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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的价值取向
——— 《何以笙箫默》与 《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研究

韩　冷

［摘　要］从中国现代戏剧的萌芽到当代的大众文化，中国叙事文学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滋养。莎
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中国当代的网络小说 《何以笙箫默》之间，内在情节结构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中可以管窥莎士比亚戏剧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莎士比亚戏剧深刻反

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现实，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一个塑造女性形象的大师，他开创了塑造女性形象的新境界。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影响主要

是通过 “莎士比亚化”这一审美原则发生作用的。然而遗憾的是，《何以笙箫默》并没有继承莎翁积

极的人文主义理想，而是在其中灌输了陈腐的父权观念。网络文学虽然有脱离现实故意编造的痕迹，但

是它迎合大众文化的内在需求的同时，却委婉地表达了年轻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经济独立的内在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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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莎士比亚戏剧对中国叙事文学的深远影响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和作家，几百年来，他的戏剧被翻译成各种文字，

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莎翁是近代最早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学影响最深远的外国作家之一。他

的作品对我国的文学评论、现代戏剧和新诗均产生了极大影响。

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戏剧从萌芽期开始，就一直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滋养，中国现代戏
剧的主要奠基人曹禺、田汉、郭沫若、老舍、熊佛西、余上沅、白薇等人的创作都深受其影

响。①１９０４年，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了 《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林纾甚至还为每个篇目都起

了中国传奇式的名字，其中 《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译为 《铸情》。郭沫若在 《我的童年》中指

出，林琴南翻译的 《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无形之间给了他很大的影

响。②另外，此时赴国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辜鸿铭、陈寅恪、吴宓、李叔同、苏曼殊以及丰子恺

等人都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很感兴趣。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莎剧登上了中国文明戏的舞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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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文化较早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接连上演了２０多部改编自莎剧的作品。１９２１年田汉在
《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了 《哈姆雷特》的译文，这是用散文翻译的最早的莎士比亚中译本。③

１９２４年田汉又出版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１９２８年邓以蛰将 《罗米欧与朱丽叶》翻译为 《若邈

久袅新弹词》。④１９３０年，胡适就任由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一职，他有一个很大的翻译计划，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便是其中一项。其中，真正系统地、有

计划地译介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是从梁实秋开始的，这个编译委员会的成果陆续交由商务印书馆

印行。曹未风是我国有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最早的文学家之一，他从１９３１年起就开始翻译莎
士亚戏剧作品。１９３２年徐志摩翻译的 《柔密欧与朱丽叶》片断发表在的 《诗刊》和 《新月》

上。⑤１９４４年，曹禺翻译的 《柔密欧与朱丽叶》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⑥建国初期，莎翁在

中国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繁荣。建国１０周年的时候，莎剧译作的发行量达到５０多万册，还有大
批的莎评发表。１９７８年，中文版的 《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在延误１５年后面世。１９８６年，首届
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进入到２１世纪后，霍建起导演的 《情人结》，被

誉为中国现代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⑦总之，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娱乐，莎士比亚戏剧已经

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二、内在结构的转换性使用

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

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

前者最好的例子是但丁，而后者最好的例子就是莎士比亚。１９５９年，莎翁创作完成了 《罗密欧

与朱丽叶》，作品描绘了一段发生在１５世纪意大利的悲剧爱情故事。而 《何以笙箫默》则由中

国当代作家顾漫于２００３年在晋江原创网上连载，并于２００５年因为此文一举成名，作品叙写了一
段发生在中国当代由校园及都市的爱情故事。虽然它们一个是来自英国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一

个是来自中国当代的网络小说，但是它们之间的内在情节结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中可以管

窥莎士比亚戏剧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过去的东西依然像幽灵一般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

活，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影响当代艺术的幽灵。

首先，这两个作品都是相爱男女的家族有仇恨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凯普莱

特家族与蒙太古家族素来有仇，经常发生械斗。在械斗中，朱丽叶的表兄提伯
)

特杀死了罗密欧

的朋友莫枯修，罗密欧又杀死了提伯尔特，然而，蒙太古家族的罗密欧却与凯普莱特家族的朱丽

叶相爱成婚。

《何以笙箫默》中，何以琛的父亲向银行贷款投资房地产，楼房建到一半儿，银行由于信贷

政策的调整，要提早收回资金。当时的赵默笙父亲正是银行行长，何父找他寻求帮助，赵父答应

帮忙，然而就没有了下文。何父 “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贷款没有续期，活动经费也打了水漂

儿。建筑商和材料商上门讨债，何父在躲避中，不慎从烂尾楼上失足坠落，当场死亡。何母原本

身体就不好，听闻噩耗停止服药，也很快离世。当时的何以琛只有１０岁，由邻居收养。何以琛
和赵默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相爱，当赵默笙的父亲去找何以琛，并希望资助他们两人一起出国

后，何以琛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仇人的女儿，他愤怒地向赵默笙提出分手，赵默笙在父亲的安排

下伤心出国，何以琛虽然后悔自己的鲁莽，但却已经失去了赵默笙的任何消息。赵默笙回国后，

与何以琛偶遇，两个人经历一番纠葛，发现彼此仍然深爱对方，并且迅速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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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个作品都有男女主人公背着家族私定终身的情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

与朱丽叶在知道家族仇恨的情况下，私定终身。颇具先锋意味的地方在于，结婚的建议是由朱丽

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偷偷在神父的见证下缔结婚约，并且度过了夫妻之实的浪漫一夜。

在 《何以笙箫默》中，作者将故事设计成，何以琛父母双亡，他没有告知养父母而私自与

赵默笙完婚。赵默笙的父亲由于贪污入狱，在狱中自杀，而母亲与赵父感情不和，与赵默笙从来

就不亲近，当赵默笙出国后，她们就彻底断了联系，所以从客观上来说，赵默笙也没有办法将自

己的婚讯通知父母。这个情节的设置与 《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不是刻意为

之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为了这个相似的情节，作者特意将赵母设计成与赵父感情破裂，母亲素

来就不喜欢女儿，也未免不近情理。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婚姻自由的国家，如果赵母与赵父两人感

情不合，随时可以选择离婚，没有必要非要拖到赵父锒铛入狱才决断，而且赵父事业有成，再找

也易，既然是赵母不愿意，离婚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赵父入狱后为了不牵连赵母，迅速

与其离婚，可见他还是很爱妻子的。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深爱着不爱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却迟

迟不提出离婚，这情节也让人很难理解。一般夫妻不和，都是丈夫闹离婚，妻子不同意离婚，在

小说里，这个情节的设置相当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绝大多数女性之所以委屈在一段不幸的婚

姻中，基本上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既然赵母根本就不爱赵父也不爱赵默笙，又何来

如此迁就呢？一个２０岁的女孩儿，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得知父亲因犯罪而暴亡的消息，这将是
多么无助的一种状况，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赵母毅然切断了与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的联系，这

也未免太过狠毒了，与丈夫没有感情何以迁怒女儿？孩子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况且，母女之爱在

任何一个国度都是女性舐犊情深的本能，然而赵母竟然没有这个本能，这个情节完全解释不通，

不得不让人怀疑，作者根本就是，为了迎合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私定终身的情节模式，而故

意如此牵强设定的。而且，赵母之前如此冷漠，但是当得知何以琛与赵默笙结婚后，却又非常担

忧赵默笙的状况，这根本就前后矛盾，情节何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没有足够的铺垫。相比之

下，被网络诟骂的 《何以笙箫默》电影版的改编倒是合理许多。在电影版中，赵母被设定成后

母，这样她与赵默笙疏远就是比较能让人信服的情节设置，而且后母在赵父出事，赵默笙出国

后，切断了一切与她的联系，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赵默笙，希望她在国外用他父亲贪污的钱财好好

生活，不希望中国公安找到她的踪迹，这样的情节设置也合理很多，足见改编比原作略胜一筹。

再次，悲剧发生后，家族仇恨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渐深的情节也是相似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中，朱丽叶的表兄被罗密欧杀死后，朱丽叶的母亲曾经对朱丽叶说，家族将派人偷偷用毒

药将罗密欧杀死。而 《何以笙箫默》中，何以琛的养母，看着电视里赵父做了市长，也曾经对

何以琛说，仇人终有遭到报应的一天。

而实际上，在 《何以笙箫默》中，这个家仇情节的设置也是颇为牵强的。何父完全是由于

自己生意失败而死亡，本质上与赵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赵父有错也是收礼不办事的错，然而银

行规定已出，他没有违规续期，也是讲究原则的行为。况且没钱继续建房，把地皮转手倒卖也是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就会落得被逼债而死的下场？楼都没建成，何父也不可能在烂尾楼里办

公啊，他怎么可能失足在烂尾楼里身亡？这些情节设置都不合理，作者创作严重缺乏生活基础，

逻辑构思非常混乱。

还有，两部作品 “二男二女”的婚恋模式也很相似。《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之前深

爱着另一位小姐，而这位小姐立下了终身守贞的誓言，当罗密欧在聚会上第一次见到朱丽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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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刻爱上了朱丽叶，并认识到这才是自己的真爱。朱丽叶被父母许配给帕里斯，而这之前朱

丽叶已经与罗密欧秘密成婚。

《何以笙箫默》中，赵默笙在美国期间为了帮助邻居，与应晖假结婚，邻居出狱后，赵方才

与应晖离婚，当她与何以琛再次相遇后，又与何以琛迅速结婚。在此之前，何以琛一直被养父家

的女儿何以玫深爱着。所以，两个作品在情节结构上，都是 “二男二女”模式。而且两位男士

都非常爱慕女主角，女方都有两次婚约。除了男主角之外的另外一位男士也都非常优秀。帕里斯

伯爵有学识有家势，年轻英俊；应晖则是硅谷白手起家的网络新贵，成熟英俊。

最后，家族仇恨终致和解的情节结构也非常相似。《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因杀人被

放逐，朱丽叶按照神父的指示，喝下毒药假死，等待罗密欧来墓地将其接走。然而，由于神父的

差人并未送出消息，罗密欧又从仆人那里得知爱人已死的消息，他决定前往墓地喝下毒药与爱人

共登极乐世界。罗密欧在墓地遭遇帕里斯，决斗中将其杀死，然后饮鸩而亡。此时，朱丽叶药力

已过，从梦中醒来，发现爱人已死，也殉情而亡。这件事彻底震撼了两个家族，两个家族决定从

此彻底和解，不再仇恨。《何以笙箫默》中，何以琛也明确回复赵母，他将忘记家族仇恨，与赵

默笙幸福生活下去。两个作品和解的情节相似，只是在中国的网络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殉

情，悲剧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毕竟现代观众无法接受悲剧的情感打击。

三、父权阴影的大众文化渗入

莎士比亚戏剧深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现实，凭借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巧的故事

情节和明快的语言风格，尖锐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社会丑恶，以及造成的人性异

化和扭曲，展现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新兴价值观念的热烈期盼，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

和社会意义。⑧

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塑造女性形象的大师，他开创了塑造女性形象的新境界。

他强调女性自身的才智和力量，主张女性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反对天主教的禁欲思想，反

对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霞，在封建淫威面前，毫不畏惧，傲然挺立，坚

定执着地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反抗父权压迫，对封建礼教、法律和王公表示了极大的

蔑视和嘲讽。《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采取有效行动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为寻求真爱而违背

了父亲 “三匣择婚”的遗愿。《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在争取人格独立、幸福权利以及人与人

之间平等关系的斗争中，显示出忘我无私、坚贞不渝的品格。这些作品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

生活的热爱，反应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朝气蓬勃、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⑨

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莎士比亚化”这一审美原则发生作用的。

１９３４年，茅盾以 “味名”为笔名发表了 《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指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

现实主义者，并第一次介绍了 “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

戏剧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莎士比亚化要求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现实，要

求通过对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真实描绘，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⑩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社会实践性特征。无论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明新戏、社会写实剧，还是创造社、南国社的浪漫主义戏剧，或者抗战时

期的无产阶级戏剧，都非常强调戏剧的时代性和斗争性。因此，中国戏剧的 “莎士比亚化”进

程，与当时中国社会对以现实主义思潮为主体的外来戏剧的优先接纳有关。而南开新剧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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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剧正》对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戏剧通过写实主义和启蒙主题确立

“莎士比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戏剧 “莎士比亚化”进程的主题，主要

在于表达新时期的爱情、婚姻、伦理等方面的民主主义价值倾向。郭沫若的 《三个叛逆的女

性》、田汉的 《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 《泼妇》、熊佛西的 《一片爱国心》、汪仲贤的 《好儿

子》和胡适的 《终身大事》等社会问题剧大量出现，标志着以启蒙主题为内涵的中国现代戏剧

的 “莎士比亚化”进程已经提上日程。瑏瑡

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中国更擅长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传递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

站在莎翁的立场来表达他的观点。莎士比亚已经不止是莎士比亚，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信

号，是你可以把很多东西放进去的一个容器。可以说，每一次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既包含着

中国人对莎翁的理解，也包含着作家对时代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何以笙箫默》并没有继承

莎翁积极的人文主义理想，而是在其中灌输了陈腐的父权观念。大部分网络文学的研究者，来自

文艺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甚少，关于网络文学的整体研究偏重理论，而对作家和

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很少，希望笔者的这篇小文能给网络文学个案研究带来一定的突破。

互联网为文学营造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网络小说是指，由网民

创作，在互联网首发和传播，供网民欣赏和参与的文学作品。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但是网络

文学却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美国甚至出现了专门分享中国网络小说的网站，中国网络文学作为一

支新生的文学力量扮演着文化输出软实力的作用。网络小说是资本驱动下的商业利润的产物，是

大众文化的表征。码字赚钱的网络文学作家非常明确，创作网络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住读者，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付费订阅，心甘情愿地填满作者的荷包。大众文化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

大工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电子传媒为介质，以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和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

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形态。最初的网络文学创作源于作家自由表达的强烈热望，然而随着商业

利益的不断介入，网络写手不得不在媚俗、悬疑、惊悚、情色和搞笑上大下功夫，网络文学逐渐

变得缺少个性，千篇一律。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作性为目的的，

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发展的悖论。当下网络小说

写手数量庞大，小说的完本数量每天都在刷新，可是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中却是难觅佳作，甚至

是排行榜上的前位作品都缺乏广度和深度。文学在轻松之外，有时也需要沉重，也需要尖锐的心

灵撞击，需要深度和精美。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往往存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对抗性之中，

文学常常不甘成为现实的歌颂者与拥护者，而是扮演一种诋毁者与摧毁者形象。正如尼采所言，

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这使文学获得了一种独立性，表现出一种风骨

和硬度。

各大网络小说的网站都有一些热门标签，这些标签赤裸裸地展示着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的感

官刺激，“巧取”、“总裁”、“豪门”、“高干”和 “虐恋”等等即是常见的标签，从中不难看出，

金钱、权力和欲望是网络小说的基本主题，拜金主义、暴力崇尚以及男权思想是其宣扬的主要价

值观。以２０１５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网络小说用户以２０－３９岁以下为主，覆盖了７成以上的
网络用户，本科专科高中学历为主要人群，其中本科人群高达４６２

*

，未婚人士占５８８％，女
性言情类文学作品，基本以年轻女性用户为主。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主要阅读群体，是课业繁

重的高中生，精力过剩的大学生，刚进入社会不久寻求压力释放的年轻人，他们选择网络小说的

主要动机都是为了娱乐休闲，过于严肃高蹈的主题难以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感。大众文化是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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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相区别的，同时与传统农业经济下的民间文化也有差别，商业

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读者缺少某种情感，就会去欣赏能够提供某种情

感体验的类型小说，在幻想中代入，以至于融合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体验，特别是高峰体验，以达

到心理的补偿与平衡，产生愉悦感，恢复积极的心态，这种生命的本能，也使文艺作品发挥其各

种功用成为可能。瑏瑢

小说类型的形成，通常表现为一些作品对某些具有深远影响作品的靠近，其中重复的因素逐

渐成为一种写作 “定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能够突出地呈现某些情感体验，有效调动读者阅读

的心理预期和情感参与，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人类的行为是由欲望所控制的，欲望得到满足就

会快乐，欲望受到抑制就会寻求心理补偿与痛楚释放。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追求权力、金钱和爱

情这些人类基本愿望的满足，是网络小说的主题，因为这些愿望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繁衍至

关重要，也是人类最容易匮乏的目标。瑏瑣

《何以笙箫默》类型的网络爱情小说，以年轻女性为主要的阅读群体，具体说来就是高中大

学和涉世未深的女性为主要读者群，《何以笙箫默》实际上也就是 “霸道总裁爱上我”类型的情

感小说。以 《何以笙箫默》为代表的网络言情小说，不断地重复 “男强女弱”的权利结构模式，

以及 “凤求凰”的两性叙事模式。从中可以看出，８０后女性作家审美风格的雷同。男生是事业
型男，女生是花痴傻白甜，这样的创作思路，完全是男尊女卑的男权遗风在作祟，阴魂不散的父

权思维支配着女性作家的创作。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女儿，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

由去飞翔。这种网络文化倾向的形成，既受中国传统宗法制的父权文化的影响，也受当下日韩电

视剧的文化输入的影响。在日韩，直男癌更普遍，儒家伦理和日韩资本主义非常融合。西方互文

性理论认为，这是文学的自我临摹，文学主要的参照范畴是文学，文本在这一范畴内部互动，就

像更广泛的艺术之间的互动一样。文学话语独立于现实之外，在它的自我参照之下，文学把文学

看成是自己临摹的对象。瑏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何以笙箫默》这个作品还传达了歧视离婚女性的思想，渗透着离婚

女性不洁观。婚姻是女性的一种经历，它本质上与性经验、恋爱过程无差异，只是更加庄重地履

行了婚约而已，婚姻失败的女性与婚姻失败的男性一样，永远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这种不洁观，

其实是宗法制下处女情结的变体。

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女性群体一方面充满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却前所未有地陷入困境。从

传统文化一路走来的中国大众文化从来就没有摆脱过父权社会的阴影，它代表男性利益，反对女

性权益，隐瞒歪曲现实的社会性别关系。大众文化不断地向女性输出，金钱和权力的世界是由男

性主宰的世界，女性想要分享金钱和权力，就必须服从男性的控制，甚至是虐待，越是驯顺，男

性越是喜欢。大众文化强化了父权权威和性别形象的刻板印象。甚至像 《何以笙箫默》这样的

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无法令人乐观，女性永远是被利用和拯救的对象，女性作者连同男权文

化一起强化了女性的愚蠢与懦弱，甚至只有这种可怜状儿的女性，才能博得男性的一丝垂爱，这

种本质上的男尊女卑思想已经沉淀在这些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中，甚至已经成为广大女性自觉接受

并有意遵从的基本准则。女性作者提不出自己的精神追求，她意识不到自己被看的命运，从而成

为男权社会大众文化的同谋，这才是真正的悲哀。这个社会一切的娱乐、权力、经济和交往，将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直男的男权主义作为中心。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归根到底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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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权文化就是通过这种歪理邪说的精神奴役，潜移默化地剥夺了女性权利。男性通过对女性

心理结构的 “殖民化”而使女性心甘情愿地成为永远听命于男性的第二性。当文化的、压迫的、

歧视的表述被彻底破除的时候，女人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大众

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

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吹响振聋发聩的号角，但

却依然生机勃勃。网络文学虽然有脱离现实故意编造的痕迹，但是它迎合大众文化的内在需求，

却委婉地表达了年轻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经济独立的内在焦虑，或者说在心里上缺乏完全自立的安

全感，文学表达的所有幻想都是现实焦虑的真实折射，反映出初入社会的年轻女性对于世事艰难

的畏惧，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悲观主义态度。比如，随着耽美小说的出现，如果男人都开始爱男

人了，那么女人也只能去其他时代找男朋友了，于是穿越小说，缓解了网络文学内在的性别焦

虑。同时，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性的东西注定成为寻找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现代祛魅的工业主义和官僚主义只是一个牢笼，受陷于其中的人们无望地失去它们的个体价值，

在这种文化里，除了对金钱的追求外，没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瑏瑥

女性文学作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让女性问题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关怀，努力寻找

女性价值的积极意义，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对话式的视角面对男权文化，树立

非分庭抗礼式的超越性别的写作范式，确定男性与女性都是伟大的基本认识，促进两性的真正平

等，实现女性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双赢。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深奥的学术课题，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学术探索之一。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最朴素的一对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世界，共同繁衍

生命。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两性之间是合作与探讨的关系，而不是入侵与伤害的关系，

当两性之间真正实现了不同体位的文化对话，而不仅仅是传教士的压抑与沉重，平等才真正意义

上诞生了。男女的差异应该不再是压迫和霸权的借口，而是各自优势相互吸引的磁石。两性之间

不应该是对峙分裂、冰火不容，也不应该是厮杀不休、两败俱伤，而应该是和谐共生、相濡以

沫，更应该是彼此欣赏、相互滋养，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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