受到传统观念、社会习俗的影响较小，往

                                                           
13

 李忆莙：《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页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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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能以一种脱离世俗的眼光去揭示社会问题，看清楚真相。这种限制性视角的运用，

使读者只能看到叙述者令冰视野之内的事物，这容易使文本产生悬念，给读者留下想

象及思考空间。这是李忆莙对女性命运的一种思考，为何这些勤劳、美丽、善良的女

性，逃不出命运的作弄，何处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 

《春秋流转》里的红莲，因母亲红杏出墙继而上吊自杀之事带给她很大打击，

她因而紧闭着自己的内心，但却因令冰的父亲颜世昌的关怀，渐渐打开心怀，对他产

生了情愫；另一方面，又怕自己步入母亲的后尘，内心矛盾不已。在母亲的阴影之下

长大的红莲， 也许是害怕和母亲有同样的经历。最终在自己与颜世昌的恋情曝光后，

因抵挡不住社会舆论以及内心的责备，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最终选择投河自杀。这

正如法国后现代主义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

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

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14李忆莙细腻地表现了女性想要

逃脱父权的威慑是极为困难。因此笔者在红莲身上, 看见了女性渴望自主掌握爱情和

生命的愿望。可是这不幸的命运全败在男性、社会的舆论，以及红莲已经迷失了主体，

才会有此结局。 

 

另一方面，<怨女>里骆凤仪是位年过三十却还未嫁的小学老师，因婚事蹉跎而

遭受到无形的压力，后来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司机胡叔源还下嫁于他，可是因丈夫外遇，

自己承受不住打击而走上自杀一路，造成了悲剧发生。骆凤仪虽受过教育，渐渐走出

社会，可是思想一直被传统的观念桎梏。她一直受到传统父权社会礼仪的限制，始终

                                                           
14 C. Ramazanoglu (ed.)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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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不了与“女人得结婚生子”这种念头纠缠不清。再者，传统社会也常赋予女性一种

形象，既女性只有在传统妻子、母亲的角色中才能得到满足感以及成就感，因此女性

最重要的职责是身为人妻或人母。骆凤仪就是为此观念所牵制，完全只专注于儿子身

上，只有孩子“成为她的全部，她的生命，她以完全是为他而活”15，因而忽略了对

丈夫的关怀与关爱。 

除了传统观念影响之外，凤仪的性格也是造成悲剧的主因之一，读者可从作者

叙述凤仪参加相亲，朋友过于热心便拂袖而去一事，虽只是轻描淡写带过，却可看出

凤仪的性格倔强，自尊心强。因此，她一直对胡叔源的追求犹豫不决，内心常常处于

矛盾的漩涡中： 

她的学识的确是在他之上。这连胡叔源自己也承认的。男人可以容忍一个

笨妻。而女人绝对不可以嫁给一个条件与学识都比她低的男人为妻！16 

她一方面要自己对胡叔源伸展过来的感情戒备着，抗拒着。另一方面又十

分同情他……凤仪十分清楚自己对胡叔源是充满同情的。可是却不能因为同情，

而跟他继续发展下去。17 

        骆凤仪，难道你也这般势利眼吗？你明明是喜欢他的，就因为怕他的条件

耐不住旁人的评头论足，满足不了你的虚荣心，而放弃他？
18 

                                                           
15

  李忆莙：〈怨女〉，《痴男怨女》，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页 190。 
16

  李忆莙：〈怨女〉，《痴男怨女》，页 173。 
17

  李忆莙：〈怨女〉，《痴男怨女》，页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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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忆莙展示了凤仪矛盾的心理状态，揭示她内心的隐秘，也替凤仪后来的悲剧埋下了

伏笔。凤仪嫁给了胡叔源，可是始终认为丈夫匹配不起她，在生产后，对丈夫“应该

感激我”的心态变本加厉。这种想法，导致双方的平衡点倾斜，感情无法维持下去，

才会酿成悲剧。 

叔本华曾云：“女人具有服从的天性，在这里我可再提出另一个佐证：年轻的

女性是逍遥自在、独立不羁。但没多久，就要找个指挥统御自己的男性结合，这就是

女人的要求支配者。”
19
所以她因胡叔源是有“强壮臂膀的男人，有一份工作可以养

活她”，加上自已已过三十三岁，早已过了适婚年龄，自己“心中没有第二个男人”，

目前胡叔源能给予她安全感才考虑与他结婚。同时可看出为凤仪被传统观念迫使不得

不服从，她压抑自我个性，以达到朋友、家人对她的期盼，因此婚姻将她的女性自我

意识吞噬了。 

现代社会里，女性一方面被要求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另一方面必须争取

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 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传统与现代因而产生了冲突

与碰撞。如果凤仪能在坚守传统观念之时，也吸收一些现代意识，与丈夫沟通，那悲

剧就不会发生。 

 

 

 

                                                                                                                                                                                    
18

  李忆莙：〈怨女〉，《痴男怨女》，页 176。 
19

 叔本华著、陈晓南译：《叔本华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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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二类型 —— 经济独立、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 

 

静娴是一位个性强烈、标新立异的新女性，她追求性别转换，挑战传统道德。

她父亲经营开咖啡店生意，她十七岁就已大咧咧地坐在柜台收钱当掌柜。后来，父亲

过世了，家业就由静娴和她弟弟接管，可是掌握大权的是静娴，她推翻了传统观念，

成为了一位“女强人”。 

自从认识苏春生后，静娴就完全堕入情网，她变得多疑善妒，占有欲很强，当

见到春生与其他女人说话时，就会和他起争执。春生原是被静娴的聪明、勇敢、坦率、

甚至泼辣所吸引，但是久而久之，静娴的感情过于强烈，甚至当春生是块“禁脔”，

春生对此难以忍受。 

静娴敢于挑战男性权威，在众目睽睽之下骂他、咬他手臂。她是位充满自信的

女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她自身的优越感威胁到了男人。春生在她面前完全黯然失色，

他丧失了男性的自尊、勇气、雄心和创造力。因此，春生慢慢对静娴产生了厌倦，相

反的，对于孙桂娘的温驯、体贴，春生开始对孙桂娘产生情愫，最后得不到孙桂娘的

心而绝望离开了小镇。静娴得知自己被抛弃后，性情变得更暴躁，甚至把父亲遗留下

来的咖啡店也卖了，最终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婆”。 

静娴是成功地成为了经济独立，能力过人的女性，对男性也不会百依百顺。如

果她身为男人，大家可能不会过于挑剔她，但她是个女人，所以社会还是希望她可以

具备男性拼搏的精神，却也要求她不可缺乏女性传统良好美德。这可以看出女性虽然

获得了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力，有知识，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物质生活上可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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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面。然而，在面对感情生活时，女性仍是生活的弱者，因为过于依附男性生存，

完全以男性为中心，一旦失去对方，女性就变得失常。像春生与静娴也相爱过，但她

把握不了两性关系中的平衡状态，总是一意孤行，盲目激进地发脾气，毁掉了她与春

生的感情。 

虽然静娴是背弃了几千年男权传统所赋予女性的角色——至少是不再按传统贤

妻良母的人生形式限定自己，可是她们终究未能取得自由——传统女性以一个男人为

其人生支撑”。
20
她虽是位独立自主的女性，可是却因春生的背叛，而从此一靡不振，

成为一位怨女。因此，作家想通过赵静娴来表达出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作出批判，

想建构出女性意识的觉醒，这样一来，女性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写未来。 

《春秋流转》里的颜令冰，在母亲与父亲失和后，决心选择和母亲离乡背井去

找表姨妈，而后成为一位老师。后来认识到伦式与他结婚，可惜发现丈夫对她不忠后，

也毅然与丈夫离婚，独自抚养孩子，勇敢改变了传统以来婚姻对于女性的制约规范。 

其实，无论对于上一代的桂娘、还是下一代的会冰, 李忆莙描写她们在婚后, 

特别是在生儿育女后感情的变化，她们身上蓬勃的生气逐渐消失, 全部精力与注意力

都转向家庭、子女, 她们不但对外界封闭自己, 也开始忽略了丈夫, 丈夫的事业或近

况出现烦恼，也全被挤出她们关心的范围之外。于是, 夫妻俩人的思想渐渐疏离, 感

情之间的隙缝越来越大。最后令冰又步入母亲的后尘，婚姻以失败收场。可是她不愿

折磨双方，很平静地办离婚手续，可能是因为父母的种种事故对于她有着深远的影响，

                                                           
20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年，页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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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想要自己孩子也经历不好的回忆。于是悲剧结局来得比母亲还快，她的婚姻维持

不到三年。 

杨锦郁曾说过：“我以为李忆莙的小说中有一个鲜明的现代女性角色，那就是

《春秋流转》中的令冰”21，笔者赞同这看法，虽令冰婚姻是失败，可是她心境是平

静，她不像母亲、静娴那样因感情受创而大吵大闹，也不会把对方逼上绝境。她靠自

己养活母亲和孩子，她已经成长，思想独立，最后，令冰还原谅了她的父亲，回乡去

探望他。她也遇到了自杀不遂的红莲相视对望，她已经放下了以前的事，所有的伤害

都已淡忘, 历经沧桑之后的那份豁达与从容是真实的自我价值的清晰指认。 

李忆莙在《镜花三段》开篇运用了倒叙手法，开始叙述舜涓无奈的心情，进展

逐渐如梦如烟地从现在返回过去，描述舜涓是位已为人妻的妇人，可是却在认识了何

祖昌后，抛夫弃女与他私奔，可是俩人感情也因祖昌外遇宣告失败，结果自己一人创

业，后来因得癌症而过世。舜涓两段的感情都没有结果，原因在于原先选择了一段

“貌合神离”的婚姻，这也为她后来感情出轨埋下了伏笔。而舜涓与他人私奔一事都

说明她对于女性意识的追求和探索。 

当初舜涓与以哲感情并不稳固，她认为“没遇到祖昌之前，即使是已结婚，生

下了明明，也还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22，在这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的两性关系

                                                           
21
 江洺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李忆莙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页 318。 

22
  李忆莙：《镜花三段》，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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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容易倾斜，难以到达平衡。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建立在爱情上的婚姻才是道德

的”。23而舜涓和以哲的感情一开始就是摇摆的，才会导致后来与别人私奔的下场。 

李忆莙刻画出舜涓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女人，她遇到祖昌后便

丧失了自我，迷失在对他的“爱“中。这是舜涓对女性身份有一种自觉地追求，为了

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并勇敢地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与祖昌相处，舜涓尝到爱情

的真正滋味，得到自我感情世界实现的满足。然而，传统贞操观要求妇女从一而终。

24
舜涓一方面内心深处渴望解放；一方面，社会又影响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她做

个大众认可的女性。李忆莙细腻描写舜涓内心的矛盾，使到故事情节充满张力。最终，

舜涓选择了爱情，勇于追求自我，可是当舜涓与祖昌的感情再次破灭时，笔者可以看

出她对两性关系掌握还是力不从心。后来，舜涓也不再依赖任何人，自己出来做生意，

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 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这证明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奋

力冲出了传统观念所控制的环境。李忆莙以自己的两性观，表达出对男女和谐社会的

渴望。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曾说过这样的话“爱情本身与我们对爱情的看

法之间的差别判若天壤”25，从而解构了爱情神话。笔者可以从李忆莙的作品看出她

们的悲剧性结局，女性的悲剧已经不是从个性解放中走出来就可以避免，也不是具有

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逃脱的。要想摆脱这种命运，女性必须在精神上自立，不依

附任何人。 

                                                           
2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 

    页 78。 
24 安云凤：《性伦理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 195。 
25

 [法]M•普鲁斯特著、徐继曾编译：《追忆似水年华》，北京：译林出版社，1991年，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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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忆莙小说中男性形象 

 

通过女性文学视界中男性形象的塑造、男性价值的评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

接近女作家的内心实现，触摸女性自我意识、独立思想、性别平等观念发展的隐秘脉

络，以促进我们更深入、细致地感受女作家的心灵世界。换言之，“审视男性形象既

可以考察女性文学的创作成就，又可以探察女性意识的历史印迹和现实足音。”26但

是，评论界对于男性形象的研究，较多地将目光投向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对于女性作

家如何书写男性，男性在女性文学中被赋予怎么样的审美，获得怎样的价值判断，缺

少足够的关怀与研究。27本章试图探讨李忆莙如何书写男性人物，从而解读她的女性

主义意识。 

 

女性文学批评不仅应该关注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受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同

样也应该关注男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性别研究的对象也应该包括男性。关注男性、

实现两性平等达到双性和谐是不可绕过的一步。因为男女不平等，女性受到压抑，根

源在于父权制。父权制首先塑造了男人，男人按自己的要求塑造了女人，女人又按男

人的要求塑造了自己。父权制不仅压抑女性，也扭曲了男性。28可想而知，造成性别

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它不仅压迫女性，同时也使男性受到压抑。 

 

 

                                                           
26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 255。 
27 李有亮：〈女性文学视界中的男人〉，《给男人命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页3。 
28

 刘淑梅：〈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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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女性小说以解构男性形象为己任，男性的形象要么模糊不清,要么猥琐

不堪，要么是凶残的暴君，要么是势利的小人。这都表现出早期女性写作对男权文化

和秩序的激烈反抗和颠覆，一旦女性写作者的历史观念发生改观，男人的苍白和模糊

面孔则不复存在，一向在女性叙事中以侧面和点缀方式出现的男性开始正面出场。29

李忆莙的作品多数在叙述两性的情事，以男性或女性作为叙述也约占一半，她对于男

性的描述不会过于激烈反抗，反而是以一种温和冷静的态度去探索男性的内心世界，

显示出两性是因思想上的差异，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本章将分析作品中的男性形象，

人物有<怨女>的司机胡叔源、 《春秋流转》的令冰父亲，与赵静娴恋爱的苏春生以

及《镜花三段》里的以哲及祖昌。 

 

第一节    社会底层的男性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男性步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现代性别的和谐

原则是人人平等，男性要想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就必须学会与女性平等相处，承认

她们的主体性价值。而另一方面，传统的父权制又认为男性天生优于女性，男性有着

支配女性的欲望，对女主角任何僭越男性权威、舒展自我的行为都心怀敌意并予以坚

决压制，男性要得到父权制社会的认可，就会受它这种意识形态所困扰。30胡叔源所

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两难困境。 

 

                                                           
29

 王艳芳：〈从性别对抗到多元化书写——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走向〉，《徐州师范大学文学 

    院学报》，2006年，页 4。 
30 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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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女>中胡叔源是位司机，他追求小学老师骆凤仪，之后俩人结婚，可是叔源

因俩人之间学历有所差距而一直耿耿于怀，产生自卑感，最后因妻子对自己的冷落而

外遇，结果婚姻以悲剧收场。其实胡叔源对于学历和职业都高于他的骆凤仪，本无可

挑剔，但在凤仪作了母亲之后，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就另谋新欢。这些感情的纠葛

都是源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更接近社会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更容易以社会的价值为自我

价值标准，以社会承认作为自我立足的标准。社会对于男人的框定是以财富衡量男人

的价值，以地位评价男人的能力。他们为了金钱和成就感，在都市中拼命挣扎，背负

着传统责任定位和现代角色分工的双重泥泞。31社会将强大的生存压力给予男性，尤

其是社会低微的男人。在社会中，他们和女人一样，受到少数掌握权力的男性所压迫。

从胡叔源的经历可见，他对自己的学历职业低于凤仪，不敢勇于去追求心仪的女子，

害怕对方看不起他。他认为“男人可以容忍一个笨妻，而女人却不能容忍男人比他

笨。”32这使他从中产生了自卑感，令他有了很大的压迫。李忆莙试图深入男性的心

理世界，感受男性生存的压力、艰难和痛苦，了解在父权文化体制中，不单是女性被

压迫，男性也是受害者之一。 

另一方面，胡叔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父权制时代的威严与权力，同时，社会和

家庭是对他有着以前的期待，于是他需要在社会中辛苦地挣扎，心理倍受压力与烦恼，

加上妻子的冷落，这不得不使他出外寻找另一个温暖的归宿，导致家庭破裂。这一切

都是因为胡叔源深受父权思想困扰，无法接受妻子比自己能力强而产生自卑感。 

                                                           
31

 刘淑梅：〈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页 30。 
32

 李忆莙：〈怨女〉，《痴男怨女》，页 165。 



19 
 

在《春秋流转》中的趙作仁也因本身的学历不高，能力不及姐姐，掌权之事都

在姐姐手里。姐姐因被人抛弃，无时无刻都在乱发脾气，他忍无可忍，于是，两姐弟

常在咖啡店吵架，使得生意一落千丈。最后，趙作仁无法再与姐姐同处一室，竟然抛

下妻子，一走了之到客轮上当茶房。对于这个形象，李忆莙没有付出太多的笔墨。李

忆莙安排趙作仁逃避的书写策略，让读者发现男性生命张力的弱化，仅仅透过这些，

面对于趙作仁的逃脱责任、怯于承担，开始了一种深层的思考，对于他的逃离其实可

以理解，因这其中原因在于两性的不平等，缺乏沟通所引致的结果。 

 

而《春秋流转》身为孙桂娘的丈夫颜世昌，本身是名医师，虽遇到“广生堂”

的老板余南天器重他，与他合作，可是老板刻薄成性，世昌只得微薄的薪酬。因此，

使到桂娘常游说他自己出外自立门户。但是世昌却因余南天赏识他，不想忘恩负义，

导致时常有争执。后来，他与红莲的恋情曝光后，红莲跳河自杀不遂，就变得终日浑

浑噩噩，自己孩子令雪病了也无心照顾，使到令雪病发身亡，加上自己的忧柔寡断，

他没勇气卸下对家人的责任，又割舍不了对红莲的恋慕，最终妻子与女儿都离开了他，

家破人亡。虽然造成此悲剧世昌是该负责，可是，从中笔者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完全

把造成悲剧的责任全推到男性身上，作者明白家庭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双方面。

在现实中，传统的父权制一直影响着男性，如果男人叫苦叫累是会被嘲笑，所以世昌

需要压抑着自己缺点，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和父亲。但是他得不到妻子的体谅，内心感

到空虚，才会在红莲身上寻找慰藉，对她产生情愫。笔者再次通过作者了解到这一切

祸患的根源在于两性缺乏沟通，才会造成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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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忆莙所写的作品非常写实而且接近生活真实，她描写最普通的世俗男女生活，

正视男性的生存艰苦，男人也和女人一样辛苦和无奈，因父权社会要求男性应担起家

庭一切负担与责任，男人也会面对着生存压力。李忆莙正是写出了这种文化背景下男

性生存的艰辛，以平等的眼光去审视男性。 

 

第二节  中产阶级至上流社会的男性 

 

由于具有较高的教养和社会身份，这类男性在小说中的思想都比较积极向上。

如《镜花三段》中与舜涓结婚的以哲以及之后私奔的何祖昌，都是有学历，有社会地

位的人。祖昌为了舜涓付出了真爱，虽然在这份爱情的付出上，祖昌的牺牲比舜涓少

了一些，但并不等于他没有付出，而且这样的付出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和有地位的人

而言，已经非常难得了。为了和舜涓私奔到国外，他甚至放弃了他原有的圈子，事业

重新来过。不同于以往的女性文学作品中男性的负面形象，李忆莙描述的正面男性形

象也非常多。这更体现了作家深刻思考两性的问题，对男性地位的关注。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结合虽然是因两人在对方身上找到激情。但是在双

方都各自找到了工作后，缺乏交流，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危机。在失去激情的情况下，

祖昌受不住外在的诱惑而背弃了自己的爱人，他喜欢上年轻的女性，最终导致两人感

情破裂。在这段感情上，祖昌确实是不负责任及不坚定。 

李忆莙的观点在此不只是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直接把思考指向现代婚姻情爱

关系，剖析男性同时也反思女性。千百年来，女性的生存、生命意义也都附于男性身

上。这种思维一直延续下来，使得她们面临两难的情况下，常常为了家庭与丈夫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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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我，然后把自己的生存意义放在男性身上，为了保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便

以牢牢抓住自己丈夫为宗旨和目标。导致自我人格的丧失，进一步丧失了丈夫和家庭。

但是相反的，当女性走出社会时，还是会对男性造成威胁。像舜涓虽走出了社会，在

社会上占了一席之地，可是祖昌反而觉得不妥，他对舜涓说：“我爱的那个你是温驯，

楚楚动人的女人，我并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女强人。”33 他觉得女性是要顺从男性，女

性应该要在家做贤妻良母，不该踏入社会，因为会威胁到男人的自尊心。虽他受过教

育，但是从中可以证明祖昌思想还是被传统的观念所绑住了，才会导致双方分手。同

时，李忆莙想要表达出在父权文化体制中，男性也是受害者，受传统观念限制，不能

接受女性踏出社会，处在陈旧的传统盲点中。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李忆莙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和温和的口语，将以哲刻画成一

位好好先生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人品好，拥有经济能力，善良，把他塑造成完美的男

性形象。对于完美男性的渴望和构想是反映出女性对完美情感人生的憧憬。此外，李

忆莙在故事中是以男性的角度去书写男性的生活，反思男性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关注男

性视野下女性的命运。小说中以“我”，男性的目光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叙述，体现了

男性对自我的审视。以哲是舜涓的丈夫，但是舜涓却不爱他，他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她

真正的关注，更不用说是真心的爱情了，但是以哲却原谅了舜涓的背叛，一直执着地

守候着对舜涓的爱情。即使舜涓回来只为了见自己的女儿而求助于他时，他都愿意帮

舜涓。最后，以哲找到了另一个心仪的对象，也与对方结婚，拥有美好结局。 

 

                                                           
33

 李忆莙：《镜花三段》，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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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哲与传统男女关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处于对等的关系，他对女性是保

持着一种尊重、平等的态度，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的优秀品质如：善良、温柔、坚强。

他们都是外表好，事业成功，而且还具有爱心、正义的男人。这就是作者所要的两性

关系，不是处于你争我斗的关系，而是要一种平等，双方互相谅解的关系。 

李忆莙作品所塑造的男性形象都是抱持着宽容和理解, 这种宽容是种深层次的

思考。思考如何改变女性现实生存处境, 增强女性自主和自省的主体意识, 寻找解决

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对立中寻求和谐。 

李忆莙的小说里拥有美好结局寥寥无几，大多是悲剧收场，这种悲剧由不同方

面影响，如：社会、个人、男方、女方等共同造成, 其苦果应该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

而不是一味把责任都归于男性。李忆莙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男性与女性不平

等的客观原因，显示了对男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奈的选择给予理解。同时更深刻触及了

在失败婚姻中女性所应检讨自身的原因。这种理性的广度，体现出李忆莙超越了两性

写作的冲突与对立，既没有男性话语，也摆脱了女子气，而是把两性和谐作为写作的

主旨。 

 

 

 

 

 

 

 



23 
 

第四章  女性出路的探讨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就像圣·托马斯所说：“女人是不

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34而亚里斯多德也对女人做出这样的说法：“女性之所以

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

折磨着她。”35所以女性应该需要寻找自己的出路。 

从上文的分析，女性的悲剧除了被压制在父权制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迷失，女

性个体在还未得到独立时，其精神上的迷失与困惑，也会让她们迷失了自主意识。她

们在寻求“爱”的过程中，缺乏了爱自己的意识。像凤仪、静娴、红莲几位女性，她

们的悲剧所在是完全把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精神上完全没有独立，当爱情变质时，

无法承受打击，只能以悲剧收场。女性主义意识就包括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进取

意识等。36所以李忆莙是站在女性角度对现代社会现象中常见婚姻的问题进行冷静分

析和反思。她倡导的是女性首先自身的精神要有独立、自主、进取的意识，这样才能

摆脱依附男性的心态。此外，女性不单单只有爱情，亲情也是非常重要，李忆莙作品

中显现出曾经冲出家庭的女儿开始重归母亲温暖的怀抱，走向与母亲的认同。这种母

女关系的重建其实也是一种作家对女性主体性建立的一种显示。 

 

 

 
                                                           
34

[法]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页 4。 
35

[法]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4。 
36  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4 期，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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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精神上的平等与独立 

 

许多女性难以摆脱被赋予的传统形象, 其在社会上性别压力依然存在, 她们得

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和男性取得同等成就, 因此，作为女性的性别差异，女性

可以得到某些生活乐趣, 如爱情、被呵护与照顾。但是，她们在两者之间如果选择了

事业，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使她们获得更大的快乐，成功就意味着她们会有双重的负

担与失落, 她们必然同时作为女人和男人。另一方面, 她们既得不到传统女性的理解, 

因为觉得她们拥有男性的特质。同时，更得不到男性的好感，因为在父权制下的观念, 

她们已经丧失女性的特质。而现代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有着传统的温驯、柔弱,可另

一方面又希望女性能共同分担家庭负担, 即能在外工作，又能兼顾家庭大小事务。男

性对女性矛盾的态度也正是女性两难处境的反映。像舜涓一样，成为了女强人，可是

却遭到祖昌的嫌弃，移情别恋。因此，女性不但在经济上独立，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

独立，才能回归到女性的个体。 

在作品中令冰、舜涓虽婚姻也是悲伤结局，可是至少能依靠自己，摆脱对男人

的依附，她们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会因失去依靠而一靡不振。她们

一改以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男性并驾齐驱，无论是在事业、爱情、社会地位，乃

至精神人格上，与男性有了全面的平等权利。令冰与舜涓能抗衡传统女性依附于男子

的阴柔性，求得自我价值，这显示作者笔下的两位形象是刚中有柔，柔中有细，具有

很强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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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生与“自我”，于是她们不断地发现自我，在追求

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她们越来越独立，不会依附于任何人，她们经济独立、精神独立、

人格独立，可以开拓出自己的一条女性道路。至此，她们的女性意识渐渐觉醒。女性

没有对男性的依赖，不但会活下去，而且会活得更好。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客体附属物，

而是能够与男性并立的主体。 

 

第二节  母女之间的精神家园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命状态无所依傍，个体生存的飘零之苦使她们渴望在同

性温暖中得以休憩。失去母亲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精神的家园和支柱，母亲在这里成

为一种信仰与理想。令冰小时候曾讨厌过母亲，她觉得：“家里留不住父亲是母亲一

手造成的。老是一开口就冷嘲热讽的，别说父亲，就是连她这个做女儿的也觉得讨

厌。”37 

但是自从母亲婚姻失败，“我”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母女二人缺少强而

有力的男性庇护，生活过得艰难与简陋，令冰对母亲的态度就转变了，她认为“生活

平静，母女心连心，再加上一个性情平和，温柔而仁慈的表姨妈，一个屋檐里，只有

三个女人，彻底摆脱男人的统治，这样的日子，在我们的感觉上确实是美好的。”38 

 

                                                           
37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30。 
38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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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并没有对她们艰难生活大加渲染，但从字里行间中我们看到了单身女性

在这个男性社会中的孤单与苦楚。面对父权制下的社会，女性们退守到纯粹的母女亲

情中相互温暖。母女二人在不负责任的男人身后傲然自立，以柔弱的肩膀为自己创造

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这是一种母女相依为命的女性同盟，而这血缘又使这种女性同

盟两个主体间有着生命感觉的关联和交融，从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母女所处的是一个不受父权干扰的世界，彷佛只有母亲和儿童，充满着无限自

由的想象，洋溢着“母性空间”（chora）
39
意象。透过这一对母女，李忆莙呈现出女

儿与母亲之间互相认同的共生关系，她们的默契是不可言喻的。女性在成长的岁月中

面对异性的伤害，往往是需要在同性的温暖理解中寻求慰藉。同为女性的情感经历使

母女得到彼此的理解与体认，从而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令冰对男性的失望，对爱

情的质疑使她回归到母亲的怀抱去汲取力量。李忆莙用冷静的语气讲述母女两人如何

联合起来，积极面对人生，力求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获得立足之地。在这种母女关系

背后也反映出了作家对女性如何改变自己命运所作出的思考。 

而舜涓作为一位母亲，因她的缺席，带给女儿很深的伤害，在明明的心里，母

亲出轨是对父亲的名誉的侮辱与毁灭，所以当母亲再次找她时，明明是对她产生厌恶，

可是对母爱的渴求是一种天性，女儿禁不住对母爱充满了渴望。明明心里是非常挣扎，

渐渐地，她了解到母亲为了弥补她的心情，并且流露出对母亲的智慧赞赏，慢慢接受

了母亲为了她改变生活而做的努力。母亲给予女儿全心全意的爱，女儿成长为母亲后

                                                           
39 “母性空间”（chora），也被译为“母性神漾”、“阴性空间”“子宫间”等，是法国精神分析女

性主义学者朱莉亚·克里斯多娃提出的概念。她表示chora属“前伊底浦斯”阶段，在此阶段里，“母

亲与婴儿的界限是暧昧不明的，不需借由各种符号，而是用感情来沟通。”蔡秀枝：〈克莉斯蒂对母

子关系中“阴性空间”的看法〉，《中外文学学报》，第21卷，第9期，1993年，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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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这样的爱毫无保留地回馈自己的母亲与女儿，这样生生不息构成了一个母女之间

爱的循环。笔者认为，李忆莙想突显的是母女之间的亲情与温暖，包含着对父母的包

容与关爱。同时母女间相互依存的同性之爱，也是女性对女性的一种庇护与关怀，是

女性为自己所营造另一种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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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纵观上述所言，本论文通过研究李忆莙的小说，探讨出李忆莙如何能以平等的

角度去看待两性的关系，并没有运用激进女性主义对男女关系作出抨击，用温和的态

度带出两性的问题，追求两性的和谐。 

李忆莙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出于一种天然的了解之下，她能够以自身女性的身

份与感觉，将作品中的男女形象、心态以及两性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

李忆莙的小说可说是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男女形象，并且表现了对两性命运的关

注。李忆莙始终不渝的探索两性的心灵，关注男女的命运，表现出他们的生存状态，

经由她写作男女真实的精神状态和命运遭际得以地浮出台面。 

 

在本文分析中，笔者也发现李忆莙揭示女性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反思她们对

婚姻和苟且生活的文化心态。如<怨女>里的凤仪即使受过教育，心理上依然深受传统

意识毒害，不愿对现实生活作理性思辨，缺乏自主意识。李忆莙能从女性视角切入现

实，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女性婚恋观，以及整个社会传统礼教加诸在女性身上的不公平

待遇，建立了独特的女性视角，突出了特有的女性经验。 

 

 此外，李忆莙在文本中表达出女性意识要萌芽发展之路是非常艰难，如《春秋

流转》里的红莲与静娴，一个经不起社会舆论的打击，跳江自杀；后者虽开始有独立

女性的人格出现，可是却因爱情失败，从此一靡不振。这说明李忆莙书写的目的是力

图唤醒女性意识，进而改变女性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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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悲剧在于精神上的不独立，这种精神上的依赖虽然有别于物质上的依赖，

但实际却是一样的，即女性始终没有得到独立，没能找到“自我”。女性应不断地发

现自我，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达到真正的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走

出女性自己的道路。女性不应是男性的客体附属物，而是能够与男性并立的主动的主

体。 

 

因此, 我们要承认性别差异、尊重个性的基础上, 寻求两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才是建设性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女性主义。男女和谐的社会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社会形

式，男女真正意义的平等才是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但这种社会形式，这种两性关系

不能单凭法律和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的，还需要人们从思想上，文化上，及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来改进，要真正在观念习俗和社会心理及文化建构等方面摆脱传统性别文

化消极面的影响，争取更深层意义上的男女两性平等。理想的社会既不是男权的社会，

也不是女权的社会，而是要建立真正男女平等、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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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李忆莙的创作年表 

1981年 11月 《去日苦多》（散文）学人出版社 

1982年 5月 《女人》(短篇小说)学人出版社 

1983年 11月 《漫不经心》（散文）学人出版社 

1986年 5月 《城市人》（散文）学人出版社 

1991年 10月 《地老天荒》(散文)大马华文作协 

1991年 10月 《痴男怨女》（中篇小说）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年 9月 《岁月风流》(散文)学人出版社 

1995年 9月 《李忆莙文集》(中、短篇小说集)中国福建鹭江出版社 

1996年 12月 《春秋流转》(长篇小说)彩虹出版社 

1997年 2月 《大地红尘》(散文)学人出版社 

1999年 7月 《镜花三段》(长篇小说) 彩虹出版社 

2005年 2月 《年华有声》(散文) 大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