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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之軀與雌雄之體：表達與對抗之途
———嚴歌苓、李碧華的白蛇傳說重述

羅　 靚　 王桂妹

［提　 要］ 　 嚴歌苓 1990 年代末創作於海外的中篇小說《白蛇》和李碧華 1980 年代末創作於香港的

長篇小說《青蛇》，皆為當代女作家對白蛇傳說的重要重述，並在參照閱讀中構成了有趣的互文。 李

碧華筆下叛逆的青蛇，以放縱的“亂舞”張揚着越界的慾望和無政府主義的衝動，而青蛇通過身體書

寫所表達出的反抗性正是 1980 年代充滿活力的香港文化和女作家自身的生動寫照。 嚴歌苓則是

通過舞者白蛇和帶有雌雄同體意味的女粉絲青蛇從 195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的錯綜複雜關係，展
現了階級政治和性別越界之間的緊張與消解。 兩部小說通過舞蹈與書寫、文本與身體，構成了慾望

表達、自我發現和心靈治愈的創造性敘事。 而小說《白蛇》和《青蛇》對身體越界與性別政治的凸

顯，又分別指向了大陸、香港、及海外白蛇傳說重述的“後社會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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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傳說中的白蛇和青蛇是迷人的女妖，她們不但以獨特的風采長居於民間想象與文人書寫

的中心，而且以混合體的巨大潛能成為當代文學、藝術、媒介傳達現代觀念的強大載體。 舞台上的

白蛇表演，是白蛇傳說總譜中豐富多彩的譜系之一。 一方面，白蛇借助表演者道成肉身、現身人間；
另一方面，演員也借白蛇的神奇力量，在舞台上光彩照人。 那些飾演白蛇的女演員或男演員們全身

心地投入表演、化身為白蛇，在演繹出舞台上精彩白蛇的同時也在現實中獲得了名譽和財富。 當

然，也有人因扮演妖嬈蛇女而遭受羞辱與迫害。 作為蛇女，她（他）們既是危險而誘人的生物、美女

與蛇的混合體的化身，又常常代表著大膽勇敢的時代“新女性”，卻也往往難逃“美女蛇”的惡意想

象和人身侵害。
1950 年代以來，中國普通話區域以及多達十幾種方言區，出現了眾多才華橫溢，以飾演白蛇而

聲名遠播的演員們。 其中一位女演員，以高度實驗性的混合體風格把川劇和西方芭蕾結合在一起，
賦予白蛇絕妙的身姿，成為嚴歌苓中篇小說《白蛇》（1998 年）的女主人公，並在 1950 ~ 1980 年代的

時代浪潮中沉浮，經歷著身心的煉獄。 本文將從 1980 年代及後文革視角重新審視這一特殊時期，
以及嚴歌苓對白蛇的重述。 嚴歌苓小說中白蛇的同伴———青蛇，與香港女作家李碧華小說《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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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青蛇革命性的重塑遙相呼應。 李碧華的這部小說創作並修改於 1980 年代中晚期至 1990 年代

初期的香港，廣受青睞，1993 年由徐克導演改編成粵語電影搬上銀幕，20 年後更由田沁鑫改編成普

通話版戲劇走上舞台。 比較出身大陸身處海外的嚴歌苓和以香港為根基的李碧華這兩位當代女作

家對白蛇傳說的重述，以及由此構成的獨特抵抗方式，便是本文的闡釋重點。

一、青蛇之舞：慾望表達與規則破壞

1980 年代以來的白蛇傳說重述，借助新時代的思想動力和新興的理論支撐，為富有創造力的

藝術家們提供了抵抗男權主義、異性戀和獨裁主義的路徑，並使之與以往大陸的社會主義、香港的

殖民時代和現在的“後社會主義”、“後殖民”時代以及可預測到的將來，達成了一種對話。 以嚴歌

苓和李碧華為代表，她們的白蛇重述更是通過語言和身體語言的方式表達出獨特的政治潛能和情

感力量。 具體而言，這兩位女作家筆下的白蛇和青蛇，通過書寫和舞蹈，文本和身體，構成了表達慾

望與對抗現實的方式。
西方的諸多理論都認為寫作高於舞蹈，並把舞蹈納入到以寫作為基礎的框架中。 例如吉姆勒

·L.拉莫特（Kimerer L. LaMothe）即在《舞蹈和寫作之間》（ Between Dancing and Writing ）一書中追

蹤了宗教研究領域“偏愛言語媒介，認為言語實踐勝於其它宗教交流方式的傾向”，以及在此框架

中“有節奏的身體動作只能呈現為米歇爾·福柯所說的‘屈從的知識’”。 她指出，即便那些能夠認

識到這個問題的人，也往往不自覺地強化這種等級結構，而認定寫作高於舞蹈、文本高於身體。 這

種過度依賴寫作實踐，以之為“榜樣、比喻、學術範式”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幾乎無處不在。①這種情

況實際也存在於中國傳統的某些音樂和文學理論中，舞蹈被視為音樂外在之“容”，而語言（抒情的

表達方式）則是音樂之“心”。②

自 1980 年代初，一種“寫作”與“舞蹈”的“跨媒介”形式受到著名美國後現代舞者肯內特·金

（Kenneth King）的青睞。 他強調，書寫和舞蹈之間是一種互惠作用，是“不僅激發了身體，同時也促

進了語言的協同共生的‘雙向運動’”。③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更認為“舞蹈是靈魂的隱秘

語言”。④在精神分析學領域，女性身體的運動則被用來獲取她們的心理狀態。 而表達藝術治療領

域的興起則是通過探索舞蹈將如何“成為人們治愈心靈、增進與他人關係、促進心理健康的有益方

式”。⑤實際上，《詩經》中早就描述了語言與舞蹈的內在關聯，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⑥而舞蹈藝術和書法在

中國藝術和美學起源上的一致性和一體化，也使得在中國乃至東亞的語境中，文本代表肉體存在的

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而文本與身體的關係也愈發緊密。⑦這些中外理論，都將成為我們解讀嚴歌苓

和李碧華筆下白蛇與青蛇的密鑰。
正如達里婭·哈爾普林（Daria Halpin）所說，“我們的身體容納著我們的人生故事”，“通過身

體的運動，我們可以抵達和激活我們生命體驗的所有篇章”。⑧嚴歌苓的小說和小說中的白蛇，正是

創造性地把寫作和舞蹈作為身份形成和轉換的關鍵隱喻，提供了在文革語境中和當代中國生活狀

態下，有關性別、書寫、身體的創造性與對抗性敘事，展現了神話傳說所具有的重塑現實的潛能。
《白蛇》是關於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身著異性服裝的女粉絲和以飾演白蛇而聞名的女演員之間

帶同性戀情愫的故事。 女性同性戀、人蛇混合體、以表現性吸引力著稱的舞者之軀，以上種種，在時

代政治環境中都完全有理由被視為可疑和可棄。 這位白蛇舞者正處於這樣的境遇。 在舞台上，她
是受到追捧的華美白蛇，在台下卻是遭到歧視和迫害的“破鞋”。 這位虛構的白蛇舞者的命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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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演”塑造“生活”的精彩寓言。
從根本上看，嚴歌苓《白蛇》中的女粉絲在故事現實中充當了青蛇的角色。 在白蛇傳說的某些

版本中，青蛇原本是男性，在和白蛇交戰之前原想和白蛇結婚，最終戰敗而被迫變身為女僕。⑨青蛇

的男性身份在當代中外白蛇傳說版本中繼續得到了演繹。 2011 年獲得普利策獎的英文歌劇《白蛇

夫人》（ Madame White Snake ）就以男聲女高音來詮釋青蛇的角色。 在嚴歌苓的小說中，這位認同

於青蛇的女粉絲則是假扮男性，每天去探望在文革期間被監禁的白蛇舞者。 這些日日的探望，仿佛

成為帶雌雄同體意味的青蛇粉絲和有人蛇混合體意味的白蛇舞者長達月餘的相互療治的過程。 在

此，李碧華《青蛇》中的第一主人公青蛇與嚴歌苓《白蛇》中的人物不但構成互文，也成為深度破譯

嚴歌苓白蛇的關鍵。
李碧華小說《青蛇》的革命性貢獻，最顯著地體現為它顛覆性地改寫了經典白蛇故事中四位主

人公（白蛇、青蛇、許仙和法海）之間的權力結構和遊戲規則：白蛇和青蛇之間為爭奪許仙的明爭暗

鬥，挑戰了白蛇與許仙之間穩定的異性戀關係。 當然，這種傳統關係早在 1978 年林青霞主演的電

影《真白蛇傳》中就遭到了嘲笑，後來更是受到了白蛇與青蛇之間、法海與許仙之間同性戀關係的

挑戰。 尤其是法海和許仙之間的男同性戀關係，在 1990 年代的台灣實驗劇場運動中得到了充分表

達，由田啟元改編的《白水》中就啟用了四個男演員分飾四個角色，突出了男同性戀的表達。⑩在李

碧華筆下的“青蛇”挑戰白蛇和許仙之間單一穩定的異性戀關係時，“舞蹈”即成為一種獨到的表達

手段，而“舞蹈”在蛇女現身人間之初就成為一種誘惑。 在長篇小說《青蛇》中，青蛇和白蛇從她們

的藏身之處向下窺視人間的舞娘。 在青白二蛇眼中，舞娘們充滿了迷人的異國風情：放縱的眼神、
赤裸的腳踝、風騷的音樂、挫動的頸項，以及俗豔的衣飾。 對讀者而言，赤足似乎說明舞蹈來源於天

竺，挫動的頸項又頗具西域色彩，而眉飛色舞的誘惑又帶有莎樂美“七重紗之舞”的影子。 對於青

白二蛇而言，這些舞娘的最大魅力是她們“蛇似的腰”。 當然，這種魅力在“貨真價實的”蛇女面前

自然是相形見絀。舞蹈隨之成為青蛇自我表達的方式，且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蛇女”來表達自己被

壓抑的慾望：
我放任地亂舞著。 旋身，裙裾輕掠花草，仰面迎著陽光———我沒想過……
淚流下來，不可自抑。
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亂舞了幾回。 我轉身，見到一個男人……
“你跳得很不錯呀。”他推卸地道，“———我不知道你會跳舞。”
“哪是舞？ 我只是亂動。”
“對。 舞有舞的規矩吧。”
我猛地坐在樹蔭下，仰起面：
“我不喜歡規矩。 最討厭了：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

青蛇的舞蹈不僅張揚著慾望，還表現出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沖動。 “亂”是青蛇之舞的關鍵所

在。 她力圖打破所有規矩，渴望革命，期待驚天動地的改變。 儘管李碧華的《青蛇》普遍被視為是

20 世紀晚期香港白蛇傳說重述中的後現代突破，但在筆者看來，它同樣也承繼了白蛇敘事中賦予

青蛇更多力量和重要性的一支。 這體現在 20 世紀之交以夢花館主之《白蛇全傳》為代表的“非主

流”傳統的分支上。 在這一版本中，青蛇渴望得到許仙，希望與白蛇分享許仙，並試圖勾引許仙。

二蛇爭奪許仙的情節還被加入到 1926 年攝於上海的系列電影《義妖白蛇傳》中，其後又為 1978 年

的台港合拍電影《真白蛇傳》提供了主要的喜劇資源。 青蛇的凸顯在以川劇《白蛇傳》為代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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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戲中甚至走得更遠。 在這些版本中，青蛇的身份由男性變成女性，成為白蛇的女僕，並與白

蛇永遠相伴。 一些川劇表演同時啟用男演員和女演員共同扮演青蛇的實踐，展示了這個角色的張

力：對白蛇悉心的照料和貼心的侍奉需要一個旦角，而在“盜仙草”中營救白蛇，在“水漫金山”中與

白蛇並肩戰鬥，並展示川劇獨特的變臉技巧時，則需要能打鬥的武淨來扮演這一角色。這種對男

女兩性刻板的性別劃分和角色分類是導致我們重新闡釋青蛇性別屬性的部分原因。 換句話說，川
劇將青蛇一角分配給男女兩個演員，為角色的性別限制性提供了實質性依據。 當然，由女演員和男

演員共同扮演青蛇的事實也顯示了青蛇雌雄同體的性質，展現出其亦女亦男的雙性屬性及角色中

性別流動性的潛能。
與其說李碧華的小說反轉或者推翻了白蛇與青蛇角色的傳統定位，不如說它更加凸顯和剖白

了在傳說流行版本和地方戲劇舞台上，長期醞蓄於表層之下的雌雄同體的青蛇所富有的表現力及

其違禁的性慾張力。 這一“反傳統”的傳統，在現代舞台上也得到了持續的表現。 始於 1970 年代

中期台灣“雲門舞集”的現代舞劇實驗，就以驚人的編排強化了白蛇、青蛇和許仙之間的三角戀愛

和慾望表達。這種傾向一直持續到了 1990 年代初期，也即上文提及的《白水》。在所有這些具體

個案中，青蛇都是用舞蹈來表達其被壓抑的慾望和反抗精神的。 尤為獨特的是，在李碧華的小說

中，青蛇還是書寫者。 整部小說都是以青蛇的自傳來展現的。 青蛇書寫與舞蹈的雙重視角，也成為

解讀置身海外的嚴歌苓創作於 1990 年代末的中篇小說《白蛇》的關鍵，為我們發掘當代的白蛇傳

說重述提供了新視角。
在筆者看來，李碧華小說《青蛇》的革命性貢獻還在於，它深刻表達了女性以“書寫”為反抗方

式的傳統與現狀。 “女性寫作”在英文世界對中國文化與性別史的研究中已成為顯學。 英文文集

如《彤管：中華帝國時代的女性書寫》（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晚期中

華帝國時代的女性書寫》 （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現代中國的女性書寫》
（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 以及《中國文學研究前沿》 （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期刊之“當代中國的女性，寫作與視像” （Women, Writing and Vis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
na）特刊，都追蹤了中國受教育女性以寫作為自我表達、政治鼓動、批評手段的悠久傳統。 因此，顛
覆性的、反抗父權男權的白蛇傳說重述，理應被置於中國女性/女權主義書寫的漫長歷史語境中，尤
其是在帝國時代及高度政治化時期。 因為這些時代的寫作更為及時、更加集中地揭示了近兩千年

來女性反抗父權及政治權威以尋求自我表達的聲音與樣貌。
鑒於這一“女性寫作”傳統以及基於對女性寫作的象徵及歷史重要性的體認，我們把李碧華小

說中出現的“青蛇書寫”視為對白蛇傳說重述中的真正革命性貢獻。 上文引用的青蛇借助身體的

慾望表達，也是通過青蛇自己在小說敘事內部的自我書寫來表現的。 而小說虛構出的青蛇在杭州

西湖斷橋下的書寫與李碧華現實中在香港創作的時代正相吻合。 《青蛇》故事結尾借助諸如 1980
年代粵語流行歌星劉德華和黎明等流行文化符號標志出的時間是很明顯的。 在一次訪談中，李碧

華把她 1986 年始於香港的《青蛇》創作歸功於“自由創作的環境”。 她回顧了自己是如何“離經叛

道，天馬行空，顛覆了傳統形象，包括法海”。在此，虛構與現實、小說內與外的相似之處是不可避

免的：寫青蛇就是書李碧華自己；叛逆的青蛇就是大膽的女作家自身；小說內外的女性合力在 1980
年代末天馬行空的香港文化氛圍中重新發現了白蛇傳說的革命性力量。

二、白蛇之舞：原始激情與自我發現

嚴歌苓的中篇小說《白蛇》晚於李碧華的長篇小說《青蛇》十餘年。 嚴歌苓曾在四川省成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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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軍軍區文工團中做了八年政治宣傳舞蹈演員，從而能將文革中反權威的個人經驗融入到創作之

中。 嚴歌苓筆下白蛇舞者的故事將 195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的政治文化史縫合在一起。 故事聚

焦因扮演白蛇而聞名的舞者及其忠實女粉絲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描摹了粉絲女孩和白蛇舞者間複

雜的情感及身體糾葛。 故事通過三個獨立視角形成的三個相關版本進行講述：官方版本、民間版

本、不為人知的版本。 在整個故事中每個視角又都穿插到另外兩個視角的敘述之中。 第三個版本，
即不為人知的版本，更是分成了三種形態：女舞者第三人稱內心獨白、女粉絲第一人稱日記、以及兩

人秘密會面的場景描述。
小說開端以類似簡歷的文字介紹女主人公，白蛇舞蹈演員孫麗坤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版本中：

孫麗坤，女，現年三十四歲，曾為四川省歌舞劇院主要演員。 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曾赴

捷克斯洛伐克國際歌舞節，並獲得銀獎；一九六二年，她在全國舞劇匯演中獲獨舞一等獎。
一九六三年，她所自編自演的舞劇“白蛇傳”被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成電影。 同時，“白蛇

傳”在全國十七個大城市的巡回演出引起極大轟動。 她為了觀察模仿蛇之動態，曾與一

位印度馴蛇藝人交談並飼養蛇類；所獨創的“蛇步”引起舞蹈學者的極大重視，也在廣大

觀眾中風靡一時。

簡介之後，這一“官方版本”則揭露了孫麗坤的“罪行”及其“品行不端”。 該版本以高辨識度

的毛文體寫就，據稱是從給周總理的信中摘錄出來的。 其行文簡潔，勾勒出虛構女主人公孫麗坤職

業生涯的變遷，將她作為著名白蛇舞蹈演員的身份完全暴露於公眾面前。 一個有意味的細節是，小
說中 1950 年代晚期孫麗坤在蘇聯獲得斯大林獎、在全國屢屢獲獎、其白蛇芭蕾舞被拍成了電影，及
其在 1960 年代初“風靡一時”的全國 17 省市的巡演，都推翻了所謂社會主義“十七年時期”文化生

活單調無趣的刻板印象，而代之以跨越舞台、屏幕和流行文化邊界的生動文化景觀。
當然，現實中並沒有中國大陸 1963 年根據實驗芭蕾舞劇拍攝《白蛇傳》電影的記錄。 然而，共

和國史上最著名的“蛇舞”的確是創作於 50 年代末期，並在 1959 年獲得了國際大獎。 其獲獎地點

並非在蘇聯，而是在芬蘭。 現實生活中以蛇舞而聞名的舞蹈演員陳愛蓮在其自傳中，提到了 1963

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嘗試拍攝由她領銜主演的舞劇版《白蛇傳》而未能成功，這更加證實了嚴歌苓小

說可能受到陳愛蓮真實生活的啟發。由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舞蹈演員表演的舞劇《魚美人》

中———20 歲的陳愛蓮出演“美女蛇”———其中的“蛇舞”成為全劇亮點，不僅獲得了國際好評還讓

領銜此舞的年輕舞者在國內家喻戶曉。 陳愛蓮在全國巡演中擁有了龐大的粉絲群體，與嚴歌苓小

說“官方版本”中白蛇舞蹈演員孫麗坤取得的成就如出一轍。
與上述“官方版本”形成尖銳對比的是以下在“不為人知的版本”中最早出現的、用全知全能的

第三人稱視角對孫麗坤進行的描摹：
男人們愛她的美麗，愛她的風騷而毒辣的眼神，愛她舞動的胸脯，愛她的長頸子尖下

巴流水一樣的肩膀。 愛她和周恩來總理的合影。 除了她自身，他們全愛。 她自身是什麼？
若是沒了舞蹈，她有沒有自身？ 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她用舞蹈去活著。 活著，而不去

思考“活著”。 她的手指頭足趾尖眉毛絲頭發梢都灌滿感覺，而腦子卻是空的，遠遠跟在

感覺後面。

這個“不為人知的版本”所描述的白蛇舞者，與李碧華《青蛇》中那些吸引了蛇女們的人類舞娘

有著相同的誘惑力。 而且該敘述還強調了性與權力的雙重誘惑。 其中的深層敘事更在於孫麗坤的

自審。 儘管作者使用了第三人稱女性單數來指稱女主人公，但文本直接透視其靈魂的效果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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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 諸如“若是沒了舞蹈，她有沒有自身”這類問題的效果和第一人稱“我是誰”的自審，以及

由此帶來的心理恐懼感是相通的。 隨著女主人公的自我觀察、自我認知，“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

題”，我們看到孫麗坤認為她自己並不具備提出、更不用說回答此類存在主義問題的可能性：“她用

舞蹈去活著。 活著，而不去思考‘活著’”。

此情此景，嚴歌苓確實是故意引導讀者進入到了孫麗坤的內心世界，同時也將白蛇舞者與周蕾

著作中所說的“原始激情”相認同：她用身體傾瀉情感，而腦子卻是一片空白。 確實，周蕾所使用的

關鍵術語，“視像”（visuality）與“性”（sexuality），定義了白蛇舞蹈演員孫麗坤。而周蕾在分析中突

出的少數族裔中心視角和民族志邏輯也同樣彰顯在《白蛇》“不為人知的版本”的其它部分，以第三

人稱男性的視角充當了孫麗坤“自我發現”的重要陪襯。
她不意識到她自己已舞蹈化了她的整個現實生活，她整個的物質存在，她讓自己的情

感、慾望舞蹈。 舞蹈只有直覺和暗示，是超於語言的語言。 先民們在有語言之前便有了舞

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確。 他在孫麗坤灌滿舞蹈的身體中發掘出那已被

忘卻的準確。 他為這發掘激動並感動。 在那超於言語的准確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義了

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體了。

根據此時此地的“他”所說，“灌滿舞蹈”是白蛇舞蹈演員孫麗坤身體的終極意義所在。 沒有一

種智力上的抽象能與它的價值相媲美。 語言和“被定義的情感”（那些能被翻譯成語言又為其所限

的東西）都是沒必要的。 在孫麗坤舞蹈著的身體裡，充滿了超於語言表達的原始激情。 “不為人知

的版本”中的這個“他”，發掘了久被遺忘的超於語言的“準確”。 這種對舞蹈身體的原始力量的雙

重理解，一邊將其置於低於語言的等級序列中，一邊將其提升為比語言更為精確的更高真實，密切

呼應了美國後現代舞者肯內特·金的身體與語言跨媒介合成理論以及達里婭·哈爾普林把舞蹈解

讀為生活經驗和政治力量的理論。
當然，作為讀者，我們還沒有完全習慣上文提到的“他”的視角。 如果我們繼續挖掘“不為人知

的版本”的第二種類型，也即粉絲女孩十一二歲時寫的日記，我們也許會更好地理解早先“不為人

知的版本”中“他”所提及的“準確”的意義。
她穿一條黑色寬大的燈籠褲，一件印度紅毛衫，領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 她真漂亮。

真奇怪，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一個人？！ （寫到這裡，我臉紅了，燙極了！）她長長的脖子一

直袒露到胸口，那樣的造型應該是石膏像！ 她的胸脯真美，像個受難的女英雄，高高地挺

起。 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 我對自己有這種想法很害怕。

日記裡的女孩，在 1963 年大約正值青春期。 她在孫麗坤全國 17 個城市的巡演過程中已經看

了五次《白蛇傳》。 當她準備與朋友再看一遍的時候，發現票早已經賣光了。 正是用日記的形式，
嚴歌苓描繪出了青春期女孩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孫麗坤，並且認識到她著迷的並非舞蹈而是舞者的

身體時內心洶湧的情緒：“我一直喜歡舞蹈，可自從見了她的舞蹈，我覺得我不是喜歡舞蹈，而是喜

歡產生舞蹈的這個人體。”女粉絲內心這種原始而澎湃的情感與孫麗坤空虛的自我認同———“腦
子卻是空的”有關嗎？

如上所論，第一個“不為人知的版本”中，嚴歌苓通過第三人稱“她”引進了女主人公孫麗坤，並
由她給自己一種界定，“舞蹈自身”已經深植於她的意識之中，在舞蹈與身體之間所做的區別，在舞

者自己眼中完全沒有意義。 遵循“舞蹈即自我”和“身體即自我”的邏輯，這位女粉絲從愛白蛇舞蹈

到愛舞者身體的進化是自然而然的。 當她繼續審視自己，自我追問“我”是不是“奇怪”，“我”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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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時，她立即為自己想要去撫摸白蛇舞者高高挺起的胸部的想法，以及重復寫下這種“可
恥”而“奇怪”想法時又秘密享受著這種快樂而感到害怕。 書寫她人身體成為生理愉悅的來源，更
強化了舞蹈與書寫、文本與身體的共生關係。

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李碧華的青蛇和嚴歌苓的粉絲女孩產生了一致性。 李碧華小說中青蛇的

書寫正是作者在書寫自己：她無視既定規則的恣意妄為，修訂了民間傳說和文學經典中蛇與蛇、蛇
與人、佛教與蛇，佛教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青蛇》這一革命性版本中，經典傳說中的配角青蛇

被賦予了最高的話語權和表達少數人觀點的能力。 嚴歌苓《白蛇》中這個粉絲女孩的書寫也同樣

被賦予了豐富的革命性暗示。 作為虛構敘事“不為人知的版本”中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源，這個愛上

白蛇舞者的女孩的自我書寫，強調了她和男性青蛇（以川劇版本為例）的深刻認同，為了更好地為

白蛇服務，青蛇最終變成了一個女性。
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開仗。 青蛇向白蛇求婚，兩人定好比一場武，青蛇勝了，他就

娶白蛇；白蛇勝了，青蛇就變成女的，一輩子服侍白蛇。 青蛇敗了，舞台上燈一黑，再亮的

時候，青蛇已經變成了個女的。 變成女的之後，青蛇那麼忠誠勇敢，對白蛇那麼體貼入微。
要是她不變成個女的呢？ ……那不就沒有許仙這個笨蛋什麼事了？ 我真討厭許仙！

女粉絲對白蛇的愛發生了變化，並最終把自己重塑成了青蛇。 嚴歌苓《白蛇》中女孩的日記標

志著作為作者的青蛇的出現。 生活在只有異性戀才是“正常”性取向的時代和社會，粉絲女孩變成

青蛇甚至偷偷地希望青蛇/自己是男性，以便能夠“正常”地去愛白蛇。 在這個十多歲的粉絲女孩的

日記裡，通過她的眼睛，孫麗坤的芭蕾獨舞《白蛇傳》像極了川劇版本的白蛇傳，變成了一個由青蛇

主宰的故事世界。 李碧華的《青蛇》和嚴歌苓的《白蛇》，都透過作為作者的青蛇的視角揭示了一個

另類的、反抗現實的奇幻世界。 然而，嚴歌苓的敘事，通過對 195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文革之前、
中、後的書寫及其共舞，以及二者在哲學上交互作用的雙重聚焦，呈現出各自的獨特性和深刻的互

文性。 尤其是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性與政治更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複雜的舞蹈，講述了兩個

女性自我發現的故事。

三、舞蹈與書寫：特殊年代的心靈治愈

通過中篇小說《白蛇》，嚴歌苓敦促讀者直面“不為人知的版本”中的心理真實———也就是說，
不僅要面對“官方版本”中孫麗坤在舞台上表演的芭蕾獨舞，還要正視兩個女性人物交織在一起的

日常生活。 當舞者白蛇在文革期間再次遇到粉絲女孩的時候，這位女粉絲已經變裝成一位“青年

男子”，這個“他”在上文的引文中已經出現過。 然而，這個“他”並非是雌雄同體的青蛇，如川劇版

本中那樣又回到了他原初的男性形式。 如今的“他”已長成 19 歲的女孩，在高級毛料綠軍裝（正是

青蛇的本色）的裝扮下，變身為“忠誠勇敢”又“體貼入微”的青蛇。 作為男人，“他”假扮成中央委

員會特派員來探視被監禁的女舞蹈演員。 在“不為人知的版本”之三中，這位女粉絲在布景倉庫裡

偷偷與白蛇舞蹈演員會面。 這個專門為改造白蛇舞者而將其囚禁其中的地方，似乎由地獄變成了

天堂，由受難之所變成了治愈之地。
他說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過你跳舞。”……“有啥子好調查麼？”她把身子重心移

到一條腿的支點上，伸出另一條腿，繃緊腳尖。 腿在他眼前昇高，一時間不再像腿。 它似

乎在無限延伸，長而柔韌。 一種不可思議的生命在那腿上甦醒舒展。 這有靈有肉的腿使

那不成形狀的褲子驀然消逝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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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由這個“中央特派員”開展的本應是基於語言交流的“調查”，反倒變成了無語言的邂

逅。 孫麗坤/白蛇用她充盈著舞蹈的身體，尤其是她的腿，在說話。 當然，所謂調查不過是一個方便

的借口。 青年/青蛇真正來訪的目的恰恰是為了要沉醉於白蛇舞者腿上浮現出來的令人陶醉的舞

蹈，每一抬腿都“有靈有肉”，喚醒著他/她心中不可思議的生命力量。 他們每天的偷偷會面，實際上

是相互治療的舞蹈會話。 這位 34 歲、天真而沉默的白蛇舞者重新確認了她的自我認同，只有通過

這種“原始的”舞蹈，她才能得到救贖和復活。 同時，通過他們的相遇，讀者開始理解為什麼“他”把
肉體看作最大的真理，認為身體語言是一個人靈魂最精確的表達———尤其在這種情況下，對一個備

受折磨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不同於李碧華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小說中狂歡化版本的文革———那裡的紅衛兵在“一場

革命的遊戲”中推翻了雷峰塔（他們有人挖磚，有人添柴，有人動家夥砸擊）———嚴歌苓的《白蛇》
滲透了自己的文革經歷。 在 12 歲的芳華歲月，和故事中那個開始對白蛇舞者身體著迷的年輕女孩

同樣的年紀，嚴歌苓就被成都人民解放軍文工團選中去跳舞做宣傳。 小說中，孫麗坤表演白蛇所在

的四川省歌舞劇院，正是在嚴歌苓所在的成都。 在那裡，四川方言支配著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大街

小巷直到川劇舞台。 四川方言在嚴歌苓的作品中既是以雌雄同體的青蛇為中心的川劇版白蛇故事

的標志，又暗示了這個故事潛在的自傳品質。嚴歌苓在這部小說中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以及在

文革中、後所觀察到、了解到的人與事結合在一起（可能還包括著名舞蹈家陳愛蓮的故事），以此塑

造出豐富多彩的人物：“一個跳舞的，十多歲就進了舞蹈學校……文化都莫得。 我有什麼反動思

想？ 寫反省書認罪書翻爛了一本字典，不寫那些，我還真學不到那麼多文化。”這不禁讓我們聯想

到嚴歌苓從小就跳舞，就像白蛇舞者一樣。 儘管有必要的政治“外殼”，她一定也保持著對真實自

我的忠誠，就像作者青蛇在她的日記中所透露的那樣：
把《紅旗雜誌》的封皮兒套在我存的那些電影雜誌外面，我讀的就是《紅旗雜誌》；把

“毛選”的封皮套在《悲慘世界》外面，《悲慘世界》就是毛選。 毛料子軍裝一下就把我套

成一個高人一等、挨人羨慕的毛料子特種兵。
……
跟《紅旗雜誌》、毛選一樣，外瓢兒是關鍵，瓤子不論。 我十九歲，第一次覺得自己身

上原來有模棱兩可的性別。 ……好極了。 一個純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
我是否能順著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 有沒有超然於雌雄性徵之上的生命？ 在有著子

宮和卵巢的身軀中，是不是別無選擇……
我輕蔑女孩子的膚淺。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無聊的我。 怪物的我。

正如電影雜志和《悲慘世界》等被禁的“資產階級小說”只能被偷偷閱讀一樣，“不正常”的渴

望和非凡的迷戀只能通過高級綠軍裝的偽裝之後被偷偷地走私進來。 敘事者所說的“外瓢兒是關

鍵”這句話極具諷刺意味。 顯然她認為重貼標簽的重新包裝，改變不了任何東西。 這成為我們思

考政治和性別“真相”的核心交匯點。 在小說中第一人稱“我”———也即青蛇的意識流敘事中———
這種隱匿的慾望和被認可的癡迷成為追求美與超越的最精確表達。 當這個 19 歲的“我”的自我意

識開始追問“有沒有超然於雌雄性徵之上的生命”時，潘多拉的盒子即將被打開。 在這看似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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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嘲弄與表面冷漠無情的自我批評背後，有著一個 19 歲女孩對所有“正常”的東西、所有社會習

俗的嘲諷。 而正是在她指責自己“乏味”而“怪異”的過程中，“我”變成了“他”。
在當代離散女作家嚴歌苓對性別越界的大膽揭露中，我們或許會認為，她用我們熟知的後現代

方式平靜地以性別取代了階級，淡化了現實政治，而把性別政治置於顯著位置。 然而，她堅持使用

頗受忽略的“十七年”以及仍是禁忌話語的“文革”作為其中篇小說《白蛇》中至關重要的背景，亦
可被視為加入了後現代修辭中重申階級政治和性別越界之間相互關係的隊伍。 粉絲女孩裝扮成有

社會地位的青年去搭救一個性與階級背景都可疑的年長女性的行為，既重申了文化大革命中明目

張膽的性別階級政治，又挑戰了在研究中將性別與階級進行切分的刻板看法。 嚴歌苓的中篇小說

展示了階級政治和性別越界是如何密切關聯的，以至於違反了其中一方的規則就會引爆另一方。
在嚴歌苓的敘述中，這個粉絲女孩/青蛇對於白蛇舞者的營救，成為“他”和“她”彼此之間在文

革中相遇的一個隱喻。 如果監禁對於白蛇的舞蹈與藝術生涯來說是冬眠時期，而性的渴望在女舞

蹈演員身體中也處於休眠狀態，那麼，“他”的出現則成為冬天溫暖的陽光。 在太陽的熱度下，一條

經歷漫長冬眠後的春蛇在蘇醒，舒展出新鮮和生命：

她感到他是來搭救她的，以她無法看透的手段。 如同青蛇搭救盜仙草的白蛇。 她也

看不透這個青年男子的冷靜和禮貌。 她有時覺得這塞滿布景的倉庫組成了一個劇，清俊

的年輕人亦是個劇中人物。 她的直覺不能穿透他嚴謹的禮貌，穿透他的真實使命。 對於

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惑她，她沒數，衹覺得他太不同了。 她已經不能沒有他，不管他是

誰，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點點在毀滅她。

白蛇舞者於是愛上了這個青年。 她弄不清楚自己是受了欺騙還是陷入迷戀，或者兩者都是。
她在文革期間以“反革命美女蛇”的罪名被鎖在這個布滿灰塵的布景倉庫中，隨著這個青年的每天

來訪，她開始蛻變成了擁有新身體的活生生的人，並且開始重新跳舞。 只是為了他，她要充分展示

出自己優美的曲線。 也許，她認為這個“清俊的年輕人”就是她的許仙，她的愛人從白蛇傳說中走

出來了？ 或者她敏感的神經已經覺察到了他禮貌背後的真相？ 不管怎麼樣，這位白蛇舞者已經走

上了一條不歸路：這位異裝粉絲對她的癡迷反過來也引發了她對“他”的徹底迷戀。 她開始為“他”
活著，為了“他”每天一兩個小時的來訪而活著。 當他告訴她明天將是最後一天時，她的整個世界

幾乎都在一夜之間坍塌了。 當“他”利用特權把她帶到一個招待所以便兩人獨處時，深不可測的真

相不得不最終公布了：
他說他找到了一盤《白蛇傳》中的一段音樂。 一支媚態的二胡獨奏，嗚啊嗚地慢慢哭

了起來。 音質不好，音樂不乾不淨，真的像哭。 她翹起下巴，聽。 就像照鏡子，她不太敢聽

它。 是白蛇哭的那段獨舞。 許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唬死之後，白蛇盤繞在他的屍體上，想
以自己的體溫將他暖回來。 ……將來她回憶起來，會清楚地記得，是她自己解開第一顆紐

扣的。 她脫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紅毛衫，給出去她肉鑄的舞蹈者雕塑……她的半生半世中，
沒有任何事物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於缺乏真相。

她卻怎樣也避不開了。 怎樣不想看清她都不行了。 太晚。 滿舞台的誤差，沒有機會

挽回。

“他”確實不是許仙，即便白蛇想赤裸身體和“他”纏繞在一起，“他”也不會變成許仙。 “他”僅
僅是一個異裝的女粉絲假裝成的“忠誠勇敢”而又“體貼入微”的青蛇。 他是徐群山，一個山一樣的

男人，正如他的名字裡有“山”；但她也是徐群珊，一個珊瑚一樣的女孩，正如她的名字“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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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生活中，她最終不得不面臨被嫁掉的命運。
當白蛇舞者雕塑一般的裸體被這個變裝女孩清涼的手指撫摸時，“她（孫麗坤）以往對兩性間

情愛的理解刹時被抽空，成了一片空白。”作為讀者，我們也理解了“空白”的含義：當孫麗坤意識

到“他”是個女性時，便瘋了。 在這種情況下，“空白”似乎是指她失去了理智並進入最初的否認階

段。 然而，她在前文中早已被描述為，或自己把自己描述為，“空白”。 據此我們也可以把這裡的

“空白”理解為一旦她的迷戀被揭示出了真相，以她的觀點看一切都變得無意義，回歸了從前的空

白。 與其將這一空白解讀為當代離散作家從後文革視角對“傳統兩性之愛”的革命性否定，我們不

如視之為基於作者自身的文化記憶而從人物角度對傳統異性戀作出的初步妥協：對於白蛇舞者孫

麗坤而言，陷入瘋狂也許是她從社會規範和政治壓迫中釋放身體、清理思想的唯一方法。
白蛇舞者和女粉絲再次相遇的時候，是在她接受治療的精神病院。 已經換成女裝的粉絲女孩

已經能在治療期間公開陪伴白蛇舞者。 但是舞者再次愛上了這位粉絲：不是名字中帶著高山的

“山”字、穿著男裝的徐群山，而是女珊珊，名字中帶珊瑚的“珊”、梳短發而行事幹練的徐群珊：“她
把她當徐群山那個虛幻來愛，她亦把她當珊珊這個實體來愛。 她怕珊珊像徐群山那樣猝然離去，同
樣怕珊珊照此永久地存在於她的生活中。 況且，不愛珊珊她去愛誰？ 珊珊是照進她生活的唯一一

束太陽光，充滿灰塵，但畢竟有真實的暖意。”

文革之後，“前著名舞蹈家”孫麗坤洗清了自己的污名，就像現實生活中很多知識分子和藝術

家那樣。 在中篇小說中，她似乎即將迎來藝術與生命的第二春，其獨舞演出在 1980 年金風送爽的

10 月在成都拉開序幕。 無獨有偶的是，現實生活中最著名的蛇舞家陳愛蓮，自 1950 年代起就獲得

了國際好評和國內聲譽，並在文革期間備受磨難，也是在 1980 年代的北京重開了自己首場獨舞音

樂會。 陳愛蓮的獨舞晚會以她最著名的“蛇舞”為壓軸，而嚴歌苓中篇小說中的白蛇舞者卻故意從

節目中略去了她標志性的白蛇舞蹈。 此外，粉絲女孩珊珊也在舞者重返舞台的那個周末結婚了。
這樣的有意忽略與正常化傾向，馴化了以前叛逆的青蛇，靜靜地化解了後文革新秩序中白蛇舞者的

可疑性與誘惑力。
在嚴歌苓整篇小說看似冷血的描寫中，舞者孫麗坤因其白蛇舞蹈既獲得了聲譽，也遭受了侮

辱。 她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是美女蛇的化身，其行為違背了文革敘事中要求女性成為“鐵姑

娘”和“黨的好女兒”的要求。在經受巨大磨難的時候，她被變裝的青蛇搭救並因為他/她而發現了

真正的自我。 當她發現她愛的是個女孩時，便瘋了。 最後，這個青年女粉絲再次回來時已變回女性

身份。 她悉心照顧白蛇舞者，並使其從得知自己愛情真相的創傷性遭遇中恢復過來。 小說中有一

些至關重要的替代和巧妙的替換，在故事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革的政治創傷，在很大程度上

轉換為接受自己性別身份的個人創傷。 可能有人會說，嚴歌苓通過聚焦於個人而逃避了政治；然
而，我們寧願將其解讀為另一種隱喻，也即美國後現代舞者肯內特·金所說的“雙向運動”的交匯。
舞者白蛇命中注定地愛上了同時打扮成男性和女性的青蛇/粉絲女孩。 也許有些讀者認為文本在

處理孫麗坤是否對身為女性的珊珊有愛慾時有點模棱兩可。 但是，故事結尾的細節，當珊珊結婚

時，孫儷坤的情感反應確認了當她失去了珊珊這樣一個潛在愛慾對象時深刻的失落感。
白蛇為“他”而瘋狂，卻又因“她”獲得救贖。 小說中女性性別與性向邊界的模糊，回應了李碧

華已經指出的 1980 年代中後期香港“天馬行空”的文化環境，並結晶在她那時創造的青蛇形象中。
嚴歌苓所描繪的則是文革期間的性別無政府主義之花的綻放———以及它在文革後意味深長的被

“修正”。 小說的結尾暗示，文革給普通中國人親密生活空間帶來的革命實驗必須在文革結束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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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逆轉、否定，以便讓社會恢復穩定。 於是，最後反體制的、非傳統的性別性向敘事，不得不作為

偽裝和謊言而遭到否定，以便和文革後常態化的社會和諧共處。

四、結語

正如肯內特·金的“跨媒介”融合理論所說的那樣，書寫與舞蹈在嚴歌苓的文本世界起到了彼

此共存、相互滋養的作用。 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青蛇/女粉絲的日記和舞者白蛇寫的自我檢查

以及女粉絲對與舞者相遇的描述，開始領會舞蹈的表達、象徵，以及改變生活的力量。 而正是舞者

白蛇的身體最終擁有了超越語言、服裝、習俗、甚至體制的力量，成為兩個女人間無言的、象徵性的

最高真實。 同時，舞者白蛇和粉絲女孩青蛇都帶有人/非人混合體的隱喻功能。 特別是由白蛇傳說

的地方戲曲版中雌雄同體的青蛇所表徵的違禁能量與故事中反體制的粉絲女孩強大的人格力量結

合在一起，舞者白蛇和粉絲女孩形象的隱喻反映了我們在白蛇傳說整體研究中所持續探討的白蛇

傳說的再生與反抗性力量。
更重要的是，嚴歌苓《白蛇》中有關文革期間性別政治矛盾性的探究應得到詳細闡釋。 一方

面，時代政治對反權威、反官僚、反體制的革命力量的鼓吹達到了預期不到的激發青年人的性探索

的效果。 另一方面，官方話語以革命同志間的無性關係為由將體制外的性別性向實驗視為異常，進
而抑制了性的慾望。 在這樣一個自稱“革命”的政權下，官方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實際上在重塑

性別與性關係方面，反而可能是最具革命精神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歌苓小說《白蛇》和李碧華

小說《青蛇》對白蛇傳說中性別政治的凸顯，指向了大陸、香港及海外白蛇傳說重述在所謂“後社會

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階段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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