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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安的《家庭三部曲》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专业：戏剧影视文学   姓名：成怡倩

指导教师： 任明华

摘要：李安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被称为《家庭三部曲》，本论文主要以三
部曲为依托，将影片中表现出的中西文化诸方面的差异为切入点，运用日常生活场景作
为表达中西文化差异的媒介，透过表面的差异，由表及里，进行深度的分析与解读。这
三部影片通过对一系列中西文化差异的不断呈现，反思中西文化在自然环境、哲学体系
、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从而找到有益于文化良性互动的途径。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冲突  文化差异的原因   妥协与认同

Look from the lee family trilog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Student majoring in Drame Film and Lliterature   Name ChengYiqian

Tutor Name  Ren Ming hua

Abstract： Ang lee's "push" "wedding banquet""eat drink man and woman "known as" the 
family trilogy ", this thesis mainly based on the trilogy, will show in the film, the aspect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using daily life 
scenes as a medium of expres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through the 
surface of the difference, and its excellent in-dept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These three films 
through a rendering on a seri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reflect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hilosophy, ways of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how to solv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find ways to benefit culture positive interaction.

Key words: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conflict ；The caus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  Compromise and agree

引言

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诸方面的比较，分析两种不同的文化现状，着重分析两种文化在

相互交流、碰撞中所产生的火花。以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为例，从自然环境、哲学体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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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明确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差异。运用社会学、文献研究方法、传播学

中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部分的理论知识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研究，反思中西文化

自身的不足与互补共同之处，试图为探讨中西文化提供有益的思路，构建起中西文化交流

的桥梁。

李安，台湾著名导演，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导演。他的《家庭三部

曲》又称《父亲三部曲》，通过社会中最小的单位——

家庭,为依托表现父辈的权威与传统和子辈的服从与挣脱之间的矛盾碰撞，将两代人在思

想观念、生活方式、教育理念、文化传统、饮食习惯、婚姻观念等方面差异形象地表现出来

，通过对不同环境下人性的挖掘与审视，折射出两种文化矛盾内在的根源，但这两种差异

不是不可调和、争锋相对的，在三部影片中都不同程度的体现出两种文化的融合与互通。

一、《推手》里中西家庭观念的差异

1990年，李安完成了剧本《推手》一举获得台湾政府优秀剧作奖。并在1992年，亲自执

导电影《推手》，将其搬上了银幕。这部影片在台湾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等8个奖项的提名

，并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导演评审团特别奖，以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一）美国儿媳与中国公公的“战争”

电影以在美国任电脑工程师的儿子朱晓生与太极拳退休教授老朱在纽约的生活矛盾

与冲突为主线，展现了中西文化下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妻子玛莎为代表的美国的家庭

伦理观念与以渴望享受家庭所带来的中国传统天伦之乐的父亲之间的摩擦，将两种不同的

家庭伦理观念的格格不入用影像表达出来，将家庭作为磨合、冲突的载体与源泉。以“家本

位”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与西方“个人本位”的伦理在一个家庭中碰撞、融合。[1] 

中年丧偶的朱老先生被儿子接到美国享受膝下承欢的长辈之乐，却遭到美国儿媳妇玛莎的

反感与不理解。在儿子朱晓生看来，将父亲接到自己家是一种责任与义务，也是他奋斗半

生的成就与自豪。妻子玛莎是名自由作家，她不能容忍这个一个陌生的“老头”就这样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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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进她的生活，在她的观念中，父母和子女应该是相互分离的状态，至少不能干扰到彼

此的正常生活，她不能理解被丈夫视为信条的“父慈子孝”也不能忍受公公和她共处一个屋

檐下。

（二）太极拳大师“天涯”遇知音

父亲老朱在美国的生活也是百无聊赖，语言不通，无法和洋儿媳妇正常沟通。只能每

天靠打打太极听听京剧打发时间，可就连这“委曲求全”的娱乐活动，也处处受到儿媳妇的

阻扰和干涉，不能痛快大声地听京剧，不会使用微波炉，不能乱扔烟屁股，不能按照自己的

方式教孙子唱儿歌……如此种种虽让老朱心中气不顺，可为了家的和谐他还是选择包容与

隐忍。为了改变了无滋味的生活方式，打发时间，甘愿到华人中心教授太极拳。并结识同样

来美国投靠女儿的陈太太，相同的遭遇和文化背景，让老朱对深谙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和有

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陈太太有了好感。也许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同遭遇让两个在异国他

乡的老人有了共同的心里感受，彼此之间或是理解更多同情。但当朱老知道儿子为摆脱自

己这个“大麻烦”而刻意撮合自己和陈太太时，作为家长的尊严与节气被激发，平常宽宥儿

子的行为也变成恼羞成怒的威严与骨气。他心痛被自己心爱的儿子抛弃，也为作为长辈的

尊严而抗争。

（三）左右为难的“孝道”

作为儿子的朱晓生同样是痛苦的结合体，他一方面遵循内心的“三纲五常”的熏陶与束

缚，另一方面又在现实的残酷面前无能为力。从传统意义上说，他的根是根深蒂固的“父命

子从”的传统观念，当妻子百般刁难和儿子成绩受家庭影响而下降时，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小

家而抛弃了当年舍妻护子的老父亲。这对他来说内心是无比苦痛和煎熬的，这也意味着他

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与孝道。当父亲不告而别时，朱晓生压抑在内心的苦闷与愁苦

在他歇斯底里般的狂怒中发泄出来，他掀翻桌子砸碎厨房里的一切餐具并借酒消愁。中国

传统家庭的和谐之乐与理想的破灭使晓生心中不可动摇的“家本位”思想动摇、崩塌。

二、《喜宴》里中西婚姻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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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啼笑皆非的喜宴

1993年拍摄的《喜宴》同样也是一部以家庭为单位讲述的两代人、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所导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故事，以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视角审视了西方的婚恋观及两

性关系，把同性恋作为影片的矛盾冲突的聚合点。但李安并没有将审视反思同性恋或者中

西方不同的伦理观念作为影片的注重点，而是以此为媒介，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作为

化解一切冲突与矛盾的调和剂。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与理解，使得影片

原本严肃生硬的话题最后得到看似圆满的大结局。人到中年在美国小有成就却一直没有结

婚的高伟同是父母心中大大的牵挂和心事，高伟同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的退役师长，虽早

年为逃避家里安排的封建婚姻而出逃当兵，但内心里却是个深受传统“传宗接代”家庭观念

影响的权威父权的代表。母亲是传统意义上慈母的象征，她敬重丈夫，疼爱儿子，把自己所

有的心思都放在儿子成家立业，开花散叶上。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促儿子的终生大事，看儿

子没有动静，还亲自给儿子报名台湾最高档的相亲俱乐部。在高妈妈看来，儿子的结婚大

事更是自己的大事，虽然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将伟同生下来为高家延续了香火，但在她看

来，只有这香火一直延续下去，她心中的使命才算是完成。而儿子高伟同却是一个同性恋

者，他瞒着父母和美国年轻的医生赛门相恋五年。

（二）一波三折的“假结婚”

起初虽以事业忙为理由拒绝过多次父母安排的相亲，但纸里包不住火，为一次性打消

父母的顾虑，“男朋友”赛门建议伟同和来美国学画画的威威假结婚，以给父母一个交代。听

到儿子成家消息的高爸、高妈万分欣喜，剧情反转，盼儿成家心切的他们决定亲自来美国

督促儿子的婚姻大事。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在高爸、高妈到来后达到高潮，不论是伟同、威威

、赛门的三角恋关系还是他们和谐表面下的矛盾，一切机缘巧合在这里碰撞。为迎接高爸、

高妈的到来，一系列维持正常状态的啼笑皆非的不见硝烟的“战争”悄然打响。在房间的布

置与安排，全部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毛笔字挂画和茶具等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家居设置。伟

同与赛门的关系也因为“第三者”威威的到来，显得处处别扭尴尬。而他们三个又同样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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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同样的“对手”——

高父、高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个家庭而聚合牵连在一起，也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原因

而各有各的目的和图谋。威威为了能在美国生活取得绿卡不能不牺牲自己的婚姻，高伟同

为了给自己父母一个传宗接代的交代不得不委屈自己和威威“假结婚”，而赛门为了自己的

爱人不再受心里的折磨与良心的考验甘愿让出自己的位置以换得暂时性的大团圆局面。

（三）中外结婚观念的差异

影片中中西文化最明显的冲突表现在对待婚姻的观念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高伟同

打算在教堂公证结婚，而作为传统中国父母代表的高父、高母却万万不能接受儿子如此草

率地对待自己的结婚大事。[2]当在教堂结婚公证处完成简单的结婚仪式后，高妈妈难掩心

中的悲痛，痛哭流涕。而高父也是心中老大不痛快，但毕竟是父权威严的象征，虽喜行不漏

于色，内心却也是十分不悦和难过。他作为一个封建家长的代表，一方面为自己一家之主

的权威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心痛；另一方面又对于长大的儿子无能为力。他虽然是

父辈权威的代表，但戎马一生的经历也让他变得学会站在高处审视一切，他不轻易像高妈

妈一样表达自己的失落与情绪，他更像是一头温顺的狮子，有自己的腔调和威严，却也不

轻易发威，多半把自己的想法深藏于内心。

在中国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面子”的事情，也许结婚在法律上也就

是两张结婚证，但在中国人看来，更是一种仪式。不仅是关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大事，

结婚场面办得大气、敞亮、有面子那才是关键。酒席摆得越多、客人来得越多、婚车越贵越

豪华就越有面子。这在西方看来也许是铺张、浪费或者形式主义，但在中国老夫妇的传统

观念中这就是活了大半辈子的盼头和念想，是花多少钱也乐意的。所以影片中高妈妈从台

湾带过来三万美金的彩礼，就单为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并把这当成是对亲朋好友的一

种交代，而完成这种交代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电影名字喜宴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中国

传统色彩的名词，字面意思为“结婚时招待宾客的宴席”虽然说是你自己结婚，但招待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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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宴席却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与中国几千年来的“群体意识”无不有着密切的关联，结

婚不是你自己的事，是父母的事，乃至是一个家族的事。这与西方崇尚婚姻是自由、民主，

是自己个人的事情大有不同，他们认为结婚是因为单纯的爱而在一起，完全不是自己道义

或者道德上的事情。而中国古代就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也有“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束缚，传宗接代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很多人

活着的目标。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封建下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也有几千年来儒道文化

对中国人的熏陶与影响。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婚姻观念，更发展成一种特有的文化和心

里认同感。就光婚礼中所包含的文化习俗就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如中国结婚仪式中

的“拜堂”，俗称“拜天地”，在唐代时就有渊源。“新婚之三日，妇见舅姑，俗名拜堂”。再如“

闹洞房”，作为一种中国传统婚俗，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古人闹洞房，取辟邪驱恶之意，又

有融洽新人关系，表达宾客祝福之愿。闹洞房招数自是千奇百怪，琳琅满目。影片中众人直

至把新人的衣服一一脱去才肯罢休，如此肆无忌惮的疯狂举动，但是要发生在闹洞房这样

的情境下也能够很自然的被中国人接受。李安在谈论《喜宴》时曾说过：“这是五千年性压抑

的结果”。影片中高伟同的同学起哄让他和威威在婚礼众人前接吻的场景也只有在婚礼现

场才会发生。而西方人则认为在公众场合接吻是件很平常的事情。[3]西方人比较自由开放

能够很简单直接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们崇尚浪漫，对待“性”开放，个人本位思想浓厚

，也造成他们缺乏责任感或者群体意识淡薄；而中国人多半是保守、含蓄，不轻易表达自己

的感情，感情也多半内敛深沉。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更注重群体的感受而忽

略自己的感受，能够舍小家为大家。

（四）父权的妥协

当老朱得知自己深爱的儿子与赛门的不正常的关系时，这对于一个遵循“三纲五常”“

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影响的父亲来说，不啻为一个晴天霹雳。在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时，

他的身体垮掉住了医院，但经过痛苦的挣扎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默默承受这一切。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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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就是中国人尤其是父辈特有的一种沉重的担当，这种担当中包含着隐忍与宽容，是一种

五千年文明下特有的一种精神品质。

三、《饮食男女》里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

（一）如火纯青的“感情大餐”

1994年的《饮食男女》是李安所执导的第三部电影，主要讲述一个父亲与三个女儿的

情感故事，阐述了家庭这个永久不变的问题与新旧冲突之间的矛盾，其中贯穿着两代人在

饮食、情感、婚姻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将中国家庭伦理“家庭本位”的思想阐释地淋漓尽致。[

4] 

本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第三十九届亚太电影展最佳作品、最佳剪辑奖，第

七十七届大卫格里菲斯奖最佳外语片奖，并获独立制作奖和第七届台北电影奖优秀作品奖

，列1994年台湾十佳华语片第一名。

（二）饭桌上的亲情

影片中老朱是台北一家饭店的名厨，妻子去世后，他和三个女儿一起生活。大女儿是

性情敏感、古怪的老处女，在学校担任化学老师。二女儿精明能干，虽对厨艺颇有天分却在

一家公司上班，是美丽漂亮的白领阶层。小女儿精明活波却也温顺乖巧，是一名大学生，最

后却和自己中意的男孩子未婚先孕。老朱的三个女儿可以说是性情各异，各有问题。而老

朱维持这个家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星期天的一顿晚餐，在这里看似简单的吃饭却成为维

系家庭成员关系和家庭秩序稳定的纽带。在中国，吃饭不仅是解决温饱。吃的形式背后包

含着一种丰富的心理和文化意义。饮食在中国可以算的上是一门文化和学问，其中隐含着

人们对于食物的理解与认识。当吃饭摆脱了满足口腹之欲的个人行为时，就成为一种社会

性的带有社交功能的载体。[5]影片中的父亲老朱每个星期天都会精心准备出丰盛的美味佳

肴，其娴熟的刀工与美轮美奂的菜品，不仅让我们一览中国饮食文化的讲究与水平，更体

会到传统厨艺文化的博大精深。朱父对三个女儿深沉却又说不出口的爱，也随着油盐下锅

，汇成萦绕心田的芳香与美味。朱父固守着星期天晚餐的习惯，三个女儿也将和父亲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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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看得相当重要。虽说家倩极力想挣脱这个让她禁锢的家和这个没有心灵交流的晚餐，但

当看到父亲独自去医院做心脏病检查和温伯伯的意外去世时，她才从内心承认她所热爱的

家，才敢于放弃她成功的事业，回归到自己喜爱的厨艺上。

（三）家的凝聚力与顾忌

在影片中，家庭就是凝聚力。它能够让压抑封闭自己感情的家珍改头换面，抛弃幻想

，勇敢的追求爱情；也能够让一心逃离家庭的家倩明白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正如朱父在喝

醉酒后说的那一段话：“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

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因为顾及儿女的感受，老朱隐瞒自己和

锦凤的忘年之恋；因为顾忌大姐的感受，家倩拒绝了自己中意的李凯。但当她发现她的顾忌

和牺牲换来的却是姐姐的一个长达九年的谎言时，她内心崩溃又迷茫了。当她惊慌失措的

找到雷蒙时，却又被现实的霹雳惊醒。在她内心里依赖的雷蒙也只不过是个生命中的过客

，雷蒙也只是将他们的关系总结为“情人”。这种消遣式的混乱感情让家倩重新审视家在她

心中的意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当家倩理清她的情感后，呈现出她对饮食的最初最原

始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理解她最终守在那几间房屋时内心的满足与惬意，返璞归真后

地豁然开朗，是对家的味道的最本真的留恋与守候。

（四）当蟹粉汤包遇上美国汉堡

     

作为父亲的老朱是矛盾与复杂的结合体，在对待饮食方面，他是保守和传统的，对待饮食

讲究精细和营养，所以他能够不辞辛劳的甘心情愿为珊珊送饭，这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

他对饮食文化精细的追求与肯德基等快餐店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老朱来说，汉堡与炸鸡只

能是暂时充饥的替代品，并为此感到可惜。在中国“民以食为天”，饮食十分考究，从选料、

刀工、烹饪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工序，每个环节紧紧相扣，丝毫马虎不得，不仅

讲究个色香味俱全还要注重菜名的来历和讲究，比较注重后天的包装。而西方的饮食文化

中则比较注重营养搭配，菜品的做法一般也比较简单，多以瓜果蔬菜为主，辅之必要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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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牛奶，讲究一天要摄取多少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等。饮食的目的一般也是简单粗暴的，

西方国家的一些快餐饮食文化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也与其饮食文化密切相关。《推手》中

也有关于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场景，在厨房中，老朱用碗和筷子吃着丰盛的早餐，而玛莎

吃的确实简单的蔬菜沙拉和饼干。

（五）两代人情感上的交流

    

在对待情感方面，老朱的做法倒是显得干净利索，不像他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

来才下锅，与锦凤的感情也能够大胆光明磊落的承认。虽之前也是百般顾虑，考虑女儿们

的感受，但到最后也算是真正为自己活了一把，把他做菜中的滋味原汁原味的带到了自己

的感情生活中。李安在处理此类的感情禁忌或者问题的时候，一般能够圆融地将问题解决

，却又不露丝毫的感情色彩，就这样娓娓道来，不会让人觉得有丝毫不快或者别扭刺眼之

感，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化解两代人、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找到两种观念和文化的

互动交流的平衡点，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四、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家庭三部曲》通过对传统家庭与西方文化冲突、融合方面的解体与重构，将人们在两

种文化、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思考的眼光表现出来。中国的注重家庭观念和集体

意识与西方的注重个人的个性发展与自由；西方开放自由的婚姻观与中国注重传宗接代的

责任意识；饮食方面，中国注重细节和味道，强调吃饭在社交和联络感情方面的特殊功能，

而西方注重营养，多简单粗暴的饮食方式，多以快餐类饮食为主，注重饮食解决温饱的功

能，诸如此类等等中西文化在相同的方面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异。[6]具体来说，其原因主要

有一下几个方面：自然环境、哲学体系、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行为活动的依赖和载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着潜移默化的

影响，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也是因时因地而论的。中国具有辽阔的国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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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多高山河流。如此地大物博的优越地理位置也造成了中华文化

的博大胸襟与广阔的包容性与弹性，形成一种大国文化的丰富性与统一性。不论是李安对

待电影中题材的选择还是《喜宴》中高父默默独自承受儿子是同性恋的这一事实，为了得到

孙子他包容了这个让他痛苦的沉重打击。这种心平气和、和风化雨的处事方式，也是独特

的地理文化所赋予的“中庸之道”。

（二）哲学体系

这又是哲学方面差异的表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孕育出的是遵循“三纲五常”和“仁、义

、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以及道家“法道自然”与“道生万物”的思想，两种主要哲学思想相辅

相成构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哲学体系，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一

种规范与秩序。《家庭三部曲》中父亲的权威地位以及对家庭与集体观念的重视、三纲五常

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源于此。西方文化中的哲学体系多以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认知与改造世界

密切相关，这又源于西方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西方哲学的源头为古希腊哲学体系，海洋

是其孕育文明的摇篮。西方多数国家面积狭小却多面环海，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物产资源

也相对匮乏。人们为了更好的生存不得不与自然进行多方面的斗争，欧美等国早期航海和

探险比较发达，也是人适应自然的一种表现。喜欢探索和竞争也造成了西方人开朗、向往

自由、注重个人本位、自私和排他的性格特点。

（三）思维方式

     

在思维方式上，西方人比较直接、注重目的性、理性和严谨，而中国人更加注重直觉思维和

自我感性感受，强调多方圆融和“中和”思维方式。比如《推手》中玛莎会直表达将公公送入

养老院的想法，而不会采取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深受传统东方思维影响的老朱则

会将自己对陈太太的祝愿之情寄托到一首诗中，在充满韵味与意境中含蓄并且小心翼翼表

达自己的情感。

（四）社会结构 

西方大多数国家多为宗教制度，在尖锐阶级斗争下彻底摧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

族制度，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崇尚“三权分立”，注重法律的公正与人人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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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决定西方家庭观念比较淡薄，成员之间不论是父辈还是子辈，关系一般比较自由和开放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依附关系不是很明显，每个成员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所以《推手

》中的玛莎不会明白，晓生的父亲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搬到美国和他们一起居住。古代中国以

宗法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关系，是家庭繁衍和社会阶级稳定运行的一套严格的

等级制度。在家族社会中，父亲居于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地位，“父命子从”“三纲五常”等都是

父系权力的体现。而流传至今的“孝”便是对家本位思想的淋漓尽致的体现，“父慈子孝”也

成为传统家庭观念下父母和子女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

结论

《家庭三部曲》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三位父亲，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优秀品质，

他们是太极教授、退役师长、饭店名厨，在传统观念中不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普遍

的敬重与爱戴。但当他们面对与下一代的沟通交流时，也会面对不同观念冲击下的摩擦。

正如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互动，可以找到相互平衡的支撑点。当中西两种文化

和两代人之间能够在相互尊重认同、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正视差异，取长补短，正视自己的

不足，冲突和摩擦也就能转化为良性发展的催化剂，和而不同，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

的相互融合与发展，也必将人类的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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