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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繁华背后的弄堂世俗人生 

——论《长恨歌》 

      白玲玲*  

    

摘要 

 

   《长恨歌》是王安忆描写上海最杰出的小说，写的是王琦瑶及其相关者的日

常生活，着重来叙述和描绘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紧紧抓住弄堂、小姐等极具上

海文化特色的意向进行开掘，抓住的浮华表象下的真正东西，捕捉上海这座大城

市的内在灵魂，从而还原我们一个私人的、世俗的、日常的城市历史。从《长恨

歌》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民的生活图景，也可以体会到上海市民的

精神品质和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世俗与家常最能代表上海的世俗风俗 

与文化。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弄堂文化；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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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lar life in alleys behind the prosperity of Shanghai 

——Study on “ Everlasting Regret” 

                                                    Bai Lingling  
 

Abstract 

“Everlasting Regret" is a description of Shanghai Wang Anyi's most outstanding fiction, 

written by Wang Qiyao and its stakeholders are the daily lives of a lot of the language used to 

describe and depict the daily life of living food and clothing line, firmly grasping lifelong tang, 

Miss Shanghai grea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intention on carrying out the exploitation 

of, seize, under the appearance of really flashy things, to capture the major cities of Shanghai 

inner soul, and thus to restore us a private, secular, historical city daily. From the "Everlasting 

Regret" this works, we can see a picture of Shanghai people's lives also be realized that the spirit 

of Shanghai people's way of life quality and careful calculation and strict budgeting. It is these 

secular and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anghai home of secular customs and culture. 

 

Keywords : Wang Anyi; “Everlasting Regret”; The Culture of Shanghai alley;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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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安忆是典型的海派作家，她幼年时随母亲移居上海并常年生活在那里，因而上海这

座东方巴黎是她写作的源泉，她的创作多着眼于上海人的故事。在她的诸多作品中，《长恨

歌》是她描写上海最杰出的代表。 

《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应该说是众望所归，自从其问世十余年，作为一

部经典之作，已经有不少评论家从各个方面对其做出阐释。王安忆在谈到《长恨歌》的创作

目的时，说“《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

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1]
所以更

多人认为王琦瑶是上海的象征，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作者正是通过王琦瑶表现了沪上

繁华背后的弄堂世俗人生。 

上海是一个不断诞生传奇故事的城市，在许多人眼里，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到

处充满了传奇，一不小心，一夜之间，就会成为传奇人物。《长恨歌》表面上似乎也是一部

上海传奇，它以 20 世纪 40—80 年代沪上名媛王琦瑶曲折的大半生为线索，写了她与几个个

性鲜明的男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她与这个城市的纠葛，写尽了上海的繁华与时尚。虽然作品写

的是上海的人和事，但王安忆所描绘的上海故事不同于一般的“上海寻梦”
[2]
 的创作，正

如作者所说，《长恨歌》是“非常写实的”，它写的是王琦瑶及其相关者的日常生活，放眼于

饮食男女，吃穿用度，身边琐事。作者用很多文字来叙述和描绘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紧紧

抓住弄堂、衣食、小姐等极具上海文化特色的意象进行开掘，对上海的世俗人生进行了深刻

的刻画，抓住浮华表象下的真正东西，捕捉大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在灵魂，从而还原我们一个

私人的、世俗的、日常的城市历史。 

从《长恨歌》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民的生活图景，也可以体会到上海市

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且我们从中所体味到的不仅仅是当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

度，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阶段的剖面观——是的，我们对“文化”这个词汇的理解应当

超出狭义的规范。实际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细节，便构成一种特定的文化，

不仅包括人们的文字著述、艺术创作，而且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社会存在的各

个方面。下面我们就从弄堂、衣食和小姐等极具上海文化特色的意象以及上海人的生活态度

等方面来体会《长恨歌》中所表现的上海弄堂文化。 

一、弄堂市民的生存空间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ปีที่ 6 ฉบับที่ 11 : 5 
 

正如胡同是北京传统文化的象征一样，弄堂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命和依托，是上海市

民的生存空间。 

《长恨歌》中最世俗的场景是弄堂，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就是小弄堂组成的大上

海。作者对弄堂的描写可谓细致到了极点，开篇足足有四五个章节写“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

西”——弄堂世界。作者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就因为弄堂是上海最具有地域特征的居民

形式，是上海这座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曾经与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上海市民的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后来“唐”字逐渐

被“堂”字取代，成了“弄堂”弄堂在具体命名时被称为某某里或坊，《长恨歌》里王琦瑶

最后栖身的地方就叫平安里。现代的里弄和古代的里坊一样，是由许多建筑群构成的，它们

建在城市里被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内，每个小区有一个里弄，每个里弄中的单位建筑和结构大

体相同，多幢连成排，一排有十幢左右，很整齐，但有时因地制宜，依地形布置。在这种新

式里弄内，各排建筑之间的空间就叫弄堂。 

虽然弄堂小而微不足道，但它是上海大多数市民的生活环境，它构成了上海人最寻常

的生活空间。可以说，弄堂是上海的绝对的存在，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城市的发展，就没

有上海文化。有了弄堂，上海就成了有生命的肌体，变的可知可感，上海的城市精神因而明

显的体现在上海弄堂之中。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声色各异的弄堂世界是形形色色的人生。虽然

王琦瑶在当选为“上海小姐”后曾住在代表身份和才华的“爱丽丝”公寓，但随着解放军的

入城，走了李主任，王琦瑶的富贵梦也一去不复返了，而最终又住进了平安里弄，弄堂最终

成为她的归宿。作为“上海弄堂的女儿”，她永远是真实的，她的大半生是在弄堂里度过的，

她永远是上海弄堂文化的见证人。 

二、弄堂市民的衣食文化 

吃饭和穿衣，除去他们的自然属性，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里，还被赋予了各种

文化意味，可以反映出人的意识、思维、心理状态和品位等等。 

上海是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人们是繁忙的、疲乏的，

人们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快的让他们没有闲暇时间关注星起日落，风霜雨雪，他们只关心

眼前，只关心过日子，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过日子。他们把一天天的日子浓缩在琐碎的生

活里，于是，衣食成了他们生活里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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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认识，王安忆比较推崇苏青，她认为真正在实实在在写上海人生活的是苏

青，而不是大家张爱玲
[3]
因为苏青“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芯子里的话。”

[4]
苏青的作

品中也多写一些关于吃喝生计的问题，比较平民化。上海平民阶层的人，辛劳一日，如何精

打细算，在饭桌上把日子过得更精致一些，便是最重要的，虽然俗，“那是各朝各代，天南

地北都少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

[4]
只有在过日子里，忙碌的上海人才会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外面的风云变幻是抽象的，是与

他们不相干的，只有吃饭穿衣，儿女情长才是实实在在的，贴肤可感的。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热衷于描写日常生活，描写最家常的场景和最家常的人和事。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弄堂市民的吃饭穿衣，使我们从中体会出弄堂市民的衣食文化。 

在《长恨歌》里，有一次王琦瑶在平安里第一次请严家师母他们吃饭，她是这样安排

的：一只鸡，鸡脯热炒，半只炖汤，半只白斩，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等和半瓶黄酒，家常

的、老实的、清爽的菜。这种生计虽俗，却是精打细算，有一些节制的快乐，一点也不挥霍，

是贴了心的过日子。让我们感到了上海人那种“吃是做人的里子”的观念。 

在家常的弄堂中，王安忆告诉读者，上海的真正历史是百姓生活，是弄堂里的王琦瑶

是程先生是老克腊是长脚等芸芸众生，吃饭穿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王安忆在《长恨歌》中

有意识地淡化社会生活，对 40—80 年代上海经历的政治纷争、经济荣枯等大事件并没有做

正面描写，而是把笔力凝聚在弄堂人家的日常生活，描绘出一幅都市民间生活图像。如作者

在“围炉夜话”一节中写的是 1957 年冬天的故事，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然而却和

炉边的小天地无关，王琦瑶等人依偎在小炉前，烤山芋，烤朝鲜鱼干，开水锅涮羊肉，下面

条，边闲谈边吃喝，做糯米汤圆，可谓活的逍遥自在。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

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 

不仅如此，他们更关注吃以外的东西——穿。王安忆认为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 

我们都知道，上海人爱美，流苏披肩，束身旗袍，是我们记忆中上海的摩登女郎。作

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大都市，在服装上，更是引领时尚潮流，走在时尚的前列。从上海开埠以

来，无论哪个时期，上海人的服装总是走在中国人的前面。 

据说，20 年代“旗袍革命”刚登陆上海时比较宽大，穿在身上难辨雌雄，但爱美又心

细的上海女人在旗袍外加一件窄窄的无袖马甲，令人感觉大变。这也许是上海最初的时装了，

也是追求精致生活的上海平民在服装上面的独具匠心。 

40 年代的上海依然是旗袍的天下，王琦瑶被《上海生活》选为封面的照片上穿的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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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家常花布的，花样也是乖的，细细的，一小朵一小朵，不光彩照人，却是可人心的，照

片像是“上海生活”的注脚，流淌着过日子的细水长流的味道。 

“上海这个城市的女人，衣服是她们的蝉蜕，衣服对她们来说也是一张文凭，都是把

内部的东西给个结论和证明，不致被埋没。她们的心都用在衣服上，别看是几件衣服，可那

衣服便是她们的人生。她们对一件衣裙的剪裁缝制，细致入微到一个裥，一个针脚，她们对

色泽的要求，也是严到千分之一毫的。在她们看来，随便的表面之下，其实是十万分的刻意，

这就叫做天衣无缝。当她们开始构思一个新款式的时候，心里欢喜，行动积极。她们到绸布

店买料子，配衬里，连扣子的品种都是统筹考虑的。然后样子打出来了，试样的时候是最精

益求精的时刻，针尖大的误差也逃不过她们的眼睛。等大功告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身穿

新衣，针针线线都是心意。”
[5]
 

对于衣服的独特品味，也和上海这个城市追求精致生活的态度有关。就算是到了严重

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女孩子们平直的头发里的一点弯曲的发梢，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

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头的小花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经营，是对生活的一丝期待和热

情。正如严师母说的：“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

的……吃是做人的里子，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着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

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

多少味道呢？”
[3]
虽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候，也要在衣着上与众不同，也要从普通中穿出时

尚，也要活出一种优雅来。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城市的人能像上海人那

样，能把普通的衣服穿的美轮美奂，将时尚推至精华。 

三、弄堂文化的生命体现 

百年上海的文化特征造就了独特的上海女性，而上海女性的柔韧风韵又在最好地诠释

着上海文化。正如王安忆所言“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

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6]
《长恨

歌》正是以一个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一生的沉浮为线索，暗合了上海这座城市四十年的

变迁，作者正是通过一个女人来写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造就了像王琦瑶

这样的女人。可以说，女人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是上海弄堂文化的生命体现。 

王琦瑶是上海千门万户 、里巷弄堂中最常见的女儿，王琦瑶与其说是上海小姐，更不

如说是一个邻家女孩，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

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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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

王琦瑶”。“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

在和父母怄气掉泪”。
[5]
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 

王琦瑶本身就是拟人化的上海，是风情万种的。王安忆说过：“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

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她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黑暗的

地方漆黑一团，明亮的地方流光溢彩得令人炫目，她真是一个神奇的女人”。
[1]
上海是一个

王琦瑶式的东方女性城市，写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就是上海的历史变迁，写上海的文化精神。

所以说，王琦瑶就是上海弄堂文化的生命体现。 

王琦瑶的一生可谓是坎坷的，她是“上海弄堂的女儿”，是美丽的，也是因为她的美丽，

她幸运的当选为“上海小姐”第三名，继而被当时的国民党要员李主任看上，使她走出了弄

堂世界，住进了爱丽丝公寓，被李主任“金屋藏娇”，从此变得雍容华贵。然而好景不长，

好梦易醒，随着解放军的入城，李主任因为飞机坠毁而结束了生命，王琦瑶的富贵梦也随之

结束了。万念俱灰的她来到外婆的家乡邬桥，坚强的她在困难面前挺住了，经过三年的精心

调养，她又重拾心情回到了上海，在一个叫做平安里的弄堂里开了一家诊所，自食其力。在

平安里她认识了严师母和康明逊，并和后者发生了或甜蜜或苦涩的爱情故事，结局是未婚产

女，而康明逊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在新的困难面，她又一次挺住了，因为她知道日子是自

己过的，谁也不能替代，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也因为她有着上海人的韧性。一直支撑她走下

来的是她坚强的毅力。可以说，王琦瑶是上海精神文化的产物。无论是战火纷飞的解放前夕，

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她都凭着一股“硬”劲，凭着她的韧

性安然的地度过了。在她身上有着上海人的品性：务实、达观、坚韧而又圆润，在困难面前

绝不低头。 

上海女人的美丽与时髦怕是早已闻名全国。王琦瑶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上海女孩。她

们追逐时尚，而王琦瑶对时尚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俗，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与严家师

母暗暗较量着装时，王琦瑶总是含而不露，却每次总是出奇制胜，略胜一筹；她的美丽与时

髦常常令女儿薇薇心生嫉妒；她对时尚的精辟理解和剖析令张永红这样的年轻一代佩服得五

体投地。风口浪尖上的绚丽或许容易引人注目，但时尚的芯子却是掌握在王琦瑶这样“真时

髦”的女性手里。因为这就是典型上海女性的为人之道：不做夸张的炫耀，只把握住实质，

再往细里做，达到精益求精，于是这时尚才真的是一种时代精神。上海女性永远不会停歇对

时尚的执着追求，她们要做永远的领导时尚新潮流的美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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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座移民城市，也是座纷繁复杂的城市，移民城市让她更富有创造力和奇特的敢

想敢做的思想。她也因此赋予这座城市的女子不平凡的力量，赋予她们敢想敢做的力量。就

是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产生的爱情也是非比寻常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新与旧的结合，

人到中年，竟和相差三十年之久的老克腊来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爱情。这座城市的让他们有了

这种机会使得两个起点不一样的人，走在了一起，虽然没有完满的结局，但是他们也去追索

了，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女子，敢于去做，敢于去挑战自我。即使是艰难的挣扎，她们也愿意

去做，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力量，这就是这座城市的魅力，她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

也有精神的力量。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女性化的上海，是她长期认识与思索的结果，是一种女性

经验记忆的表达。王安忆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

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些我长期积累的东西在我写作《长恨歌》时，都变成

了有用的资产，必要的准备。”
[7]
王安忆由衷地赞叹上海的神奇，急切地想拥抱上海，但作

为“外来户”的她起初无法进入上海的“内心”，后来，她从上海女性身上找到认识上海的

切入点。所以，她经常在《长恨歌》中，忍不住地将女人与上海直接联系起来抒情，如“上

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人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

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的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黏的

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哝哝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话的。这城市本身就像个大女

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上海的风是撩拨，水

是无色的胭脂红”。
[4]
 

王安忆用女性作上海的代表，讲述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故事，用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

个城市的历史，通过王琦瑶的命运变幻，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用王琦瑶的心灵、

性格气质、精神追求映射上海的精神特征。 

四、弄堂市民的生活态度 

上海人的精明早已闻名全国，这与上海是座移民城市有关。这座城市的移民的大多来

自苏州、浙江等地，这些地方的精耕细作的作风也带到了上海。也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

上海曾经被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市民阶层的人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因而机敏过人，灵活

百变。最根本的还是生存带给他们的压力造成的，上海繁荣发达的经济，激烈的竞争，以及

局促的空间，又怎能不使他们精打细算。还是张爱玲概括的最为精辟：“上海人是传统中国

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各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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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

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8]
 

王琦瑶是上海女孩的精英，她十几岁就深谙人情世故，不管是处理琐屑的生活小事还

是人生大事，她都处处表现出心思缜密、精打细算、精明处事的生存本领。去片场是一件吸

引自己的事情，但她仍然耐下性子保持着矜持的态度，故意装作满不在乎；在与有家庭背景

的蒋莉莉的交往中则做到有礼有节，平衡着各自的家庭地位的反差，甚至使用手段，将蒋家

治理得有条有理；《上海生活》的“沪上淑媛”登载了她的照片，使她成为女校的名人，然

而她却依然故我，沉着平静，从而缓和了女生们对她的妒忌；在应付“上海小姐”的初选时，

她故意不认真对待，她的不认真，有点是为自己做一层防卫的壳，壳里藏的是自尊心。 

王琦瑶是非常懂得人情礼数，处世艺术的。王琦瑶在平安里与严家师母、康明逊、萨

沙交往的过程中，不管是穿衣打扮还是说话做事，处处小心，苦心经营，做到既不失身份，

也不锋芒太露。在家请严家师母吃饭，做的菜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既不抢严家师母的

风头，也没有一点怠慢。在与严家师母暗暗较量着装时，王琦瑶穿衣打扮是含而不露，却不

留痕迹地出奇制胜。王琦瑶的步步为营、精打细算折射的是整个上海人在近百年的商业社会

中磨砺出的一种生存能力。 

王琦瑶的坚韧和精打细算大多数时候是用在追求名利上的。“上海的小姐就是不同，她

们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是光说不做的。她们

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
[5]
作为上海小姐的代表王琦瑶是有着强烈的名利心

的，拥有“上海小姐”的头衔是女人最大的荣耀，是女人名利心最大的满足。王琦瑶参加了

竞选，还获得了“三小姐”的美誉，她的名利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在往后的日子，这是支

撑她的生活的精神动力。在没有时尚的日子，王琦瑶的生活是平淡、索然无味的，但她的衣

食、言谈举止都带着旧时尚的遗风。在薇薇的时代，时尚复活了，王琦瑶虽然感觉此时尚非

彼时尚，一颗心依然为它怦然心动，跳跃不已。王琦瑶们对时尚、名利的追逐，是上海少不

了的风景，是上海真实图景的写照，因为“上海这城市的繁华起码有一半是靠了她们的名利

心”。
[5]
 

上海女人也是很现实的，王琦瑶拒绝虚渺的爱情，在程先生与李主任之间，她选择的

是李主任，并非仅仅贪慕荣华，求的也是一个安定。有时，她们的现实也使她们显得有些自

私，但她们也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王琦瑶的那一小盒金条，就是她的

一个保障，一个依靠，一个安慰。所以，即使她的亲生女儿她也没舍得给她一根。因为她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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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女儿是有依靠的，而她自己却只有这一个底。无论如何，先给自己留条后路是她们最切合

实际的想法。这也就是很多人说上海人虽然自私却不坏的道理。这大概也就是王安忆想通过

这一女性形象告诉我们的：精打细算的生活态度应该说才是上海女性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上

海城市精神的写照。 

众所周知，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是远离政治的，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往小处做的，

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

都谈不上什么看法，更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 

王安忆把《长恨歌》置于 20 世纪 40 到 80 年代的历史中，期间上海是几经阵痛：国民

党溃败，新中国的诞生，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内战时期，王琦瑶正好住进爱丽丝

公寓，那“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局势分外紧张的一年，内战烽起，前途未决。”作者

简单的这样写道。而渐渐紧张的局势通过李主任的日夜忙碌可以看出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正是王琦瑶和程先生重逢，两人的再度相遇是以吃为主，两个人合在一起，天天盘算着怎么

吃。“一九六零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夹竹桃的气味都是绞人饥肠。”文革时期，程

先生成为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对于这件大事作者也没有正面描写，只

是写到“一九六六年的夏天里，这城市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弄堂，那些红瓦或者黑瓦、立

有老虎天窗或者水泥晾台的屋顶，被揭开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

们没有看到作者正面描写这些大事件的场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生活的小场面，发生

在闺阁，平安里弄堂里的小故事，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日常的、世俗的、市民社会的上海。

对于上海人来说，生存还是第一要事，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日子仍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把精力和兴趣全部转向家庭生活，耽于生活细节的种种小乐趣，精心实惠地过小日子，

这种劲头是这些政治边缘人在外界刺激下精神特征畸形生长的一面。 

《长恨歌》再现了以王琦瑶为代表的旧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空间和精神面貌，作者紧

紧抓住最具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意象进行描绘，热衷于描绘家常的生活，家常的场景和家常

的人。正是这些世俗与家常最能代表上海的世俗风情与文化。 

 

 

注  释 

[1]王安忆：《 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2]“上海寻梦”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创作中一种最热闹的文学话题，是在商业炒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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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0、40 年代的上海以种种歪曲的方式得以展现，创作上具有虚幻性。 

[3]王安忆认为张爱玲是虚无的，她看到的只是上海的旧梦迷离，看到了上海的虚无，张爱

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 

[4]王安忆：《寻找上海中的<我看苏青>》[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5]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6]苏青：《王安忆说》[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7]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8]张爱玲：《流言》[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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