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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 红旗谱 一向被视为反映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 但如果我们从其表现阶级

斗争与家族仇恨的双重主题、
对父子冲突与父子 相继多层家庭关系 的描写、对现代 知识分子心 路历程的 刻画
方面来看, 它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家族小 说的传统, 成为 十七年时期 家族叙事的典型, 这既符合小说
创作的客观实际, 也是其成为当代小说经典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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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随着封建制度的

级之间矛盾的背后潜藏的是家族之间不可调和的

解体与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 家族制度失去了其
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其作为落后的生活组织逐渐

仇恨, 应该说冯家与朱、
严两家势不两立的家族矛
盾才是小说潜在的结构线索。朱老巩为了锁井镇

为新的家庭结构所取代, 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阶

四十八村村民的利益, 与朋友严老祥一起反对冯

级关系自然也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家族亲
情, 因此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及其变迁的创作因

老兰, 砸钟顶税, 大闹柳树林, 失败后吐血而死, 临
终之际他告诉儿子: 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

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在五、六十年代

就要为我报仇。 15 岁的虎子在姐姐遭到侮辱之

失去了它应有的市场, 家族小说创作出现了由中

后, 被迫逃离故乡, 虽然在关外闯荡了近三十年,

心到边缘的当代转型, 而梁斌的 红旗谱 从其表
现阶级斗争与家族仇恨的双重主题、对父子冲突

且早已成家立业, 但他从未忘记自己家的血海深
仇, 每逢想起家乡, 就感到不安, 他说: 要 回去!

与父子相继多层家庭关系的描写、对现代知识分

回到家乡去! 他拿铡铡我三截, 我也要回去为咱

子心路历程的刻画方面来看, 它又在一定程度继
承了现代家族小说的传统, 成为 十七年时期 家

四十八村的人报这份血仇! 在保定车站, 他遇到
儿时的朋友严志和, 听说冯兰池还是像以前一样

族叙事的典型。

霸道, 欺压百姓, 朱老忠 心里那股火气, 就像火球

一、阶级斗争与家族仇恨

一样在胸膛里乱滚。 他觉得自己来的正是时候,

梁斌的长篇小说 红旗谱 作为 反映上世纪

不管如何, 他一定要实现复仇的目的, 为了报仇,
朱老忠有足够的耐心与意志, 他说: 冯老兰 发了

二、
三十年代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 很自然地把阶

家, 我也看着, 他败了家, 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

级斗争作为创作的主题, 从文本的表层来看, 小说

我儿子等得上他, 我儿子等不上他, 我孙子一辈还

主要以一家地主两代人与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冲突
作为故事的情节线索, 但从根本意义上讲, 这种阶

等得上他。总有他败家的一天 。朱老忠回归故
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 对此, 冯老兰也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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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感, 他听说朱老忠返乡的消息, 心里非常悔恨
自己当年没斩草除根, 他很清楚, 朱家不会与他善

生命, 即具有社会、文化、道义等内容的生命。这
是上层的孝道。第三, 实现父母或祖先在一生中

罢甘休, 可见, 家族仇恨对一个人、
一个家庭的重

所不能实现的某些特殊愿望, 或补足他们某些重

要意味。
朱、
严两家与冯家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就是脯

大而特殊的遗憾。这是孝道的最高层次, 是第二
层一般意义中的特 殊意义 [ 2] 。应该说, 作为传

红鸟事件, 天性爱鸟的冯老兰见了大贵、
运涛捉到

统家族社会中的一员, 朱老忠对孝道是认同的, 对

的脯红鸟, 情愿以 30 吊钱的高价买下, 但生性倔

他来说, 如果能为家族报仇雪恨, 实现他父亲临终

强的大贵就 是不卖, 这无形中惹恼 了冯老兰, 本
来, 冯老兰对朱老忠回乡的举动就颇为不满, 寻找

的嘱托, 这对于他则富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否则,
任何意义上的人生与社会价值的实现, 对他都不

机会报复对方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即便单纯的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反割头税取得了胜利,

春兰也意识到冯家说不定要生出一个枝节来算计
运涛和大贵, 朱老忠则要孩子们拿心记着, 他感到

但朱老忠并未如愿以偿, 这是因为 祖辈几代的仇
恨还没有报, 他觉得心上甚是沉重! 由此可见, 家

别看事小, 可能引出一场大事来。 现在大贵的行

族仇恨在他的心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同

为使冯家的报复自然提前, 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

时也构成了他参加革命的最深层的动机。

正给冯老兰公报私仇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他
故意指使大兵强行抓大贵去做壮丁, 用朱老忠的

朱家与严家亲密无间的阶级情谊, 是因他们
祖辈兄弟间的友情, 且拥有共同的敌人
冯老

话说, 就是 老霸道见咱朱家门里人更多了, 他气

兰, 冯家的霸道不仅使朱家身受其害, 同时也逼得

不愤, 成心毁坏咱一家人的美满。 事情发生后,
朱老忠之所以由最初的拼命到最后同意让儿子当

严老祥背井离乡; 朱老明与冯老兰打官司, 严志和
出于道义上的支持, 跟着输掉一头牛; 运涛在大革

兵, 其根本的用意正是为了报仇的长远动机。我

命失败后被捕, 祖母因受惊吓而死, 严志和无奈向

们长期以来把朱老忠 看作是农民革 命英雄的典

冯老兰借债, 冯老兰不仅不顾及乡情给予照顾, 相

型, 对他的思想性格内涵进行无限的拔高, 而相对
忽视了他参加革命的家族动机。客观地说, 朱老

反却千方百计算计对方的 宝地 , 宝地 失去的
打击对严志和来说是致命的, 对冯老兰的霸道是

忠在没有接受无产阶 级政党领导之 前的自发阶

敢怒而不敢言。作者自己也说过: 为了不使革命

段, 是一个血肉丰满、
个性鲜明的典型, 而到了自

人只剩下没有儿子的父亲和没有丈夫的媳妇, 我

觉斗争阶段, 其性格的光彩反倒模糊了, 其原因就
在于前半部主要是家族叙事, 其重心在于家族仇

又写了严志和一家。对这一家人的性格, 我觉得
应该和朱老忠家族有共性, 因为他们都是被压迫

恨, 情节冲突便主要是围绕家族复仇而展开。 朱

者也是叛 逆的同路人。[ 3] 小说透过不 同的生活

老忠性格的光辉, 在这种复仇意志的燃烧中得以
集中释放。而作为一种家族复仇的豪侠性格, 自

侧面来描写朱家与严家兄弟般的感情, 朱老忠一
家从关外回到锁井镇, 严志和对朱家给予无私的

发 的情节土壤无疑更适合它的生长。可以说, 复

关爱, 帮助朱老忠盖房子, 一家人负担起两家人的

仇意志的个性化, 是朱老忠性格的活力所在,

生活。朱老忠对严家的事情更是慷慨仗义, 为了

家族仇恨不但是英雄行为的驱动力, 也成了英雄
事业的宝贵 的精神遗产。 [ 1] 作为从 小接受传统

资助江涛读书, 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小
牛犊, 在严家危难之际, 他挺身而出, 为了分担严

家族文化的朱老忠来说, 传统的家族伦理是他言

家的痛苦, 徒步与江涛到山东探监。他们两家的

行举止的主要依据, 而家族伦理的主要一点就是
对父母尽孝, 这同时也是个人存在的重要价值之

情谊既有出于共同利益的阶级情怀, 又带有一定
程度的 家族 感情色彩,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

一。虽然人们对孝有不同的理解, 但基本上都认

个家族本位的社会, 一切社会组织都是以家为中

为孝就是延续父母与祖先的生命, 孝的含义可分

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是以家庭关系作为基

作三个层面: 第一, 延续父母与祖先的生物性生
命。这一层孝道的实践就是结婚成家养儿育女,

点, 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 君臣、父子、兄 弟、夫
妇、
朋友, 其中有三种是家庭关系。其余二种, 虽

是最基本的一层。第二, 延续父母与祖先的高级

然不是家庭关系, 也可以按家族来理解。君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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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 朋友关系可以按照
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

利贷剥削的不合理, 他不仅同情工农大众, 在衣食
方面有意识模仿农民的习惯, 甚至觉得农民的可

解的。 [ 4] ( P19) 从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 说, 严志

爱, 逐步转变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父亲意识到他

和与朱老忠就是兄弟关系的一种延伸, 而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阶级, 自然, 两家的后代也

的变化, 惟恐他学坏, 便 教他骑马 打枪, 行围射
猎。 他学会了打枪之后, 常带着长工与穷孩子们

是这样来相处的, 譬如朱老忠之所以对春兰关怀

去打猎, 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 与穷人的关系日益

备至, 主要是因为她是运涛的情人, 是由于她将来

密切。他接受党的指示, 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开展

可能是严家中的一个成员。朱老忠到济南之前对
涛他娘这样嘱咐道: 运涛虽在狱中, 春兰还是咱

秋收斗争, 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行动, 他带领农会
会员抢收了自己家里的几十亩棉花, 接着又抢了

家人 儿, 她 年 轻, 要 多 教导 她, 别 叫她 寻 短 见。

周围财主家的玉蜀黍,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秋收运

要是她听我的话, 我当亲闺女看称她, 她家的
事情, 就是我家的事情。要是她不听我的话, 随她

动, 树立了党在农民中的威信, 也由此激化了他与
自己所属的地主家庭的矛盾。 反割头税运动以

走自己的道儿就是了, 咱也不要多管。 很明显, 朱

后, 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 在衙门里告了张

老忠把严家的事情看作自己家的事, 一旦超出这

嘉庆一状, 说他忤逆不孝, 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

一界限, 他的关心程度就很有限了。

从此, 彻底脱离封建家庭的张嘉庆成了职业革命
者。由于母亲是父亲花钱买来的姨太太, 他参加

二、父子矛盾与父子相继

革命后, 母亲也被父亲赶出家门, 张嘉庆成了无家

在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中, 接受现代文明教育
的知识分子与固守传统观念的父辈往往会产生激

可归的流浪者, 他把党组织作为自己的家, 把革命
同志作为自己的亲人, 真正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

烈的思想碰撞, 从精神上背叛自己所属的贵族家

党, 从一个地主家庭的少爷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庭与离家出走成为大多数旧家庭叛逆者的无奈选

自己所属阶级的掘墓人, 完成了世界观与人生观

择。建国以后, 随着社会性质、
政治体制与思想观
念的转化和当代作家阶级意识的逐步强化, 他们

的转变。
由于受到阶级论的影响, 人们更多地强调了

对父子之间的冲突性质也有了新的认识, 或者说,

冯氏父子之间观念上相似的一面, 即作为反动阶

较之现代作家, 当代知识分子更重视不同阶级之

级的属性, 而相对忽视了二者因年龄、文化、
阅历

间的 斗争, 而相对淡化父子 之间思想上的隔膜。
其实, 我们透过对同一阶级父子之间阶级意识的

等不同所带来的思想冲突, 作者在谈到他们之间
的关系时说: 写父子两代的思想方式的不同、剥

分析, 一样能发现他们之间非常明显的思想冲突,

削方式的不同, 写父子两代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

这种冲突大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是
矛盾不可调和的激烈碰撞, 与父亲彻底决裂后离

产生的不同的统治阶级的性格。冯老兰是从封建
的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 是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

家出走; 第二种是与父亲在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冯贵堂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及帝国主义奴化教育,

上尽管有矛盾, 但尚未有更深层的斗争; 第三种是

开始也曾热衷于资产阶级革命, 还打出改良主义

朱老忠与江涛在思想感情上父子相承的新型家庭
关系, 这种关系既具有传统父子关系的亲情, 更具

的幌子, 后来 成为买 办型的 农村资 产阶 级的代
表。[ 3] 之所以父子冲突没有被放在应有的地位,

有较多的象征内涵, 是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发展和

那是由于话语讲述的五、
六十年代阶级意识突出

延伸, 带有鲜明的时代与阶级特征。
张嘉庆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 由于母亲出身

而家族意识淡化使然。不过, 我们透过小说的字
里行间, 一样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矛盾的尖锐性。

卑贱, 他对下层社会的人们有着朴素的人道同情,

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冯贵堂资产阶级的人道情怀,

尤其是在他接触了共产党员贾湘农, 接受了初步

科学、
民主的进步观念与父亲的封建剥削、
专制和

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阅读了革命诗歌与小说之
后, 思想觉悟开始发生变化, 对自己所属的地主家

迷信保守思想意识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
父亲那种传统的剥削方式表示不满, 主张多行仁

庭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真正感到地租与高

政, 我早就跟你说过, 对于受苦的, 对于种田人,

曹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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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他们吃饱穿暖, 要让他们能活得下去, 要不的
话, 谁给你种田, 谁对你付苦? 在乡村里, 以少树

里等着我。我也想过, 生我的是母亲, 教育我成长
起来的是党。 贾老师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

敌为佳。像朱虎子一样, 树起一个敌人, 几辈子不

不仅在政治上引导、帮助, 而且在生活上给予无微

得安宁呀! 冯贵堂对父亲那种家长式的管理形式
提出设立议事会的主张, 他认为父亲之所以在村

不至的关怀。当然, 不管是朱老忠与江涛、
运涛之
间的亲情, 或是贾湘农与张嘉庆之间的情谊, 他们

里树敌过多, 就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 村里要是

之间与传统的父子关系有一定的区别, 维持他们

有了议事会, 凡事经过 民主 商量, 就没有这种弊

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血缘与亲情, 而是共同的

病了! 咱既是掌政的, 就该开放 民主 。再说, 你
又上了年纪, 又是村政又是家政, 怎么管得过来?

理想与革命事业, 父亲也不再是儿子反叛或抨击
或同情的对象, 而是其走上革命的引路人, 是作家

怎么不落人的埋怨? 他大力倡导科学种田, 改革

所正面歌颂的革命英雄。

旧有的交通设备与生产方式,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
具与科学的种植方法, 他要在自己管辖的领域发

三、知识分子的性格成长与心灵演变

展工商业并身体力行, 所有这些现代思想都与父

在现代家族叙事作品中, 占据中心位置的往

亲的传统观念相矛盾, 他不只一次抱怨父亲的保

往是接受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

守、
僵化, 也曾进行过力所能及的反抗, 但由于特
殊的社会文化环境, 他的改革主张失败了, 但我们

这些贵族家庭的叛逆与专制家长之间的矛盾以及
他们在时代发展中的心理演变和性格成长无疑构

不能仅仅从阶级属性上去否认他思想与行为所蕴

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 这既符合中国从传统

藏着的进步的一面。
与地主家庭的父子冲突相对照, 小说同样突

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客观实际, 也与最早觉醒
的知识分子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历史相吻合, 因此,

出了农民家庭中父子相继的主题。朱老忠继承了

不管是从事思想启蒙的精神界战士, 或是农民革

父亲那种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革命精神, 具有强

命的领导者, 应该说都是由知识分子承担着主要

烈的阶级爱憎, 善待朋友, 同情不幸, 对于父亲临
终的嘱咐, 他时刻铭记在心, 而这可以说是他后来

角色。 红旗谱 的作者也曾以自己的感受与体验
认识 到 早期 革 命领 导者 的 形象, 知识 分 子为

成为革命英雄最原始的动机。由于他与严志和一

多

家是世交, 一向甘苦与共, 与志和情同手足, 因此,

运动的史诗性作品中, 知识分子较之革命农民而

他与运涛、
江涛之间虽然不是形式上的父子关系,
实际上却具有真实意义上的父子深情。他让自己

退到了边缘的位置呢? 这一方面与建国以后农民
与知识分子之间社会地位发展变化有关, 另一方

的儿子大贵去当兵, 卖了自己心爱的牛犊资助江

面, 在改造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氛围中, 过分 突

涛上学, 为的是实现他培养后代 一文一武 的计
划。在严家遭难之际, 他挺身而出, 代替志和徒步

出知识分子的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
化规范 [ 6] ( P79) , 这样, 作家既要突出农民英雄的

到济南去探监, 对涛他娘的嘱托, 对运涛未婚妻春

作用, 又要照顾到客观的历史事实

兰的开导和照顾, 这些都说明朱老忠在某种程度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扮演的领导角色, 于是便出

上行使的是父亲的职能, 当然这种父子关系还有
一种建立在共同阶级与经济基础之上的友情。这

现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在
红旗谱 中, 作家塑造了两个人物群像: 一是以朱

种父子相承的关系还 体现在张嘉庆 与贾湘农之

老忠为首的农民英雄谱系, 一是以江涛为代表的

间, 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张嘉庆由于带领农民抢
收了自己家的 20 亩棉 花, 参加 了反 割头税 斗

知识分子群像, 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
较之同时代反映革命历史的小说, 应该说取得了

争, 父亲告他忤逆不孝, 登报与他脱离了父子关

一定的成绩, 这里既有出身于封建家庭的冯贵堂、

系。他没有了家, 把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贾湘农

张嘉庆, 又有从农民之家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

那里作为自己的归宿, 他充满深情地对贾老师说:
我跟你在一块, 你就是我的父亲, 我也不再想母

既有作为党的领导者的贾湘农, 又有倾向革命追
求进步的知识女性严萍, 同是来源于地主家庭, 冯

亲。 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屋子里, 就像母亲在这

贵堂始终具有自觉的阶级立场, 而张嘉庆则彻底

[ 5] ( P196)

的事实, 那么, 为什么在反映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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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走进革命的阵营, 而在知识
分子形象中, 冯贵堂、
张嘉庆、江涛等人的性格成

有性格内涵的人物给予了简单化的处理。
在 红旗谱 中, 作者把相当多的笔墨放在对

长与心灵演变则最有艺术光彩。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江涛的塑造。他

冯贵堂作 为接受过大学教 育的现代 知识分
子, 他与父亲在思想意识上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

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爷爷因躲避冯老兰的
迫害而逃亡关东, 父亲因与地主冯老兰打官司输

作者由于受到特殊文化语境的制约, 对他的思想

掉一头牛, 他的哥哥运涛因参加革命而被捕入狱,

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揭示的不够深入, 但即便

奶奶因此气病身亡, 父亲因失去 宝地 而一病不

在有限的篇幅中, 读者同样可以看到他与父亲的
矛盾, 与置身于动乱的时代、
落后的乡村环境之间

起, 他与朱老忠一起徒步到济南监狱去看望哥哥,
哥哥在狱中的惨状使江涛真正萌生了对反动阶级

的尴尬关系, 他的理想追求在实践中所遭遇的一

的仇恨, 尤其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 他很快成长为

系列挫折, 他由改革的屡次失败最终一步步趋于
反动的心路历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 他不同于

一名领导者。在 反割头税 斗争中, 他政治上逐
步成熟, 并成为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父亲的残忍, 主张对他们要宽厚; 在村政管理上,

在保定 二师 学潮中, 他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和自

他认为父亲的专制是其积怨的主要原因; 在农商

己的同志一起积极宣传抗日, 揭露反动派不抵抗

之间的关系上, 他极力主张更新劳动工具, 采用科
学的种植方法, 发展商业经济。然而, 他的这些新

政策的真相, 激发人们参加抗日的爱国热情, 以自
己的沉着冷静、勇敢机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面对

的改革主张却无法在实践中贯彻实施, 首先, 阻力

面的斗争, 虽然他在领导学生突围转移中被捕, 但

来自他自己的家庭, 准确地说是他的父亲冯老兰。
靠封建土地剥削起家的地主不可能容忍儿子的新

他的行为影响了不少进步学生投身抗日斗争。
如果说江涛是融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的优秀

政, 他只相信勤俭治家、
地能生财的古训, 觉得 用

品质于一体的典型, 那么严萍则是一位严格意义

出奇百怪的法子赚来的钱, 好比不是自己的肉, 贴

上的青年知识女性的代表。由于出身于城市爱国

不到自己身上。来钱的正路是 地租 和 利息 。
他认为民主就是大家 在一块七嘴八 舌, 龙多死

知识分子家庭, 受到革命时代激进潮流的影响, 对
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 又加之与革命知识分子江

靠, 什么也做不成 , 这样, 冯贵堂的科学民主思想

涛相爱, 江涛经常借自己的进步书籍给她看, 为了

在僵化保守的父亲面前只能成为空头的理论; 其

表明自己的爱, 她终于向江涛提出了自己的革命

次, 当时动乱的时代, 腐败的政府不可能为他实现
自己的理想提供政治保障。他承包 割头税 因农

要求: 我嘛, 想革 命。 江涛问: 为什么? 严萍
说: 因为你革命 。 江涛为了爱严萍想 尽一切

民的反对、
政府的取消而失败, 他想靠法律的手段

能力帮助她进步, 引她走向革命, 锻炼成一个好的

与县政府一争高下, 这无疑是以卵击石, 其结果可
想而知; 最后, 他的改革措施也遭到农民的反对,

革命者。 但从小从城市中长大的知识女性, 对革
命抱着天真浪漫的幻想, 对斗争的残酷性与曲折

即便是自己家的长工, 也并不信任他, 他向朋友严

性缺少应有的认识, 革命意志软弱, 重感情友谊,

知孝倾诉说, 他用 新的方法管理梨树, 教长工们

爱情 上缠绵悱恻, 这是她思 想性格的重要表征。

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
治虫。
可是那些老
百姓认死理, 叫他们跟着学, 他们还不肯。看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对愈来愈世俗的冯登龙日渐
不满, 但两人由于从小在一起长大, 又有亲戚关

国家不亡实无天理! 他也曾设想在乡村开办平民

系, 因此尽管对江涛的好感与日俱增, 也不忍心让

学堂, 提高农民文化, 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 所有
这些美好的愿望都为当时的社会、文化、
阶级所不

冯登龙绝望, 再加上母亲对江涛的家庭出身及其
革命行为的不满,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 她经受着革

容, 他改革的激情、
自信、人道情怀、
科学民主的思

命失败与感情痛苦的双重折磨, 但爱情的力量、
父

想给他带来的却是失落和无奈。他复杂的思想性

亲的鼓励、对革命的忠诚终于使她克服了自己思

格与心理矛盾本应得到艺术地展示从而有可能成
为独特的 这一个 , 但由于作家鲜明的阶级观念,

想性格软弱的一面, 逐步成为一名追求革命的爱
国知识分子。

无意中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对待, 结果把一个颇

红旗谱 固然与现代家族叙事作品的成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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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距离, 但就其对家族仇恨的描写、
对父子之
间思想文化复杂关系的揭示、对知识分子精神性

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十七年时期 家族小说
创作的最高成就。

格的刻画等方面已显示出其独到的艺术个性,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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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of novels
A new analysis of H ongqip u ( T he Red Flag Pedigr ee) by L iang Bin
CAO Shu- wen
( Department of C hin ese, Wuhan U niversity, Wuhan, H 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 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 ongqip u ( T he Red Fl ag Pedigree) is
of ten seen as an epic reflect ing the peasantry revolut ion. How ever, if by t he themes of t he class st ruggle,
fam ily hatred, and the complex f iliat ion, t he novelist s are found to depict the intellectuals psycholog ical
transformat ion. T hey inherit the t radit ion, and make a new breakt hrough as w ell. T hus, the novel earns
the name of classic reading of t he sevent eent h year period , and the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he cont em porary novels.
Key words: family novel; new t ransformat ion; H ongqip u ( T he Red Flag Pedigr 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