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蔡洁

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人世间》
讲述了北方某省会城市周姓一家三代50年来随着
时代巨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勾起从20世纪6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从2005
年张小帅导演的《青红》到2010年张艺谋的《山楂
树之恋》，再到2017年冯小刚的《芳华》，这段岁月
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愈发显示独特的魅力。

身份认同与女性人际网络的建构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
的重要因素。受身份制约的女性通过寻求身份的
重新确认，追求进阶之梯，但又不免陷入新的尴尬
和困顿。

在《芳华》中，何小萍挥之不去的身份阴影来
自亲生父亲以及被迫跟随母亲改嫁后新家庭的排
挤。她试图以“文工团女战士”这一全新的身份重
塑自我体认，却不料遭遇来自集体的生理歧视和
身份歧视。舞蹈搭档朱克拒绝与她身体接触，除
刘峰以外的男性战友皆是冷漠的“看客”。在文工
团女性群体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汗臭”和“假
胸”事件。女性同伴耻笑她缝着搓澡棉的内衣，当
众撕扯她的衣服以获得围观的快感。“隐忍”成了
她身处微妙人际网络中的唯一选择。在战友们熙
攘的喧闹中，“独自练功”的镜头特写揭示了她个
人在集体中“缺席”的位置。

如果何小萍的困境源自集体关系的紧张，那
么《山楂树之恋》中静秋的成长则得益于相对宽松
的人际环境。父亲的身份同样带给静秋沉重的压
力与生活的艰辛：瘦弱的静秋课余做手工，在烈日
下拉车，徒脚搅水泥导致皮肤溃烂。与何小萍相
似，静秋积极参加劳动、获得留校资格。不同的是，
静秋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出包容性的温情：下乡采
风时村长一家照顾有加；学校领导安排工作助其留
校任教；出身高干家庭的男友对她体贴入微等。静

秋一些“越轨”行为，如偷偷与男友在河边嬉戏、在
僻静的林子里约会、坐着男友自行车驰骋在大街上
等，竟从未被他人发现，这使得影片弥漫着一种近
乎“虚幻性”的浪漫，但最终以男友绝症病亡的悲情
规避了他们家庭之间在身份方面的鸿沟。

青春躁动与女性主体欲望的屏障

身体、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
生命朝气和生理欲望，而现实环境却无法压抑女
性的青春躁动，经由启蒙而唤醒的主体意识终将
推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

《山楂树之恋》通过颂扬静秋与孙建新的浪漫
爱情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本能。孙建新扮演着
少女静秋的性启蒙者：以交换钢笔撬动了她的情
窦初开，在借助树枝牵手过河、赠送泳衣和接吻中
感情升温，在医院宿舍的同床拥抱更促使她的生
理和情感欲望达到高潮，静秋也逐渐由羞涩、忐忑
变得主动、大胆。尽管孙建新的病亡为他们的爱
情故事画上了终止符，但他对于静秋主体性生命
的激发并不止于生理层面，还在于精神解放。改
革开放后，静秋走出留校工作的岗位，出国留学的
教育契机推动着她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青红》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
风已为偏远的贵州乡村带来一抹朝阳和晨露，女
性对于青春、激情的向往和追求显得更为大胆、
奔放。邓丽君温婉的情歌弥漫在充满荷尔蒙的
昏黄灯光下，参加舞会的女性共用一支口红，化
着蹩脚的妆容，在男性舞友的拉拢下表现出欲迎
又拒的羞涩。其中最为无所顾忌的是小珍，她与
吕军在舞会上短暂邂逅，先是在混乱的打架场疯
狂热吻，后因外出实习而发生性关系，甚至在吕
军新婚之后偷偷私奔。诚然，长期困守在精神贫
瘠的农村地区，导致女性对于自由、爱情的理解
存在单一向度的偏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
来，历经生活和感情磨难后重新回到家乡的小
珍，褪去了稚气和浪漫。

与小珍不同，青红的情感欲望充满压抑感。
父亲通过监督和限制社交圈，偷看情书，扔掉男友
赠送的红色皮鞋等多种形式，杜绝青红与农村男
青年恋爱。表面上看，青红的抑郁来自父亲的压
制，但背后隐藏着两代人深层次的价值分歧：支援
三线建设的工人在改革开放之初迫切“回城”的愿
望，与早已将“他乡”视为“故乡”的子女之间存在
着隐性的隔膜。

旁观者的历史讲述与逝去的时代芳华

人物画外音的讲述和经典意象的重现，掌舵
着故事进展的方向和节奏。他们既是历史的参与
者，也是历史的观看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
记录着特定年代青春的激情与顿挫，书写着时代
风云的变幻动向。

在《芳华》中，从文工团的女舞者成长为女作
家的萧穗子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一代人的青春芳
华。镜头跟随她的眼睛，透视着文工团各式人物

的生存百态和命运跌宕。萧穗子与何小萍有着相
似家庭背景，“规避纷争”和“隐忍自保”是她拓展
生存空间的被迫选择。因此，尽管她对何小萍的
境遇感同身受，未曾参与集体的霸凌，却从未对她
提供实质性帮助。在故事结尾，萧穗子对郝淑雯
和检举英雄的林丁丁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嘲讽。前
者虽家庭富裕但忍受与丈夫长期分居的煎熬，后
者沦为金钱至上主义者。

在《青红》和《山楂树之恋》中，红色的信物（红
皮鞋和山楂树）是恋人传递情意的媒介，不仅承载
着爱情的浪漫话语，而且隐喻着转折年代的时代
症候。青红偷偷地在野外穿着小根赠送的红皮
鞋，洋溢出少女的青春萌动；红皮鞋被父亲扔出家
门，更燃起了青红内心强烈的叛逆；小根重新捡回
红皮鞋的晚上，却冲动之下试图以强奸的方式留
住青红，不料从此葬送了彼此的爱情和前途，反映
出转折年代城乡身份的区隔在青年男女之间逐渐
显现的鸿沟。与“红皮鞋”相似，“山楂树”也蒙上
了悲情的浪漫色彩。下乡初见时，山楂树“开红花
之问”调动了彼此的情愫，等待明年看花成为未竟
的约定；回城后，山楂果传达着孙建新对静秋的怜
爱和思念；孙建新离世前，静秋穿着山楂红的衣服
前往送别。意外的是，影片结尾出现了满树白花
的山楂树，破解了贯穿故事始终的“开红花”这一
传说，这既意味着他们在青春年华中诗意般的爱
情酿就而生的血色浪漫终将成为神话，也暗示了
山楂树的英雄史诗慢慢淡却，时代车轮正悄然地
发生转折的风潮。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

共 产 党 妇 女 福 利 事 业 史 料 整 理 及 研 究 ”
（2021MS055）阶段性成果。

观点秀场秀场

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人世间人世间》》勾起从勾起从2020世纪世纪

60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从从《《青红青红》》到到《《山楂树山楂树

之恋之恋》》再到再到《《芳华芳华》，》，这段岁月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这段岁月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显示出独特的显示出独特的

魅力魅力：：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的重要因素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的重要因素；；身身

体体、、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生命朝气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生命朝气，，主体意识推主体意识推

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她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她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也

是历史的观看者是历史的观看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

焦点透视透视

青春怀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情感叙事青春怀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情感叙事

研究视窗视窗

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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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以怎样的报道方针呈现女性形象，影响着社会整体对于当下女性的认识程度。6月17日上午，“大众媒介如何建

构我们眼中的‘她’青年学者论坛”线上举办，来自1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媒体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女性网络文化安全、媒体中的性别隐视、新媒体女性赋能和女性传媒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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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污名化”理论入
手，分析“性别化”新闻标题如
何对两性进行污名化，并在框
架理论的视角下反思“性别
化”新闻标题存在的问题：其
在议题内容上以社会新闻为
主，报道语言多为高关注度、
高话题度，态度倾向意在迎合
和加固人们对两性的刻板印
象。新闻标题“去性别化”的
消解，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引
导、纠偏力度，行业部门增强
自律意识，互联网社交平台要
提高审查水平。

来源：《新闻爱好者》2022
年第5期

作者：陆杰华 张宇昕

探讨当今女性的母职体
验及其认知有着明显的应用
价值。基于哺乳是女性正式
承担和认同母职的一个重要
标志这一判断，以女性的哺乳
实践为切入点，本文采用深度
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C市
中产双薪家庭新任妈妈的一
孩哺乳和母职习得的考察发
现，新任妈妈在哺乳时普遍遭
遇了身体的不适与身份的焦
虑。尽管相信母职天生，但她
们并没有因此牺牲自己的主
体性，而是通过弱化生物性母
职来追求孩子与自身主体性
相统一的新型母职。“为母则
刚”不再要求母亲一味地为了
孩子吃苦受累，而意味着母亲
愿意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未来
而不断奋斗，努力使自身变得
更强大。新型母职的实现离
不开相应的社会支持，因此，
下一步应促进性别平等的就
业，并提供全方位的家庭支
持，以消除新型母职所面临的
结构性障碍。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
报》2022年第4期

《为母则刚：从生
物性母职到社会性母
职的建构过程》

《反思与消解：新
闻 标 题 的“ 去 性 别
化”研究》

■ 王慧 李恃帆

媒体以怎样的报道方针呈现女性形象，影
响着社会整体对于当下女性的认识程度。6月
17日上午，“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她’
青年学者论坛”线上举办，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厦门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澳门大学、中国妇女
报社等1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媒体机构的百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本次论坛由山
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山东女子学
院学报编辑部）、山东女子学院科研处联合举
办。论坛由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
副主任（主持工作）王慧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
绕女性网络文化安全、媒体中的性别隐视、新媒
体女性赋能和女性传媒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

媒体中的性别呈现

如何在传媒领域更有效地传递性别平等
理念，如何多姿多彩地深入探讨媒介对女性形
象建构的行动特征和实践特征，成为与会者关
注的重点。

中国传媒大学王琴副研究员认为，网络文
化已经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是
社会文化延伸和多元化的表现，而女性议题作
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大众媒
介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自媒体的高速发展，为
女性发声提供了更多渠道，拓展了女性话题的
公共空间。但也带来了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
络安全新问题，如网络性别暴力、网络符号暴
力等，女性更容易成为网络中被暴力欺凌的对
象。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主体是网络中的传
播者，因此，她主张，要培养青少年的网络伦理
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强化青少年网络法制观
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重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媒
介赋权和媒介参与。同时，通过落实网络监管

与评估、制定具有性别意识的网络文化安全法
规、鼓励和引导女性青少年关注网络信息安全
等途径，构建性别平等的网络文化环境。

中华女子学院刘旸副教授认为，新媒体因
其去中介化、普惠逻辑的特点，为女性赋能提
供了一种实践工具，激活了妇女个体动能、拓
宽了女性就业渠道、分享了平衡家庭的经验。
但因入职门槛低、信息生产者素质参差不齐、
监管不严和法律存在的漏洞等原因，新媒体女
性从业者兼职多、收入低、社会保障缺失，同时
还面临数字性别鸿沟、舆论风险等挑战。在此
基础上，她提出应培养具有先进性别意识的应
用型女性人才，加强对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培训
与引导，建立新媒体与女性之间的新型关系，
使传播信息和知识真正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及
改善女性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肖倩博士基于对
2020年 1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之间发布
的正文中包含“援鄂医疗队”的所有微博分析发
现，在COVID-19期间女性构成了一线卫生部
门的主要力量，既受到关注又充斥着性别偏见，
社交媒体对她们的呈现是矛盾的，往往强调其
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等家庭角色，职业参与没
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和准确的报道，或者被隐藏
在无性别集体身份的背后，忽视其发言权和曝
光度。她认为，必须通过媒体实践采取行动，以
应对女性在日常社交媒体中的隐视和矛盾性呈
现。

山东女子学院董小菲副教授的报告以中国
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333篇相关文献为
研究对象，考察了自1981年至2021年女性传
媒工作者研究的30年历程，将其划分为“介绍
期（1981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转型期
（1995—2004年）”“反思期（2005—2014年）”
和“包容期（2015—2021年）”四个阶段，梳理了
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些关

键事件。在肯定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取得重要
进步的同时，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目前存在
的问题总结为四个方面，即有关女性传媒工作者
研究的数量在波动中上升，但整体数量不多；研
究者整体的学科背景多元，但缺乏对该领域的持
续关注，未形成学科和本土的学术自觉；研究议
题较丰富，对其职业形象的研究最多，其次是职
业生存发展，对新兴领域关注不足；研究方法以
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但基本是其他学
科观念或理论的移植，甚至坚持社会性别方法论
的也不多，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更是少见。

议题评议

中国妇女报社理论部主任、《新女学》周刊
主编蔡双喜，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
学院特聘教授叶文振作为评议人，对四篇报告
给予了评议。

蔡双喜提出，王琴的报告梳理了女性青少
年面临的网络安全新问题，为构建性别平等的
网络文化环境提出了对策，建议其结合《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与《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21—2030年）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刘旸报告中关于传播工具变化的观
点，对于深入理解马歇尔“媒介是人的延伸”的
著名观点非常有益，但将平衡家庭作为新媒体
赋能女性的效果值得进一步商榷；肖倩针对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呈现这一议
题的研究具有价值，但如果在研究中能够考虑
到部分新媒体工作者自身性别平等意识缺失的
问题，该研究将更为全面深入；董小菲的研究学
术视野广阔且细致，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可能需
要扩展检索关键词才能将新媒体从业女性纳入
进来。

叶文振认为王琴的报告全面展示了女性青
少年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环境问题，同时给出
了三点建议：第一，对于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

文化安全环境问题，应该做出更加清晰明确的
归类，从而实现更为精准的数量描述；第二，有
必要进一步深化对网络文化安全环境问题所造
成的后果的研究；第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需要
强化原因分析，没有深刻的原因分析为基础的
话，提出的政策建议会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
关于刘旸的报告，叶文振肯定了新媒体与女性
赋能这一研究问题的重要价值，并给出了三点
建议：第一，在谈到“赋能”问题时，应该对“赋
能”提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概念；第二，要关注赋
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以及影响赋能效果的具体
因素，从而优化赋能路径；第三，要根据对赋能
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叶
文振认为，肖倩的报告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但
是仍有不足，因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可以尝
试进行多个国家之间的比较；第二，以微博代表
中国社交媒体是否会有以偏概全的可能，如果
将所关注的平台进一步扩展，则结论将更加可
靠；第三，在分析社会媒体中存在的对女性的不
对称呈现时，如果能够引入更多的实证性材料，
则可以更好地支撑分析结论。叶文振认为，从
董小菲的报告可以看出，如果能够提升女性传
媒工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责任，以及提升其
在传媒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能够增加传媒
对女性的积极影响。

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叶文振提出了四点建
议：第一，对新媒体、性别及女性发展之间的互动
关系要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第二，鉴于新媒体与
性别关系的跨学科特性，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
吸引更多相关学科力量加入，使得研究能够更加
全面系统，并在学科比较当中发现各个学科固有
的缺陷；第三，要加强研究的统计规划与定量分
析；第四，要把对策分析建立在深度的原因解释
上，使得对策建议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与效率。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
中心）

（刘天红 整理）

作者：于乐荣 张颖 杨博琼

性别平等观念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体现。本文利用涵
盖7个省的样本数据，采用情
境方案设置和心理学实验方
法，测量农村居民对性别收
入分配公平方案的偏好及选
择。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
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受访者个
体差异后，性别因素显著影
响个体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
方案的选择。具体来看，农
村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收
入再分配手段调节性别收入
差距的分配方案，但随着初
始性别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
以及男性转出额度的增加，
农村男性赞成调整的可能性
下降。同时，农村男性和女
性对彻底改变初始收入分配
结构方案的偏好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秉承个体主义
价值观的农村居民更认同性
别收入差距存在的分配方
案，而不是绝对的性别收入
平等。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男性应该得的
多?——基于对农村
居民性别收入分配
公平态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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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芳华》《山楂树之恋》《青红》为例

《芳华》

《《山楂树之恋山楂树之恋》》 《《青红青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