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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白珍，一个大贵族的女儿，因为爱
情，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复员军人、汉族青年耿
明祥，自此过起了相夫教子的普通主妇生
活。但丈夫的那场绵延17年的病，却彻底改
变了扎西白珍的生活，也让这段贵族女儿和
汉族男子的真情故事浮出水面。扎西白珍，
十七年如一日，悉心照料重病卧床的丈夫，任
劳任怨，不离不弃，为了能治好丈夫的病，她
不惜变卖家产，为丈夫四处寻医问药，展示了
一段人间最朴实、最真实的爱。她也因此于
2009年获得“全国孝老爱亲模范”这一殊荣。

口述实录

扎西白珍：
爱就是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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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文振

由吕红平等学者主编的《中国性别
文化概论》是近年性别文化研究一项不
可多得的收获，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
与方法论价值，还进一步揭示了在我国
推进性别文化研究和加快先进性别文
化建设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全书围绕性别平等这个核心主题
从四个路径具体铺开，形成一个视野
开阔的关于性别文化的全景图：一是
理论路径，通过文化与性别文化的关
系、性别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性别文化
的五大特征，以及性别文化的内化与
外化的分析，明确了性别文化概念系
统的主要构件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
二是纵向时期路径，让我们看到了性
别文化的生命周期，性别文化处于不
同生命周期的主要特点、从一个阶段
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必然转变，以及促
使性别文化生命周期正常延伸的主要
动力因素。三是横向领域路径，让我
们领略了性别文化在各个领域的具体
表现、主要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特别是
清楚地了解到在各个相关领域不一样
的行为模式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文
化根源。四是政策路径，即本书最后
一章所展示的我国性别文化发展的未

来选择，也就是如何构建先进的性别
文化，并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道理：用
先进性别文化替代落后的性别文化，
是性别文化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

既有理论阵地，又有政策板块；既有
历史演进，又有领域外延，使本书独具特
色。而在这四个内容的组合当中，既可以
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彼此影响，还
可以就每个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如
在婚姻家庭领域，作者就把性别文化的作
用扩展到恋爱与择偶、家庭的两性关系、
家庭的代际关系等方面，在更多的子领域
丰富对性别文化与婚姻家庭之间关系的
认识。本书作者还突破了以往对性别文
化的抽象理解与简单分析，在性别文化的
内涵上去深化、在外延上去拓展、在政策
上去思考。内涵的深化就有了关于性别
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能力、风
俗习惯与制度规范等五个层面的讨论；外
延的拓展就有了关于性别文化纵向的历
史变迁与横向的领域作用，前者体现性别
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后者则涉及性别
文化产生影响的各个社会领域；政策的思
考也就有了关于性别文化先进性的意义
与对策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善于提出新
颖的观点，如关于性别文化的五维内涵，
关于性别文化的历史外延与作用外延的
理论，关于性别文化的外化理论，关于性
别文化历史演进的分析，关于以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的先进性别文化构
建原则的思考，关于构建先进性别文化
的路径框架等等，都有比较高的学术价
值与实践意义，对于进一步推进性别文
化研究具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

本书把多层面的分析目的与多学
科分析视角、多种类分析方法有机地结
合起来，让我们既看到贯穿全书的关于
性别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析
与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应用，也发现各
章富有内涵与深度的陈述。作者对前
人文献的合理传承，对统计图表的灵活
应用，亦值得推崇。

对学术规范的持守，本书也身体力
行。作为概论往往离不开对前人研究
的综合借鉴，在缺乏学术规范意识的情
景下，一些概论往往变成拼凑之作，照
搬式的重复率偏高，一些概论把工夫花
在文字上的改写，同样缺乏自己的内容
体系与理论观点。本书不仅有独立的
知识体系与篇章结构，注意描述分析与
解释分析的并行，对策思考与原因分析
的对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注意规
范化的知识传承同时，努力去追求自己
的标新立异，去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性
别文化研究的知识增量。我以为，就是
因为发扬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与坚持
学术规范并重，才使这本书具有独特的
学术分量与理论品质。

（作者为福建江夏学院副院长、教授）

——读《中国性别文化概论》

■ 骆晓戈

女书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的女性文
字，因为仅在中国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
江圩镇及其近邻的区域流传，因此，称之
为“江永女书”。这种由女性创造并传承
的文字，大量的书面作品中有约占70%的
文本被称之为“贺三朝”，指的是女子出嫁
到男方家三天之后，结拜姐妹们书写带有
自传体叙述的文本送到新娘家中。

作为一部以女书为背景的电影，《雪
花秘扇》在传播江永女书，辨识其间的传
统中国女权元素，探求本土的女权传统文
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一种大
众媒介作品，它在展示江永女书姐妹情义
这一主题时也有局限，并出于满足大众文
化对女性的好奇、窥视而呈现出失真的另
一面。如结拜姐妹需有媒婆撮合纯属子
虚乌有；把结拜姐妹与同性恋混为一谈亦
不符合历史；将裹足当成学女书必经之
路，也过分夸大了裹脚与传承女书的关
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雪花秘扇》的创
作忽略了江永女书男耕女织的经济背
景。结拜姐妹，学习女书，首先是当地自
给自足乡村经济的需要。如果将江永女
书这样一种与当地乡村经济、文化、人口、
民族、习俗息息相关的性别文字，抽取社
会背景，或者将江永女书解读为女权与男
权二元对立，压迫导致反抗，很容易将复
杂的事物简单化，或者解读成纯粹的两个
女人之间的“同性恋”或“言情”。

《雪花秘扇》的失真也使笔者不得不思
考：如何解读传统农耕文明下的传统中国
的妇女经验与妇女史？究竟以一种怎样的
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对农耕文明
背景下的中国妇女经验的言说和表述？我
认为需要把握以下四点。

其一，应当注意地方社会结构、人文
地理和环境差异。由于中国传统礼
教重在教化和家族内部管理执行，
因此不同的地域、阶级、家族背景下
的乡土社会对于社会性别的定位有
着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内涵。例如
在江永这样山高皇帝远的中国南方
山区，不仅仅有着中国农村家国同
构、男外女内、公私不分的共性特
征；这里远离皇权，传统中国儒教为
主的意识形态发育较弱，使家庭担
负着众多社会功能；还因为这里山
多水多田地少的经济结构，男人进
山伐木或下河放排，也给妇女参与
公共事务管理留下了弹性空间。

其二，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性别
制度有一个从中原即中心地带不断
向北方渗透和向南方迁移的影响过
程，例如湖南，几乎在北宋以后才逐
渐被教化，在公元一千年之前为蛮
夷之地。因此社会性别的刻板定位

相对较弱，历史上的江永是一个汉族与瑶
族杂居地，既有男尊女卑的礼教影响，也

有瑶族的母系遗风。
其三，注重具体的文本分析，江永女

书中既有妇女诉苦的内容，也有劳动妇女
的欢乐，既有家庭伦理，贤妻良母，长幼名
分，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说教；也充满着
女优男弱的民间文学色彩，大团圆的结
局，和乐观的团结互助精神，不能简单定
位为女权或男权，而是呈现一种复杂多样
的形态。

其四，注重当地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对
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的调查中，当地老年
妇女回忆童年习女书，是当地男耕女织的经
济生活重要的内容。在江永，我们走村串户
访谈中，女书传人几乎都提到家人，不仅仅
是女性，也包括父老兄弟对自己童年学习女
书的支持。因为，女书是当地妇女编织刺绣
的图案符号，女孩子从小学女书，掌握的纺
织刺绣的图案要多一些；另外，女孩子结交
的姐妹多，在以后的纺纱织布劳动中有姐妹
相伴不寂寞，可以互相交流技艺，共同促进
情谊；再次，会女书，在当地看成是女子的
才艺和智慧。“正好成行共针做，才给乌天盖
满云。”由此可见，在自给自足基本没有商品
交换的经济生活中，女织的含义，涵盖一家
人的春夏秋冬，从头到脚，穿戴铺盖，也包括
全家老小的温暖、美观、体面和尊严。对于
一个家庭而言，丰衣与足食，男耕与女织，一
样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轻易将自己今天的
生活经验取代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传统中国
的妇女经验。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所言，
文艺起源于在劳动基础上的各种人类早
期精神活动的合力。它们主要是原始思
维及其特征、认知需求的满足和审美意识
的萌芽。江永女书的产生同样是基于这
样的起源。

（作者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女
性研究中心主任）

究竟以一种怎样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对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中
国妇女经验的言说和表述？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学人关注

女学书馆

2009年9月20日我获得了全国道德
模范称号，西藏就我一个，被提名的有10
个，后来真正得奖的就我一个。

我是地道的拉萨人，我家里是大贵
族家庭，父亲罗布旺堆是拉萨三大领主
之一，母亲也是从大贵族家庭嫁过来的，
我母亲的家族比我父亲家还大得多。我
是1942年秋天出生的。我父母一共有7
个孩子，我是最小的，爸爸妈妈对我是最
好的。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优越，有十
几个佣人，有庄园，在墨竹贡卡县拉龙
乡。后来1959年，民主改革的时候，因为
我家没有参加过叛乱，18军进藏的时候，
15团、16团就全部借住在墨竹贡卡那个
庄园。

就这样，我认识了15团的冯团长，他
叫冯代文，是南京人。他的夫人叫李玉梅。

1962年，李玉梅把我介绍给我老公，
我老头子也是南京市人，是冯团长的小
老乡。他是1953年在南京参军的，后来
转业到汽车六队当驾驶员。介绍之后，
我倒是很同意，我老公年轻的时候长得
很帅，人也很勤快。我老公刚开始不敢
相信我会喜欢他，他觉得我是那样优越
的家庭出身，又那么年轻。他当时26岁，
我19岁。我和我老公相爱以后，就决定
结婚，就到城关区民政局去领结婚证。
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那个时候刚民主
改革嘛，他们民政厅就不同意。为什
么？他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从抗美援朝
下来的，我则是大领主的女儿。我们只
好回来去找李玉梅，说了这个情况，后来
李玉梅去民政局，把我的情况、我家里的
情况全部介绍了，对他们说，家庭不能选
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请求民政局
发了结婚证。

拿了结婚证以后，我就回家里跟爸
爸妈妈说了。他们很惊讶，相当的惊讶，
根本不相信。当时到我家里提亲的人挺
多的，有门当户对的贵族子弟，也有富商
子弟和条件优越的外籍人士，父母怎么
也没想到我会先斩后奏地嫁给了一个汉
族的汽车驾驶员。他们问我为什么这
样。我说我愿意嫁给他。他们根本就不
同意。我妈妈拿着我的结婚证，到民政
局退去了。结果，民政局的人跟她说，除
非你女儿和你女儿的对象来退。这样，
我父母就没办法了，父母非常生气，父亲
跟我说，你永远不要回来了，我们就当你
死了。这样，我和我老头子当时就在六
队的一个大帐篷里头结婚了。结婚的时
候，我家在拉萨的那些贵族亲戚一个也
没来，我爸爸妈妈也没来，我家里面只来
了我姐姐。

我和老头刚结婚的时候，什么也不
会，土豆都不太会煮。我老公耐心地教
我，我自己也努力地学。慢慢地，家里面
的饭菜我自己就会做了。他们不要我参
加生产队，我就在家外面的空地上，围了
一个大院子，自己种菜。老公出差去青
海格尔木，还买了小鸡，我就在家养。就
这样，虽然艰难，但靠自己的双手，日子
还是过得去。

日子最难的时候，要数“文化大革命”
的时候。记得196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
们家突然闯进一群胳膊上戴着红袖箍的
人，连拉带拽地就把我带去游街了，还在
我脖子上挂上一个写着“二月逆流黑分
子”的大牌子。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
明白，这个称呼和我有什么关系。游街过
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直到第三天晚上，他们把我拉上一
辆卡车，在冲赛康的马路上丢下了
我。当又饿又冷的我慢慢地走回家
时，老头子和孩子们高兴得不知
说什么好，他们都哭了。那天晚
上，老头子做了一锅面疙瘩，放了
罐装肉和萝卜，那是我这辈子吃
得最香的一顿饭。后来，老头子
安慰我说，现在大家的处境
都差不多，你千万不要
有什么想不开，我和孩
子会在家等你，我们
永远不会离开
你。以后再挂
牌游街时，想到
有老伴和孩子
们在家等着我，
心里就好过多
了。

1977 年，我
被平反。我生
了老二以后，和
娘家恢复了来
往，他们慢慢地
也理解了我，也

知道了我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1992 年老头子病了。他又吐又拉，

肚子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老头子先在拉
萨工人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肠癌。这
儿的医生跟我说，最好去内地的医院治
疗。这样，我们就回南京鼓楼医院治疗
了。化疗了两个多月后，他偏要回拉
萨。回来的路上，在飞机上感冒了，得了
肺气肿，就病得越来越严重，又得了心源
性肝硬化。

自那以后，老头子每年都住院。他
是汉族，又是南京市的人，他很爱干净
的。这样病了七年，生活不能自理，全部
由我来伺候。后来十年，就全部卧床，不
能起来，吸氧气，大桶的。他这时候的退
休工资才一千多块钱，但报销得挺多，因
为他工龄很长嘛，能报百分之九十这
样。但是出院以后，结账的时候，自费的
药自己要掏吧，这些药都是比较贵重
的。我妈妈临死的时候，给我钱吧，还有
那个钻石的耳环啊，金项链、玛瑙石、珊
瑚、九眼石什么的，还给我买了的士车和
顶灯。我买了车了，雇人来开，效益相当
不错。没办法的情况下，把这些都开支
了我老头子的住院费、营养费什么的，还
有在孩子身上的花费。

老头子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当中，
我给他买虫草啊，尽量买好的药啊，就这
样把积蓄全部花光了。花光了以后，开始
卖车了，顶灯也卖了。我还有一个车，就
是中巴，后来中巴也卖了，卖了的钱就是
给老头子治病。他知道我卖这些东西，他
不让，说，都卖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和老伴的感情特别好，他身体好
的时候也对我特别好。我觉得那些卖掉
的东西没有比我老头子更可贵的，我卖
了它们也不可惜。反正日子是会过得去
的，就这样想吧。最后，慢慢地，我的金
银首饰都卖掉了。我记得首饰当中最先
卖的是一条带有钻石坠子的金项链，这
条值 8 万元的项链，当时为了救急，我 3
万块就卖了。首饰卖掉了以后，家里面
最值钱的就是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还
有铺盖，其他全部卖了。

老头子那个时候真痛苦啊，难受的
时候，他也让我别管他了，让他去了算
了，他真是辛苦。有一次，五六天都没有
大便。我去找医生，问怎么办，能不能开
点药，能解大手的，医生说不行，怕出危
险。那我实在没办法，就手上抹上清油，
一点点地给他抠。又过了几天，他就拉
肚子，臭得啊简直没办法，我就给洗啊擦
啊，给他垫上像小孩那样的尿布。他在
床上躺了这么多年，屁股上都长了褥疮，
老流血水。我又要给他清理褥疮，又要
清理大便。我的眼睛又不好，我就弄台
灯照着，慢慢地清理。这么多年，我的眼
睛就坏掉了，右眼几乎看不到什么了。

老头子是去年去世的，我9月23号从
北京领奖回来，他10月2日就去世了。他
活了72岁，去的时候挺安详，没有什么疼
痛。他知道自己要去了，我就摸摸他的
脸，我说，老伴，你不会死的，现在科学那
么发达，医疗条件那么好，你已经活了那
么长时间，还会好的。他说，不会的，我会
死的。他说，当初你花容月貌嫁给我，我
病得那么重，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伺候
我，我九泉之下也不会忘了你，感谢你。

这17年里，自治区总工会每年都来人
看看问问。2005年，来了一个人，他姓董，

是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他仔仔细细地问我们

的情况，他差点流眼泪了，
还从自己包包里掏出3000

块钱给我，我不肯要。
他使劲地塞，最后我就

要了。这 3000 块钱
起了很大的作用，因
为那时候是最困难
的。

我当了全国道德
模范以后，中央文明
办给我拨了 15 万块
钱家庭补助。其实，
我心里面挺愧疚的，
因为我所做的这些都

是应该的。虽然我是从
一个领主家里出来的，但是我四十多
年跟他一起生活，从他身上我学到了
很多高贵的品德。虽然我四个小孩在
单位里面也不是大干部、领导，但都是
干干净净的。
在西藏，藏汉结合的家庭比较多，我

觉得要和睦相处，要珍惜自己的家庭，家
家都和谐，对民族团结也好，对西藏的安
宁也好，都会起很多的作用。

多方位呈现性别文化图景

如何解读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女性经验如何解读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女性经验
——以江永女书为例

扎西白珍丈夫年轻时扎西白珍丈夫年轻时

年轻时的年轻时的
扎西白珍扎西白珍

电影《雪花秘扇》剧照

图中女书为湖南省江永县女书传承人胡
欣制作的长达127米的“女书长卷”其中一部
分。她耗时两个多月，独自创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