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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作家年腊梅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陈雅群 

 

 

摘要 
 

        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泰华文坛崛起一批女作家，年腊梅是

其中的一位，且是一位具有代表性和独特艺术魅力的女作家。年腊梅在五十年代正式开

始她的文学创作，作品大多描绘了居住在泰国的华人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女性们的形象

和性格特征。她以独特的风格、独特的视角观察他们的生活，以悲悯的情怀描写了那些

被侮辱和被欺凌的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同时也展示了社会的不公和无处不在

的庸俗和愚昧。 

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所以有如此悲惨的命运，是因为她们缺少受教育的机

会，从而使她们遭受着不公平的虐待，遭受社会的歧视。她们是弱势群体，没能力反抗

也没人伸手帮助她们跳出火坑，摆脱苦海。这些人物形象是作者对不正义的社会的愤怒

控诉与揭露。 

此外，作家还塑造了扮演着双重角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反映了在当今社会中

“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已经被打破了。女性们都加强了自我价值的意识，且有了更

自由的选择。 

    年腊梅笔下女性形象折射出多元化的女性观。自古迄今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受到传

统礼教的种种约束，没有知识的下层女性还抱有传统的女性观念，无力挣脱悲惨命运的

束缚；知识女性则具有更自由解放的女性观，因而拥有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自主权。 

年腊梅在泰华文坛是独树一帜且成就斐然的作家，她以细腻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创作了丰富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不同阶层的女

性命运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热切的关注，年腊梅作品对下层女子的悲惨遭遇寄予深

切同情，表现出作者宽广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年腊梅,女性形象,双重角色,下层女性,女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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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作家年腊梅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已故泰华女作家年腊梅·歌诗里爱颂 （年腊梅是以她的泰文名拼音成中文名字）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出生于泰国曼谷，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病逝。中文名许静

华，广东饶平县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导致一家人生活陷于困顿。她从小失学，后

来之所以能阅读小说和写作文章，可以说是完全出自她的自学和自小受到喜欢讲故事的

母亲给她的熏陶。因此，十三四岁的年腊梅就深刻体会到世事的纷繁和世态的炎凉。可

贵的是，苦难的童年，困顿的生活并没有把她压垮，反而培养了她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

志，造成了她克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她从小就与文学结了缘，即使受到母亲的反

对，她还是拼命的读书和写作。她的文学创作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但是由于

不懈的努力，她的作品有幸得到了报社编辑的青睐。十四岁那年，她开始文学的尝试，

她第一篇习作《让位》在华文报的《少年园地》刊登了。 

 

小说中悲剧的女性形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泰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都是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当时

的社会状况很糟糕，在泰国的一些乡下地方，贫苦多孩子的家庭里，自己无法抚养孩子

的情况下，卖的卖，送的送，有的甚至忍心把孩子丢在马路边等着善良的人们来“检”

去抚养。为了生存，他们都纷纷地迁移到曼谷都市来求生，十几岁的小孩也要出来打

工，挣钱补家用。因此，在那段时期曼谷都市，这繁华的城市出现了许多童工、娼妓、

大流氓等等。这都是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在这样的令人厌恶的社会氛围中，

所以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弱肉强食的事件，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成了当时最普遍的受害

者。年腊梅的几部小说也就是对这个时代的真实反映。例如：《花街》里各种各样形式

的卖春女，《结花串的女孩》里卖花串的小女孩，《黑腊肠》里的童工等等等等。 

    年腊梅作品中的女性有着不同的类型，因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地

域。泰国可分为四大部分：中部、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各地区有着各地区有着不同的

社会、家庭、思想和文化背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习俗。各地居民也有着不同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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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肤色和性格。例如：北部的少数民族与缅甸的传统风俗习惯较相似，但在传统节日

和礼仪方面也有很大不同；东部、东北部跟老挝和柬埔塞是邻邦，也有不同于其他地区

的地方节日民俗；泰南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多数，也存在一些与其他地区迥然

不同的宗教习俗。泰国比较正宗的传统文化、民间习俗可以说都集中在中部。 

        一、社会背景 

要从泰国还处于奴隶社会的那个时代说起，也就是说在泰国五世王之前尚未废除奴

隶制度的时候，那时候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说牛马不如。无论在心灵上或在实际

生活中，她们都受到传统男权社会制度和男性“大男人主义”思想的残酷压迫，世世代

代地过着“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生活，因此葬送了多少女性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即使

是到了二战以后，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的命运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二、家庭背景   

年腊梅在《花街》里描写了一群下层妓女的形象，这群“卖春女”除了在肉体和精

神上备受摧残，过着忍泪吞声的日子之外，她们家里亲人对她们的悲惨遭遇不仅不给予

同情，还经常伸手跟她们索取血泪钱 。她因为生活的压迫，愿意出卖自己肉体，身不由

自，在一年一度的泰历新年“泼水节”也不能回乡探望亲人。 

在婚姻方面，父母亲从不会去想，有爱情的婚姻才会幸福，只知道女人们都是这样

在无爱婚姻中过一生，以为爱情不能当饭吃。那个时代女儿的终身大事大多还是父母亲

做主。“重男轻女”是旧社会的一种压迫女性的现象。 

      即使在这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她们也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和对未来光明前途的向

往。作者希望有一天她们能跳出火坑，摆脱苦海。做人父母唯一最怕的就是年老的时候

孩子都不在身边，尤其是丧偶的老年人，一个人无依无靠，有的过度想念孩子引起了老

人抑郁症，精神崩溃。目前泰国政府为了老年人的心身安康，生活舒适，在各处建设了

许多老年人的娱乐场所，希望能减轻老年人们的孤僻，使他们能过上幸福的晚年 

     三、思想观念  

在当时的思想观念，子女们凡事都要听从父母的命令，尤其是女儿的终身大事大多

还是父母亲做主，他们的观念就是“女大当嫁”，能嫁个大款女婿，不愁吃穿，那是最

好不过了，这样女儿就会终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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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腊梅以其充满感伤和哀婉情调的笔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既困惑又尖锐的问

题。小说中发生在无数女性身上的悲剧大多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的，作者通过许多悲剧

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出自己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的深切  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控

诉，以及她对爱情、对生活深刻思考。 

         年腊梅的作品大多是写社会里的小人物生活中的阴暗面和一些有钱人的丑恶行为。

通过这些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除了表示同情心以外，更为重要的是鼓舞这些生活在

低层的小人物勇敢的生活下去，无论多么的困难和无望，都不能失去生活的信心。由于

作者具有一颗善良、博爱和可贵的同情心，使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抱持着悲天悯

人的情怀。小说《花街》这篇作品描写的是当时住在挽甲必一带的一群卖春女郎，有租

妻、舞女、妓女和浴室女等等的不同的类型。她们都有不同的遭遇。故事里的人物都是

一些可怜不幸而心地善良的底层人物，她们不因为自己的职业低贱而变得心胸狭窄，自

私自利，反而有困难或碰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她们会一伸援手，她们不会雪上加霜、落井

下石或袖手旁观。作者喜欢这些有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女性们，她不愿看到故事里的人物

有着悲剧的下场。在作者的作品里，每一个人物的心地都是纯洁善良的，最终都能得到

好的结果。 在大多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为鼓舞生活在屈辱和贫困中的人们，为唤

起社会的良知，将她们的生活展现给世人，这体现了作者人道主义的思想。 

    研读年腊梅的小说我们可知，年腊梅不仅仅是一个热衷于写平凡生活和身边琐事的

平民作家，她同时也是一个关注社会矛盾，颇具批判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塑造的人

物形象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在年腊梅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就是蕴含着对社会的不

平等、性别歧视的强烈批判。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女性的尊严 

年腊梅作品里的悲剧性的女性，大都是因在经济上、生活上、社会上的缺陷或受到

财主欺压、剥削的一些没文化的妇女。她们不都是因为贪图享受而自投娼门，或好慕虚

荣愿意献身为妾。其实大多是为生活所迫，她们都活在恐惧，羞辱之中。在作者所有的

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篇小说是《花街》，故事里的每一个女主角都是因为环境

所迫，有的是受到一些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的坏男人的诱拐，才会走上“卖身”这条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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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腊梅作品中，女性如果不是以令人惊艳的美女形象出现，那就是以被污辱和被

损害的角色出现，以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来作为被同情被关注的对象。她们不能受教育、

不能平等竞争、遭受感情上的伤害，更糟糕的是有些还遭受着暴力和虐待。从古时代的

社会，男女结婚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女性就自然而然的变成生育后代的工具，且只重视

生男孩不重视生女孩，如果生不出男孩就会被淘汰或让丈夫另纳妾，这对于女性太不公

平了。 

二、女性的能力和智慧 

    至古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不少女强人。历史证明女性的能力和智慧不比男性差。到

了现代社会，女性更加强和巩固了在社会上的地位，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英国前

首相撒切尔夫人、丹麦首位女总理施密特和我们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等等等等。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是不会把成功或失败看得胜于一切的，而是能够站在人世间

的成败之上，以这种方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也可以说“智慧是觉悟人生”，“慈

悲为人，智慧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女人们也跟着发展。当今社会给女人们提供

了广阔的道路，让她们和男人们一样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一样共同面对激烈的竞

争。在生活当中，她们更是要面对着来自多重角色的压力，作为人妻，她们一下班回

到家就是一堆的家务等着她们，照顾好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作为人母亲，她们要以

温柔慈祥的笑脸面对孩子，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等等。目前有智慧且聪明能干的女

人成了男人的竞争对手，她们在社会上碰到种种难题，因而出现了多元化的女性形

象。她们要丢开女性弱不禁风的形象，以女性的柔来克男性的刚，她们巧妙地运用自

己的智慧和聪明能力来达到自己目标。  

年腊梅关注社会，批判对女性不公平的现象，为了鼓舞现实社会中更多与小说

中人物有着相同经历和命运的卑微人物坚定勇敢的活下去，以她们的悲剧来唤醒社会

的良知，使她们拥有更多生存的机会，更能发挥她们的智能，巩固在社会上的权利和

地位。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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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女性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保守的。女性被传统重重的包围着。做女儿的时

候，是在父母的管教和约束下，做了媳妇受到丈夫限制。在年腊梅理想的女性形象，在

现代的知识女性应该向社会突围、情感突围和文化突围，让她们从传统的概念界定中突

围出来。她们不应该永远受到传统礼教压制，社会的批判，而要逐渐自觉、清醒、接受

现实思想、认识到自由、平等以及解放自己的自由权力，这些都是空前尚未有过的现

象。她们最迫切的愿望是能摆脱女性长久以来的家庭角色身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

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并借此进入社会，实现由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换，表现出女性

反抗封建制度的勇敢与决绝。 

            到目前，我们发现女性若要下海闯江湖也得靠男性的帮助和自持，女性还是不能完

全摆脱家庭角色进入社会。 

         在旧社会的女性大多没文化，从小只能在家里学一些缝纫、女红以及当女工，最多

只能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所谓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笼罩着我们泰华妇

女日常生活的枷锁，因而影响着女性自身的发展和自身的解放争斗。在八九十年代，能

完全进入社会，能跟男性媲美的女性为数不多。在年腊梅作品中的女性，在当时社会的

角色大多只能是中等级，要攀高到大企业的大老板是难上加难。 

      在年腊梅作品中，讲述了在传统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男权中心意识的制

约。女性以温柔顺从为美德，形成了无知、无能的角色定位。可是到了今天，妇女解放

运动开始打破性别不平等的局面，女性自发思索和力求确定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和地

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更开阔的眼界的知识女性更提出了参与社会事务，努力实现

自我的要求。 

      生育活动和家务活动，是女性一生最主要的两种劳动，被社会视为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无偿性的劳动，使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女性无成就感”。在人一生中的黄金

时期，男性们已经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女性们则把这段时间奉献给了家庭、丈

夫和孩子。女性往往因为没有时间充实、完善自己，造成体力的透支和精神的缺氧。所

以说，即使文明社会的今天，男女之间还是处于不平等的趋势。 

贤妻良母是形容女子的贤淑，既是丈夫的好妻子，又是子女的好母亲。是社会普通

家庭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旧社会的妇女，一旦出嫁了就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不允许离婚或改嫁，否则，会被社会嘲笑和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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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五十年代，旧社会的女性大多没受过教育，因为是“重男轻女”，形成“女大

当嫁”的习俗，女儿从生出来就有一连串的家务等着她们，到十五六岁就得出嫁，到了

婆家更不用说了，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她一 人全包，整天忙得透不过气。在贫困的家庭

里，子女多，十来岁的小女孩就得出外工作，挣钱补贴家用。 

         勤劳对于妇女们来说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习惯了。一天不工作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乐

趣似的。虽然她们每天赚的钱不多，有些时候会吃不饱睡不好，但还是能补贴家用维持

生活的情况下，她们也是心满意足的。有些生活比较幸福的妇女，丈夫老实能干，家里

一切开销都不成问题，作为妻子，也不会整天无所事事，也尽其所能挣一些外快来补贴

家用，自己也可以有一些零用钱。所以说自古以来勤劳和女性是分不开的。 

在年腊梅的小说集和散文集里也描写了不少女性丑恶的行为，也就是恶性的一面。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段时间，正是二战结束的阶段，也是各国正处于战后的阶

段。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的社会，使得许多人民，尤其是女性，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亲

朋好友，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 

        年腊梅的作品能把故事里人物形象描写得非常生动、细腻、多姿多彩、反映了当时

金钱能买通一切的真实生活，且带有抒情的模式，让读者深深的感受到故事里每个角

色，真正理解每个角色的正面和负面。她的作品充满着生命力，曲折生动，富有可读

性，能引人入胜，把泰华文坛点缀得更加丰富多彩。 

        女性双重角色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上、社会上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现代新社会扮

演着双重角色的女性为数占多，单独在家料理家务的反而罕见。但女性在扮演双重角色

的同时也会发生难免的矛盾，那要如何处理好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那是一

件摆在每一位知识女性面前而必须妥善加以解决的大事儿，它不仅对知识女性在社会的

地位和家庭的幸福有着重要的关系，且对社会安定团结和妇女发展也有着相当大的影

响。实际上，在社会从观念到行为都未能将两性平衡对待，知识女性更需时时抵挡来自

外界的压力，包括各种人为设置的障碍，众多知识女性在内外交困中难免顾此失彼。在

这先进平等的社会里，仍不少人认为，男性以事业为主，女性主要以家庭为主。     

     在年腊梅的理想的女性是，即能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家里也有说话的权力。能自

立、自强、自信，能走上社会的舞台，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是她

美好的愿景。这一理想肯定了她们性格中寻求独立的精神、解放的勇气，同时又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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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上追求享乐，行为上放纵的倾向。可是女性对于这种双重的负

担往往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也因为男性们害怕女性出成就，他们不愿让女性的光辉盖过

自己“大男人主义”的虚荣心。因种种因素，使得女性无法真正的步入社会，只能是

“候选人”，因而造成了一种错觉，加深了“女性终究不如男性”的印象。 

        角色，由于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的差别，就已经注定他们永远不会有平等，女人能

够生育，男人就不能；男人能够干重体力活，这就不是所有女人能够做到。但是女人在

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和家庭的生活上各个方面应该享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和

待遇。然而，事实上要排除一些夫权思想严重的男人，比如：限制妻子参加社会活动；

不愿共同分担家务；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任意打骂或虐待；有着严重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等等。 

        

 

小说中多元化视角下的女性观的变化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礼教。据说，从汉朝时期就已经有一些中国人迁移到泰国来

了，从那时候泰国也就受到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 

    女性是苦难的代表，是社会金字塔结构中被压迫的最底层。传统礼教也就是封建道

德体系下的礼教，它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都是为王权和贵族服务的，是一把禁锢在劳动

人民身上的枷锁。旧时代的中国妇女上敬父母，下爱子女，有着贤妻良母，相夫教子，

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也就是所谓的“三从四德”。三从是指：未嫁从父，

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德”指的是：女子的品德；

“容”指的是：相貌，要端庄稳重，不要轻浮随便；“言”要有理解能力，谈吐高雅；

“功”是能料理好家庭，会做女红针线活。“三从四德”的本质就是压迫女性，所有对

女性的要求都是服务男权社会的。“裹小脚”也是用来约束女性的一种传统礼教。“裹

小脚”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成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它成为中

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女人脚根据大小来细分贵贱美丑，脚愈小愈受欢迎，

以三寸之内者为金莲；四寸之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因裹小脚使女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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婀娜多姿、摇曳妩媚，其目的仍然是以女人的身体痛苦取悦男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

礼教都是用来约束女性的，她们没有自身价值，只能依附于男人。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礼教使得女性在精神上受欺压、受歧视，肉体上受虐待。一旦到

了新中国，新社会，自人民解放的那天，中国妇女才开始真正摆脱了旧社会传统礼教的

禁锢，从此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而此时的女性打破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走

向了妇女解放的新途。 

    新中国的成立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勃兴，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推至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高度，但是，片面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的同时又使女性的发展陷入

新的困境。这些转变，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也是媒体新闻理念变

化的结果，同时还与社会的妇女观念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今社会有人希望恢复旧礼教来挽救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是用传统礼教来拯救现

代社会道德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让社会道德伦理问题更尖锐和恶化。由于一系

列的问题存在，女性的媒体形象被边缘化和扭曲，与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相去甚远。

尤其在娱乐化时代的当下，女性的话语权被不同程度地剥夺，女性的身份被刻板成见

所困扰，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刻意地降低，女性形象的识别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从行为上来观看现代女性的歧途，现代女性不仅要求得到男性向往的几乎每一样

东西———成功、权力、金钱、爱情、婚姻、地位等等。随着生活条件不断地提高，

同时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享受起奢侈的玩具，例如：电脑、手机、装饰品……。因

而使得女性们控制不了自己的需求，尽可能挣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不惜一切代价来

弥补自己的缺陷，自古以来女性的传统美德已全抛到脑后了。 

   在中国和泰国的古代社会中，男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只能顺从。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要件，这就是所谓的“包办婚姻”，包办婚姻随着私有

制和 “一夫一妻制” 的确立而产生，长期盛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并往往和买

卖婚姻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就是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特别是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

桎梏。 

        包办婚姻，又称不自主婚姻。它指的是并非由结婚者来决定的婚姻。是第三者(包

括父母亲)违反婚姻自主的原则，包办他人婚姻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对婚姻自由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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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与破坏。在中国，为宪法和婚姻法所禁止，在法律上，中国《婚姻法》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婚姻法还规定，包办、买卖

的婚姻都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受害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

销婚姻。包办婚姻的各种形式，包括娶童养媳、包办寡妇婚姻、转亲、换亲等，都是

违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自主婚姻和包办婚姻的界限，以结婚是否出于当事人的意

愿为根据。 1919 年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婚姻自由。1950 年大陆实行《新婚姻

法》，禁止包办婚姻。 

        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泰华女作家作品中，年腊梅的作品独树一帜。我们

从中了解了当时泰华家庭里，对于儿女们的婚姻的思想观念、物质需求和风俗习惯等

等。当时的家庭中还是比较传统的，并且还很保守。 

 

 

结语 

    年腊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式走上她的写作生涯，那时候国家局势正处于动荡，战

后社会正处在混乱的局面。年腊梅的作品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底层女性的生活

遭遇，她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如实地描绘，真切地表达了她的感受和见解。她通

过塑造人物形象来揭露当时的丑恶的社会现实。 

她擅长运用白描手法进行写实性创作，就以她的作品《黑腊肠》的一些人物形象反

映出当时“吃人”的社会，还表达了那个时代多妻多妾现象的不满，对那种始乱终弃和

以钱来解决自己罪行的男性形象感到厌恶。《黑腊肠》里的江利金是小说塑造的非常典

型的人物形象。作者把江利金塑造成一个禽兽不如的社会败类，故事里的女性都是他的

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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