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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切近的表象之下，是对现实的再度远离
——评电视剧《我们的婚姻》

蔡郁婉

不论生活怎样，先拿起爱的号码牌

《我们的婚姻》一剧以全职妈妈沈彗
星重返职场而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矛盾为
主线，串连起另外三位都市女性的婚恋
经历。而剧中这四位女性人物恰好表征
了当下都市女性的几种婚恋状态，勾画
出了一幅都市女性的生存图景。

这些女性人物中，沈彗星立定主意
要告别全职妈妈的生活，进入职场去实
现她的人生规划和自我价值。蒋静作
为她的参照，则一心一意只想做好家庭
主妇，但每笔开销都要向丈夫伸手又使
她觉得低人一等，并为丈夫的频频出轨
而不胜其扰。作为职场女强人的董思
佳则是沈彗星与蒋静的反面对比，她家
的家务事和孩子全由丈夫一手打理；但
没有工作的丈夫却使董思佳觉得没有
面子。大龄未婚的黎小田则代表了当
下都市女性的又一状态：财务自由、精
神世界富足，对婚姻则宁缺勿滥，却不
可避免要承受催婚的烦恼和非议。

可以说，《我们的婚姻》正切近了当
下部分女性观众在现实中所遭遇的痛
点。这尤其能从微博上该剧转发率较
高的几个视频片段中透露出来。这些
片段中，沈彗星或言辞犀利地戳破丈夫
盛江川的谎言，指出他将家中“男主外
女主内”视为更有效率的分工模式，实
际是以妻子的牺牲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或冷嘲热讽当下社会在评判好妻子和
好男人时的双重标准。因为这些关于
女性生存真相表达，《我们的婚姻》引起
了女性观众的共鸣和关注。

不仅如此，该剧也表现了女性之间
的互帮互助。如在沈彗星找工作四处
碰壁时，是黎小田为她介绍了面试的机
会；董思佳仅在会议室旁听了沈彗星的
面试，为其想做一个”独立、自信、有力
量“的妈妈以为女儿的榜样而打动，便
决定聘用她；而在沈彗星因为加班而分
身乏术无法照顾女儿时，是蒋静施以援
手。与此前的宫斗剧中动辄以姐妹反
目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做法，《我们的婚
姻》在表现女性个体的关系方面有明显
的长处；且这种女性个体之间的互助也
突破了《三十而已》等剧将姐妹情谊局
限于闺蜜小圈子的设置。从这一角度
说，《我们的婚姻》也在隐约地触及了建
构女性同盟的议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董思佳
聘用沈彗星这一情节，透露出了该剧最
大的弊端。与当下的众多职场剧一样，

《我们的婚姻》在表现沈彗星职场生活
时也显得脱离现实。剧中，沈彗星被设
定为对自我理想与信念极为坚持的人
物。她对当下职场的判断也带着天真
的理想主义。她以为在做了近六年的
全职妈妈之后仍可以如应届毕业生一
样进入职场工作。这种理想主义在她
求职时与现实产生了激烈碰撞。但剧
中的碰撞也仅限于此。正如她被董思
佳聘用一样顺利，随着她进入投资公
司，沈彗星的职场之路便似乎总有好运
气陪伴左右。一进公司，她便机缘巧合
地参与了怒火音乐节项目的宣传策
划。接着，在她锲而不舍的坚持下，被
全公司当作笑话的“夕阳红”项目三骥
公司也获得了一笔投资，并因此而得到
了公司老板对她“眼光独到”的夸奖；而
她也因此得以参与到公司最为重要的
项目之一中去。最后，沈彗星甚至得到
丈夫盛江川的肯定，认为坚持理想主义
的她比自己更能胜任投资人的工作，甘
愿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做沈彗星
的后盾。沈彗星的困难，是缺少一个负
责任又时间自由的保姆；而她遇到的最
大难题，是父亲骨折、继母负气离家后不
得不独自照顾幼女弱弟时的鸡飞狗跳。

可以说，沈彗星从未遭遇六年职业
空白与当下职场现实之间的落差与脱
节，也未遭遇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时所可
能碰到的隐形歧视。从得到工作开始，
她就以高度的专业和饱满的热情在职
场上一路高歌猛进。而与此同时，剧中
的另一个全职妈妈蒋静当年在产后重
返职场时，等待她的却是降薪降职，最
终倒逼她回归家庭。而现实则远比蒋
静的遭遇更加残酷。剧集尽管注意了
这一事实，却只是一笔带过。这样，通
过沈彗星之口而发出的女性自强与奋
斗之声，呈现在剧情中却成为编剧“金

手指”加持之下顺畅的职场之路；而该
剧也因此成为一部台词金句频出、观照
现实时却平滑无力的创作。如果说，“霸
道总裁爱上我”式的言情剧、甜宠剧是以
甜蜜爱情的书写来粉饰两性关系中存在
的性别、阶层权利的不平等；那么《我们
的婚姻》则以女主角顺畅的职场之路美
化了全职妈妈重返职场道路的艰辛，从
而使女性的现实困境再度被遮蔽。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婚姻》充分
表现了婚姻生活中的龃龉，但对于沈彗
星与盛江川之间夫妻矛盾的解决也过
于简单了。剧中安排盛江川出于无奈
带女儿出差，在独自照顾女儿的几天
中，盛江川体会了带孩子的不容易，理
解了妻子近六年来的辛苦付出。这种
理解缓解了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挽救
了濒于瓦解的婚姻。职场妈妈长期辗
转于工作压力与母职束缚之间的困境，
《我们的婚姻》以伴侣的换位思考轻松
解决了。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面对现实时到底过于理想化也过于轻
飘了。而更进一步的，剧集开篇由沈彗
星的婚姻经历与愤懑所关涉的性别不
平等问题在此也被悄然替换为夫妻问
题、情感问题。

有趣的是，从第19集开始，《我们
的婚姻》开始在片尾增加了题为“幸福
必修课”的“情感讲座”，并以此为话题
标签在微博上邀请网友参与讨论。在
这一“讲座”之中，情感专家以剧中情节
为出发点，引申出对情感关系中可能产
生的问题与矛盾的探讨和解决渠道。
如其认为沈彗星将盛江川赶进“小黑
屋”、二人分居的做法无益于解决夫妻
矛盾。但这里，沈彗星与盛江川产生争
执的原因则完全被搁置了。那是沈彗
星同样作为金融系高材生却只能以家
属的身份陪同丈夫参加创剑论坛，并被

赶出会场后受挫的自尊，是她第一次正
视自己被视为丈夫的附庸并决心摆脱
这一处境的开始。而“情感专家”在此
则轻描淡写地将矛盾可能化解的渠道
归为“一个拥抱”。这一方面使沈彗星
背负起夫妻关系紧张的主要责任，另一
方面也再度搁浅了关于女性困境的关
照和探讨。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一“幸
福必修课”的设置，剧中所涉及的诸多
性别议题，如全职妈妈被困厄于家庭之
中、家务劳动的价值无法得到肯定和尊
重、职业女性被与母职捆绑、单身女性
被污名化等，都被悄然置换为情感关系
问题；关于女性追求解放和独立的探讨
被浅薄化为两性婚姻问题。《我们的婚
姻》确曾切近过女性现实生活中面对的
困境，但这种浅薄化的处理则使这种切
近成为了再度的远离。
《我们的婚姻》通过沈彗星之口大

量地、有力地输出了有关性别权利平
等、家庭分工价值等观点，使该剧甫一
播出便吸引了较高的关注度和讨论
度。遗憾的是，虽然剧情爆点不断，但
该剧仍没能以相应的剧情架构来辅助
价值观的强势输出，更似在有意无意间
将其所开启的探讨轻轻放过了。最终
的结果是台词金句不断，剧情却隔靴搔
痒。尤其是大结局中，剧中的四位女性
都渡过了婚恋危机，也完成了自我价值
的实现。在大团圆的话语中，女性的现
实困境被消弭乃至消失。这种过度理
想化和顺利的成功，使得剧情进一步远
离了现实的复杂和残酷，而成为一个肥
皂泡般五光十色的成人童话。

随着“她时代”的开启及“网络女性
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性别
话语的利用成为一种“流量密码”。性
别平等、妇女权益等话语的加入，有助
于提高剧集的关注度并保证收视。这
种征用的可能结果，就是如《我们的婚
姻》这样，在切近女性困境的表象之下
形成的反而是新的远离，在突围之中完
成的却是再度的陷落；最终则可能使女
性的发声成为消费社会话语场中一处
无足轻重的杂音。这正是我们需要警
惕的。妇女权益的实现并不能仅依靠
价值观的输出，也不能依靠悬浮剧情的
造梦。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

——评正在上映的纪录片《“炼”爱》

王雅妮

在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种种矛盾

和问题，由社会文化变迁而起，是现代人

自我身份的一部分。人们对伴侣的需

求、自我价值感都与过去有所不同，爱情

的样貌和定义也变得多元。国产纪录片

《“炼”爱》去年在上影节首映后，近日正

式上映。该片是对大龄单身青年情感生

活的捕捉，也是中国社会婚恋价值观变

迁的映照。

大龄单身青年婚
恋状况面面观

会员制婚恋网站、明码标价的相亲角、

农村一万元一次的说媒、鱼龙混杂的交友

App……婚恋市场愈发奇观化和商品化。

在这个修罗场，爱情的浓度被稀释了多少？

《“炼”爱》这部“大龄女青年”相亲纪

实，瞄准严肃的话题，落点却温和轻盈。

通过五位成长背景迥异的单身女性的情

感生活，聚焦社会关注的优秀女性结婚

难、网络交友、生育等问题，呼应着当下

中国社会的“单身潮”现象。矛盾、焦虑、

希望、迷茫等复杂情绪在片中一一展现。

有人向往婚姻，有人追求自由，影片

呈现不同的价值光谱，肯定每个人存在的

价值。

对外企高管谈婧来说，“事业比爱情

重要”，她在小说中写了一只长成刺猬的

兔子，象征在职场打拼的自己；红梅是出

身农村的名校毕业生，笔记本上认真记

录着关于婚姻爱情的箴言警句，她积极

参加相亲活动，也在理想与现实中纠结；

单亲妈妈李桃曾是演员，现在做直播带

货，工作时她能言善道，但对女儿提出的

“爸爸在哪儿”的追问，却不知如何回答。

《“炼”爱》展示出当代女性的尴尬状

态：她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都拥

有更多自主权，但仍然受到社会思想意

识的左右。北京女孩嘉琪向往童话般的

爱情，她没有因年龄而降低择偶标准，但

朋友直言不讳地说，她35岁的年龄会让

男方顾虑生育问题。面对形式多样的相

亲局，嘉琪越来越疲惫。文艺青年月儿

向往独立与自由，但内心其实很传统，经

历失恋后，她开始在交友App寻找伴侣。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很多传统

观念来不及反应，形成思想观念间的断

层。“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必须要结婚生

子”，以此为圭臬的品评，在当今中国社会

依然存在。2019年，两位以色列导演拍

摄了纪录片《剩女》（LeftoverWomen）。

主人公邱华梅和姐姐们的争论依然刺

耳：“不结婚判刑是吗？”“不结婚可不就

得判刑，不结婚，再幸福也不叫幸福。”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属于一个优质

的男人，似乎成为评判一个女人成功的

唯一标准。从《剩女》中可以看出，很多

女性自身条件不错，但她们的单身，除了

自己主动“剩下”，还有来自家庭的原

因。电台主播徐敏是北京姑娘，母亲不

同意她找外地人。她直言母亲“太挑

剔”，质疑这种过度干涉，但母亲并不觉

得自己有错。争执未果，徐敏独自在餐

桌前流泪。虽然年轻人选择伴侣的范围

扩大，但父母一辈或多或少还遵循着前

现代时期的阶层身份、社会声誉等标准，

这无疑形成不同观念的撕扯，增加了婚

恋过程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剩女》的深沉和无力感，

《“炼”爱》不乏轻松幽默，多次令观众捧

腹大笑。这些诙谐源自一个共同点：代

际、性别的思维差异。红梅和离异带娃

的哥哥对物质与精神争论不休时，父亲评

论道“两个失败者还吵吵啥”；嘉琪姥爷感

慨着“我们那时候结婚的年龄正好”正欲

展开说教，姥姥却悠悠然接了句“我们也

太早了”。种种犀利的吐槽折射出，从乡

土中国到现代社会，家庭、伦理、婚恋观念

的激烈碰撞，需要不同群体相互理解。

《“炼”爱》通过个体的棱镜，照见中国

都市单身女性的样貌。与此同时，纪录片

应该让更多群体被看见。相比于条件良

好的主人公们，片中没有展现的那些真正

“剩下”的男女，其实面临更大的困境。

爱情是人生的必
需品吗？

《“炼”爱》中的谈婧事业有成，爱情不

是她人生中的首选项：“我从没为男人哭

过，但为工作哭过好几次。”片中不少男

性，也因自身条件不错而处于某种游戏人

生的状态。对男女双方来说，现代社会有

太多吸引人的东西，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

元。我们应当叩问，当爱情不再具有强大

的诱惑力，此时恋爱、婚姻应该走向何方？

当爱与自由同在，随之而来的还有未

知性和不安全感。月儿与交友App上认

识的网友在酒吧见面，男子刚刚教她跳

舞，转眼又与另一位相熟女子共舞一曲，

此时摄影机为月儿的不快和无奈留痕。

纵观历史，爱情与痛苦相伴相生。

当爱情随着现代性变得理性之后，出现

了择偶观变化、婚姻市场以及对爱情的

重新想象。爱情的难，正是现代社会自

我价值感的困境以及对周遭事物难以言

说的无力感。现代的多元选择也成为人

们应对亲密关系脆弱性的一种策略。

《“炼”爱》中五位主人公都认可陪伴

与爱的重要性。其实，我们期待的另一

半不一定多么出类拔萃，而是这个人能

代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一次相亲

中，红梅表示会无条件相信丈夫，但对方

反复提醒她现实一点：“万一有个万一怎

么办”。温馨的晚餐变成关于信任的大

拷问，最后红梅无力地哭了。

村上春树谈跑步时曾说，痛苦是不

可避免的，但受难是可以选择的。同样，

既然生活中少不了痛苦，不如接受它、体

验它，而不是把它当作惩罚或折磨。单亲

妈妈李桃面对镜头，坦言自己在上一段感

情中被欺骗的经历，也在搬进新家的第一

天，和女儿一起为窗外雪景欢呼。几位

女性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都有洒脱

的态度和向上的生命力，体现出难得的

韧性。历经爱情与生活的试炼，她们坚

持追寻理想，也接纳自己的过往。

《“炼”爱》展示女性对爱情和生活的

态度，启发人们的共鸣和理解。相对于

婚恋关系的不确定性，对自我的认识反

而是更容易把握的。《“炼”爱》结束于几

位主人公对未来生活的畅想，开放式结

局成为鲍曼意义上的“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modernity）。在与现有社会价值

的互动和辩证中，女性完成自我认知和

自我认同，在经历现实的失望、面对社会

施予的压力后，依然相信爱情、勇敢面对

生活。这种对未知抱有的积极乐观态

度，是该片珍贵的价值落点，也是当下时

代人们迫切需要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
士生）

▲虽然《我们的婚姻》充分表现了婚姻生活中的龃龉，但对

于沈彗星与盛江川之间夫妻矛盾的解决也过于简单了。

图为该剧海报

观点提要

《“炼”爱》这部“大龄女青年”相亲纪实，瞄准严肃的话题，
落点却温和轻盈。该片呈现了不同的价值光谱，展示女性对
爱情和生活的态度，启发人们的共鸣和理解。其中呈现的对
未知抱有的积极乐观态度，是该片珍贵的价值落点，也是当下
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的。

观点提要

与当下的众多职场剧一样，《我们的婚姻》在表现沈彗星
职场生活时也显得脱离现实。剧中，沈彗星被设定为对自我
理想与信念极为坚持的人物。她对当下职场的判断也带着天
真的理想主义。她以为在做了近六年的全职妈妈之后仍可以
如应届毕业生一样进入职场工作。这种理想主义在她求职时
与现实产生了激烈碰撞。但剧中的碰撞也仅限于此。

▲《“炼”爱》这部“大龄女青年”相亲纪实，瞄准严肃的话题，落点却温和轻盈。图为该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