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
———对阿文的疾病现象学分析及性别解读

郑丹丹

提要:本文一方面对一个男子阿文的腹泻进行疾病现象学描述 , 关注一
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痛苦和不适 , 以期揭示并理解社会历史背景 、文化框架
对阿文的日常生活及其身体与疾病的形塑过程;另一方面 , 通过解析社会等
级制度对阿文(及其妻子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 , 力图将阿文(及阿英)们的身
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 , 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 , 试图理解他们
不同的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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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经性痢疾———阿文的身体不适

　　阿文是一个成功的中年男子。事业有成 ,家庭和睦 ,这是他对自己

下的基本判断。

但是阿文怕出门 ,尤其害怕乘坐各种交通工具 ,因为他有拉肚子的

毛病 ,这个毛病伴随他很多年了。阿文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 ,尽量寻找

自己熟悉 、可控制的方式 。比如 ,自己开车就好多了 ,因为他几乎熟悉

所有公共厕所的所在 ,而且现在到处都是加油站(加油站都有厕所),这

极大地减轻了他的焦虑。从阿文家去闹市有一条路 ,十分繁华 ,堵车是

常有的事 。阿文一想起这条路就紧张 ,因此他出门很少走这条近路 ,而

宁愿绕非常远的一条偏僻道路 ,他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堵车 ,也因此可以

避免堵在路上无法上厕所的尴尬和焦虑 。

阿文年轻的时候就为这个毛病没少和妻子阿英闹别扭 。还在谈恋

爱的时候 ,阿文就常常把一同出门的阿英扔在一边 ,一句“拉肚子”人就

没了踪影 ,阿英手足无措地苦等多时怒气常常无法遏制 ,为此搞得很不

愉快 。之后的策略就是尽量少出门 ,阿英拉阿文逛街的兴致也基本

消失 。

症状出现不久时 ,阿文曾经去看过医生 ,医生诊断半天扔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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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痢疾”就不再理他 ,开的几种药剂明显只是安慰 ,阿文既因为医

治无门而烦恼 ,也因为自己没什么大病而放了心。之后亲戚朋友偶尔

发现了他这一毛病 ,往往推荐一些偏方 ,阿英和阿文也曾努力尝试 ,但

结果都不理想。

这么多年来 ,阿文仔细观察 、把握 ,发现自己的拉肚子与变动有关 ,

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他的生理反应 ,包括出门以及情绪波动。只要没

有变动 ,生活规律 ,不出门 ,拉肚子的症状基本消失 。

在深入挖掘和探讨之后 ,阿文承认自己的拉肚子其实来源于对“在

大庭广众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大便”的深深恐惧。他形容自己常常是

“裆里夹着一泡屎 ,四处寻找厕所 ,狼狈不堪” ,而且这种形象异常深刻 、

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 ,与出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旦要出门 ,他马上

条件反射地想到“如果要上厕所怎么办 ?”然后立刻有反应 ,马上就要上

厕所 。买车后这种出门恐慌大大减少 ,但依然存在 。

再进行生活史追寻 ,阿文的记忆回到了童年。那时父亲在县城上

班 ,母亲带着孩子在农村 。小学四年级时阿文第一次由母亲带着坐了

车 ,来到县城。几天后 ,父亲让阿文独自坐车到新华书店去买书 。这一

次经历阿文终生难忘 。

　　我还记得当时票价是 1毛钱。我父亲让我自己去 ,可能认为

我前几天才坐过车 ,没有问题 。但是你想 ,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进

城。我很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突然想上厕所。我不敢叫

司机停车。估计叫司机停他也不会听一个小孩的。突然 ,不知道

怎么回事 ,就流出来了 ,味道就出来了。我觉得大家都厌恶地看着

我这个邋遢的农村孩子 ,我觉得羞辱至死 。车一停我就下去 ,找个

厕所处理裆里的大便 ,不停地擦 、擦 、擦。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

当时的情景和我的感觉。羞辱啊!

其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阿文并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也没有拉肚

子的毛病 。

最终出现拉肚子的症状是在大学三年级 。那是上世纪 90年代初 ,

刚刚由国家统包分配过渡到自主择业 ,两种形式并存。也就是说 ,开始

出现了自己找工作的可能。阿文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可以利用 ,只

身从家乡来到读书的这个大城市 。阿文刻苦努力 ,积极筹划自己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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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三 ,在大多数同学都还懵懵懂懂的时候 ,他就到一家非常有名的

企业实习 。实习期间阿文可以说全力以赴。最终 ,努力得到了回报 ,阿

文得到单位各方面的一致认同 ,被评价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实习生之

一 ,并因此很有希望进入单位 。可是 ,那时候他要去的是当地最好的单

位之一 ,而且进人是要指标的 。很多人告诉阿文 , “你很能干 ,大家都欣

赏你 ,但你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 ,估计也是进不来的” 。于是列举单位有

史以来没有进过一个真正完全没有背景的人。阿文于是每日煎熬 ,一

时欣喜 ,一时沮丧。

阿文的拉肚子开始于大三实习 ,这一点经过阿文和阿英仔细回顾

并得到确认 。那时阿英也去另一家单位实习 ,顺路 ,两人一起搭车 ,可

是忽然就出现了阿文的拉肚子毛病 ,于是常常阿英就找不到阿文的人

了。那时候没有任何联络工具 ,就只有下车死等 ,这常常让阿英心急火

燎 ,并愤懑不已:就有那么多巴巴(大便)!

阿英的愤怒焦虑也有来源。阿英是一个斯文的女性 ,自从和阿文

确立恋爱关系后 ,得到了阿文的悉心照顾。当时尽管还未结婚 ,但是其

实他们两人的世界基本就是一对传统夫妻的模板:男主外 、女主内 ,生

活方面由阿英搞定 ,外部事务阿文不要阿英操心。因此 ,阿英习惯了出

门由阿文照顾的模式 ,而且也基本没有培养出什么能力 。从小生活在

小地方的她其实对到城的那一头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去实习有着深深

的恐惧 ,就连 1个多小时的路途也有点像远征般艰险。这样 ,阿英习惯

了的模式突然由于阿文的拉肚子搞乱了 ,她不得不常常面对阿文的突

然失踪 ,而自己去换车……其实从那时起到毕业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 ,

阿英都适应不了自己独自面对生活 ,刚去单位她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

和人打招呼 ,不知道怎样行事合乎分寸 ,甚至不知道在单位中午食堂吃

饭她该坐在哪里(因为大家常常围在一起边吃边聊 ,可阿英觉得都是陌

生面孔),并因此常常害怕去食堂吃饭。阿英把这些情绪都告诉阿文 ,

阿文帮助她排解 ,安慰她 ,帮助她计划改变生活处境 。而阿文 ,在阿英

心里几乎是无所畏惧的 ,就是雄纠纠 、气昂昂的代名词 。

一直到近几年 ,阿文从单位出来自己创业。由越来越多的小事阿

英发现 ,其实阿文是个非常谨慎甚至保守的人 ,为一个生意阿文常常盘

算半天 ,反复思谋 ,举棋不定。在威武雄壮多年后 ,通过深深的反思 ,阿

文终于不得不承认 ,自己其实非常保守谨慎 ,而且 ,确实有很多恐惧 ,虽

然自己很难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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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回顾这段拉肚子的历史 ,阿文认为 ,其实那时自己独自去一个

大单位打拼 ,要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 ,心中一定充满了恐惧 、不安 、焦

虑 ,但是阿文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更别说口头上承认了 。

　　那个时候并不是有意掩饰 ,并不知道自己害怕 。现在想来 ,很

多时候确实觉得紧张 、焦虑。没想过为什么 ,没想过要和谁讨论这

个问题 。和朋友们在一起就是或直白或隐含地展示自己的成就 ,

互相鼓励 ,然后又雄赳赳 、气昂昂了。有时也抱怨社会不公 ,谈论

自己也许会被埋没好像是可以的;说自己害怕 ,想都不会想的事

情。真的 ,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害怕 。认为我阿文会是个会害怕的

人 ,别人和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现在回想起来 ,就差不多在那个时

候 ,我开始拉肚子 ,非常严重 ,为此我痛苦不已 ,但也觉得是对我的

磨练 ,并用种种办法应对了下来。

二 、身体 、疾病与社会学———理论视野

　　早自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巴门尼德就把感官与抽象思维能力截然

分开 ,并不由自主地把“精神”与“肉体”割裂开来(葛红兵 、宋耕 ,2005:

37)。柏拉图强调智慧 、真理 、知识 、理念 ,贬抑身体 ,将身体看成通向智

慧 、真理 、理念和知识的障碍。他甚至认为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爱智慧的

人应该抛弃身体 ,只有身体死亡了 ,灵魂才能更加活跃起来 ,智慧之路

也才能更加畅通(柏拉图 , 2002:61-65)。这种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

立 ,后来在基督教中 ,尤其是在奥古斯丁那里 ,又重新得到了改写 。在

基督教思想中 ,上帝的观念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理念 ,正如身体永远是理

念的一个障碍 ,身体也是接近上帝的一个障碍 。这样 ,在整个中世纪 ,

对身体的压抑有增无减 ,身体被认为是滋生罪恶的源泉(冯珠娣 、汪民

安 ,2004)。

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人祛除了对永生之神的执迷 ,却又

陷入对人在世界中的脆弱 、有限性 、偶然性 、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 。怀

疑一切之后 ,笛卡儿找到了确定无疑的“阿基米德点”———我思 ,并将精

神凌驾于身体之上(杜曦云 ,2005)。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儿的

遗产 ,他的二元论相信 ,在身体与心灵之间没有互动 ,至少没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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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因此 ,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

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 ,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

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布赖恩·特纳 ,2003)。在这种思想背景下 , 20 世

纪80年代之前 ,身体这项主题在社会科学界全面而严重地被忽视(B·

特纳 ,2003 1996)。

但是 ,重精神轻身体的西方哲学主流中也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

音。亚里士多德就并不赞同身心二分的看法 ,他认为通过感官人类可

以把握“自然”;而且他也不认为物象是某种更为本质和神秘的“形式”

的表征(转引自葛红兵 、宋耕 ,2005:25)。哲学人类学 、生命哲学 、人类

学和现象学中也有很多传统严肃地对待人体。其中 ,尼采是重要的思

想来源。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他在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之间

建立的对比 。前者是性力 、迷狂 、激情之神 ,是早期希腊宗教狂乱行为

背后的驱力;后者则是秩序 、形式 、理性和一致性之神 。尼采将历史设

想为这两种原则的无穷无尽的争斗 ,但他并不肯定冲突的解决只能存

在于狄奥尼索斯的胜利中 。尼采并非天真地要求“返归自然” ,相反 ,他

采纳了这样一个立场:只有这两种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 ,一个健康的社

会才能出现 ,在这个社会中 ,性的激情和理性行为生活协调一致 。如果

不能在个体的生命中创造出这两个原则的满意综合 ,就会引发疾病 、病

态和疯狂(尼采 , 2000 1925)。尼采对不同的哲学家 ,如韦伯 、海德格

尔 、弗洛伊德和福柯等人的哲学发展 ,产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

另一位对身体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的哲学家是梅洛-庞

蒂。在《知觉现象学》中 ,他发展了精彩的肉身观点 ,来克服身心二元对

立观 。在试图理解人的知觉过程中 ,梅洛-庞蒂断定 ,知觉总是从一个

特殊地点或角度开始的。正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 ,外向观察才得以

开始 ———如果不承认这一身体理论 ,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 。

我们对日常现实的感知取决于活生生的身体 ,即便我们一些更“高级”

的知觉也一定与我们的(原始)身体遗产有关 。知觉和身体活动即便被

分离 ,也只能是人为假想的分离 ,因为基本的知觉形式(比如看本身)就

包括了身体活动 。梅洛-庞蒂根据对断腿所作的心理研究表明 ,由于

身体出现了损伤 ,判断和知觉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乱和断裂(转引

自布莱恩·特纳 ,2003)。

福柯认为 ,由于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的

需求 ,现代社会需要对身体进行有系统的管理和控制 ,因此导致新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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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式 ,即“生命权力(bio-power)” 。它以身体为中心 ,把人的身体整合

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 ,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葛红兵 、宋耕 ,

2005:45-46)。

从某种意义上说 ,福柯关注的历史 ,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 ,是身

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 ,是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

服的生产工具进行改造的历史 。这是生产主义的历史(葛红兵 、宋耕 ,

2005:46)。

在当代社会中 ,身体似乎不再被压抑 、规训 ,反而被消费主义所鼓

动 、纵容。权力的运用并非简单地对被动身体的控制 ,而是生产出身

体 、欲望来(杜曦云 ,2005)。这是消费主义的历史 ,是身体被纳入到消

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 ,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 ,是身

体受到赞美 、欣赏和把玩的历史。

综上所述 ,一方面 ,哲学和社会思潮中身体视角逐步凸显 ,另一方

面 ,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身体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日益变得

举足轻重 。因此 ,特纳提出 ,到 20世纪 80年代 ,慢慢开始出现一小批

著作 ,既把身体问题化 ,成为社会理论的组成要素 ,同时也认识到身体

是当代政治和文化中的一项重大话题(布赖恩·特纳 ,2003)。

目前 ,身体社会学在以下三块经验领域里有很大的发展:身体的文

化表现的政治学 ,性本性 、社会性别与身体 ,以及健康和病患中的身体

(B.特纳 , 2003 1996:579-581)。

在第一方面 ,晚近有关身体的大量研究已经切入了表现方面的主

题 ,考察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所具有的符号意涵(Douglas ,

1966 ,1970;Pouchelle ,1990;Marin , 1988;Brumberg ,1988)。强调身体之为

文化表现 ,造成了一种悖谬的后果 ,那就是现象性的身体从考察的视野

中逸出 ,没有人注意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身体(Leder ,1990)。

身体社会学发展中的第二个主要关注点 ,在于以社会性别 、生理性

别和性本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更晚近的酷儿理论)。

女性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观念:一些简单的两分

(男性或女性 、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产物 ,未能把

握性本性方面实际的复杂表现(Herrmann &Stewart , 2000;Clinchy &

Norem ,1998)。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在具体背景下考察女性身体的

病理化过程 。女性主义理论还注意研究把女性塑造为弱者的社会建

构 ,是如何在医学和自然科学中合法化的;最后 ,女性的心态是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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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精神病学中病理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理性别有它被宗教 、

医学和法律等有权力的话语建构的历史 。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 ,对

于身体体现的女性主义研究途径与其他取向之间始终存在重大分歧 。

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中 ,女性主义成分与非女性主义成分之间始终缺

乏明显的互动和交流(B.特纳 ,2003 1996:582-583)。

身体社会学的第三块重要研究领域是医学 。如前所述 ,身体与精

神成为相互割裂的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这样 ,医学只关注所谓

客观身体 ,在对待身体问题时尽量地不涉及社会或心理原因 ,也对哲学

家所谈论的“活生生的身体”了无兴趣(布莱恩·特纳 , 2003)。然而 ,实

际上 ,即便是医学的身体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学要素 。著名的希腊医

生希波克拉底早在大约公元前 400年就注意到健康受包括生活习惯或

生活方式在内的总体环境因素的影响 ,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客观现象 。

1894年 ,查尔斯·麦金太尔在论述社会因素对健康的重要作用的一篇

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医学社会学这一名词。1940年前后医学社会学

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美国(转引自科克汉姆 , 2000 1998:3-9)。

过去几十年来 ,社会学界就疾病的社会 、生物进程作了大量的研

究。但是 ,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忽视了对身体的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 ,社

会学家把病痛的身体现实(physical reality)要么视为先验的范畴 ,要么

视为社会的建构 。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是痛苦的意义和解释 ,而不是身

体限制和不适 ,尽管恰恰是后者决定了患者对意义的解释和意义本身

的属性(郇建立 ,2006)。

长期对身体缺乏社会学式的理解 ,对于医学社会学及大量的其他

社会领域 ,诸如情绪 、性 、体育 、激情和衰老等等 ,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

影响 。正是在这些领域(健康 、体育 、休闲 、性和消费主义)中 ,身体 、社

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 ,也是在这里 ,我们才死活需要

一个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精巧复杂的社会学。

总体说来 ,社会科学中的身体研究的发展 ,可以从本体论立场和认

识论立场两个维度进行划分。身体研究的本体论立场包括基础主义或

反基础主义的视点。基础主义框架关注的是将身体理解成一个活生生

的经验 ,或者是去理解身体现象学 ,或者是去理解生物存在条件如何影

响日常生活和宏观的人口组织 ,或者是想理解社会的历史人口统计学

如何对人的历史过程产生影响 ,或者是试图分析有机系统 、文化框架和

社会进程这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相反 ,反基础主义论点则将身体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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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 ,或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

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 ,有的将身

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 ,也有的将身体看作是社

会话语的某个效应。

就认识论问题而言 ,主要的辩论发生在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反建构

主义者之间。对那些持反建构主义观点的人来说 ,身体独立于那些表

征它的话语形式;对建构主义者来说 ,身体是被话语实践所社会性地建

构的 。

人们谈论社会理论 ,似乎只能在这些二分的 、竞争的 、对立的 、毫无

可比性的模式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 ,身体被看成社会性地建构的 、话

语的 ,还是被看成是现象学或哲学人类学视野内的活生生身体 ,这样一

种立场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 。我们对任何一种或所

有的二元性的强调都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类型 。这可称为方法论实用主

义。这样 ,在社会生活中 ,显而易见的是 ,身体及其疾病有着深刻的隐

喻性。同时 ,看上去同样明显的是 ,对疾病现象学来说 ,还存在着一个

重要的理论空间 。通过这种疾病现象学 ,社会研究人员关心痛苦 、不适

和精神错乱等活生生的经验。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它既面向活

生生的身体观点 ,也面向客观在场的身体话语(布莱恩·特纳 ,2003)。

在这种思路下 ,本文一方面对阿文的腹泻进行疾病现象学描述 ,关

注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痛苦和不适 ,去揭示并理解社会历史背景 、文

化框架对阿文的日常生活及其身体和疾病的形塑过程;另一方面 ,通过

解析社会等级制度对阿文(及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 ,力图将阿文(及阿

英)们的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 ,理解成一个象征系

统 ,试图理解他们不同的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

喻的 。

三 、现象学还原———社会等级对身体的形塑

　　通过追溯 ,阿文发现了自己神经性痢疾的最初源头 ———公汽上的

难堪经历 。这一事件一直作为隐藏的伏线存在于阿文的记忆之中 ,并

最终在日后成为阿文身体调用的一种模式化的应对压力的方式 。

此后 ,阿文虽然在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总是因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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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土气的穿着而感到与城里同学有隔阂 ,但由于父亲在城里有不错的

职业 ,自己的城市化生存方式具有完备的合法性依托 ,这种压力并不是

特别强烈 。阿文整个的感觉是 ,虽然老师同学不是特别喜欢自己 ,但小

孩子也不大记得这些 ,自己也没觉得怎么特别受伤害 ,总的来说还是玩

得非常开心的。

读大学时 ,阿英最初被阿文吸引 ,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阿文的自信

和顽强 ,印象中阿文从不知道害怕 ,感觉就算是跟国家主席说话也不会

怯场 。阿英自己比较怕大场合 ,因此在这一点上对阿文十分欣赏佩服 。

一直以来 ,因为心中对阿文的敬佩 ,阿英实际上非常自觉自愿地将二人

关系中的相当一部分主导权交给了阿文 ,在随后的恋爱婚姻生活中 ,阿

文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和指路人 ,引导着他们两人和家庭的发展道路 。

阿英有时候也觉得奇怪 ,同样是来自于小地方 ,为什么自己胆怯 、

自信不足 ,而且特别甘于过平凡的生活 ,而阿文就显得那么自信 、雄心

勃勃 ,而且韧劲十足 ,不论受到什么打击 ,阿文都显得百折不挠 ,永远都

认为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 。惊佩之余 ,阿英也向阿文探讨过这个问题:

“你的成就动机为什么这么高 ?怎么培养出来的?”

对这个问题 ,阿文一直没有很好地回答 ,他也不太知道自己的这些

个性来源于何处 ,两人摸不着头脑之时往往就用“天生的”一句话结束

讨论 。就在深入讨论神经性痢疾之后 ,阿文对自己的历史和身体似乎

有了更多思考 ,他追溯出更多的童年经历:

　　小时候我父亲在外地工作 ,家里就剩下我母亲带着孩子们 。

你知道在农村 ,家里没有成年劳力 ,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关键是受

人欺负。那时候可能我们常常受人欺负 ,我太小 ,印象不是很深 。

但是我大哥的印象可能太深了 ,据说他常常跟人打架。现在想来 ,

肯定是的 ,因为我大哥最常说的和想的就是在村子里出人头地 ,让

欺负过我们家的人都倒霉 。后来我父亲可以带一个孩子在身边读

书 ,那时候 ,我和我姐姐读书都很好 ,但父亲只能带一个 ,好像根本

没有考虑 ,就把我带了出来。我姐姐很晚才到县城读书 ,成绩自然

就不是那么好 ,最后考了个中专。我到县城读书后 ,依然贪玩。而

且由于老师不怎么喜欢我 ,我也不怎么喜欢学习 ,总是觉得玩不

够。终于有一天 ,我又玩到天黑才回家 ,我哥哥(那时他已经到城

里工作了)将我爆揍一顿 ,然后抱着我大哭一场。我到现在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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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景 ,他骂我不争气 ,说我们家受人欺负 ,就靠我出人头地

了 ,我还这么贪玩。我那时并没有他说的那些想法 ,但当时比我大

那么多的大哥 ,那么威严的大哥失声痛哭深深地刺激了我 ,可以说

我吓坏了 ,可能印象太深了 。后来好像也不是说我就立刻争气了

什么的 ,但是总的来说慢慢地就努力多了 ,成绩就好起来了 。

也许受这次挨打事件影响 ,也许没有 ,反正高中之后阿文做了很多

事情 ,都是跟出人头地有关的 ,希望自己被别人注意 ,比如练习演讲和

口才等 ,这些对日后阿文在大场合的不怯场都有帮助 。阿文记不得自

己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体验 ,而且觉得自己一定要也一定会出人头地 。

他所有吃的苦都是过程 ,他不在意 ,最终他一定会成功 。

对于大学以前的自己 ,阿文的印象是“穿着破衣服 ,行走在街道中 ,

雄心勃勃” 。

最终 ,阿文好像是成功了 ,他变得无比坚强 、乐观 ,无所畏惧 ,是阿

英的保护伞和主心骨。一切都非常完美 ,除了他的腹泻 ,时时困扰着

他 ,无法克服。

阿文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存在 ,首先作为一个身体被镶嵌在社

会场域之中。“身体正是通过实践而进入世界的关系结构 ,并与生活世

界之中的其他身体和事物处于实践的联系之中”(郑震 ,2003)。阿文最

初在公汽上的经历反映了城乡差异和冲突:一个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所

感受到的紧张 、压力 ,经由公汽上城里人厌恶的目光而积聚起来 ,并在

身体层面突然爆发:排便失禁 。

公汽作为一个隔离的社会空间 ,将童年阿文的身体硬生生地 、突如

其来地嵌入到大量城市人的身体之中 ,两个等级 、两种人群在公汽狭路

相逢。阿文的经济资本(衣衫褴褛或穿着土气)、文化资本(行事笨拙 ,

呆头呆脑)、社会资本(在城市没有关系 ,独自出门)都直接附着在阿文

的身体中 ,能够一眼被精明的城市人洞穿 ,城市人的目光毫无顾忌地表

现出对这样的农村身体的厌恶和鄙夷。阿文在这一隔离空间中遭遇城

市的挤压 ,无处逃避 ,并因此失去对排便的控制。这是一次社会等级的

直接对峙 ,是(阿文记忆中)社会等级对其身体的首次形塑。

其实 ,阿文在童年还经历了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家庭的实际运

作———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进城读书基本等同于可以有

更好的个人前途),他因为是男孩而轻松胜出 ,胜得毫无悬念 ,包括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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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谁都没有任何想法 ,一切都自然而然。这种被选拔去读书 ,已经预

示了家庭(作为社会的代表)的价值取向 ———阿文作为男孩应该出人头

地 ,光耀门楣 ,尽管幼年的阿文并不能真正体会这种期待。

“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往往不是直接的约束 ,而是间接地通过对社

会空间的控制来实现”(赵旭东 ,2006)。正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的这种性

别等级制度 ,阿文(无意识 、无意愿地)战胜姐姐之后 ,他的身体就得以

脱离农村这一空间而进入城市这一代表机遇的新空间 。阿文与城市空

间的第一次遭遇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顺利(或不顺利)地融入

城市新空间之后 ,阿文日后漫长的人生历史在城市新空间多姿多彩地

展开 ,这是长期留在农村的姐姐的身体所不具有的机会 。

进城后的阿文童心不泯(童心不泯正是没有被社会化的一个表

现),他并没有体会家庭所寄予的厚望———这是对一个成功的强悍的男

性身体的厚望———哥哥希望他能够驯服自己的身体(不能顺从身体玩

耍的需要),发愤图强 ,跻身社会更高等级 ,改变整个家庭在社会分层中

的位置 ,释放哥哥所感受到的来自其他群体和阶层的欺辱 。而这种改

变家庭命运的期待并不曾赋予同样幼小 、可塑性极强的姐姐 。于是 ,哥

哥代表家庭 ,也代表社会对阿文进行了殴打 ,这是社会对阿文身体极有

意义的再一次塑造。哥哥用殴打 、痛骂 、哭诉 ,以及对后来阿文认真读

书时的奖励———将他们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对男性的期待镌刻在阿文的

身体上。

这次塑造的结果是 ,阿文吓坏了 ,而且 ,逐步在按照这种期待塑造

自己 。慢慢地 ,阿文遗忘了所有塑造过程 ,家庭和社会的期待成为他的

自我期待 ———成为一个一心出人头地的人 ,一个雄赳赳的男子 ,他和周

围人都认为他天生如此 ,从来如此 ,没有人记得或者在意阿文曾经并不

爱学习 ,并不求上进 ,只求玩耍 。这一过程最终塑造出一个合格的身

体:阿文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拥有了一副雄赳赳的男性身体 。

社会等级及性别制度对男性身体的一次成功塑造似乎完成了。但

是生活还要继续 。

变动再次来临: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打拼 ,面临着陌生的环境 ,自己

无法左右单位人事制度和人际关系 ,阿文身体中携带的资本再次与城

市这个巨大的对象进行交锋 ,他再次在社会等级中处于极度劣势 、遭遇

挤压 。阿文除了自己的男性气质 、努力以及一些才华之外一无所有 ,而

这一切都有待他人———一个机构的选择 。阿文完美地表现了自己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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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气质 ,他挥洒自如 ,虽然有彷徨 、郁闷 ,但总的来说 ,一直积极进

取 、乐观向上 ,最终打破常规 ,获得了进入这个优秀单位的资格。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完美 ,除了阿文的腹泻 。

看上去腹泻突如其来 ,毫无缘由。但是它就此持续了下来 ,跟各种

变动紧密相连。只要有变动 ,阿文就腹泻 ,雷打不动。

既然阿文的腹泻找不到医学根据和缘由 ,既然我们已经对阿文的

腹泻进行了生活史的重构以及现象学的还原 ,我们可以尝试着得出结

论:腹泻 ,对阿文而言 ,就是情绪的身体表达 ,是焦虑和压力的释放途

径。疾病 ,对阿文个体而言行使着潜在但非常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

这种方式 ,阿文保持着坚强的男人外表 ,也正是这一点 ,正如阿基里斯

的脚后跟 ,成为阿文这一成功的男性制造的裂隙 ,在身体层面撕裂了阿

文的完整男性表达 ,成为我们解读阿文真实处境和感受的一个切入口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身体这个关系场(郑震 ,2003)如何被外部环境(包

括社会历史背景 、文化框架等)所形塑 ,身体的病痛如何反映出社会等

级制度等对个体的影响。

四 、压抑和控制———性别等级化身体的象征意义

　　在对阿文的身体病痛进行现象学还原和理解之后 ,我们是否可以

进一步关注社会文化对阿文及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 ,并对这种性别等

级化的身体塑造的象征意涵进行分析呢 ?

关于男性的非表达性(male inexpressiveness),一些学者认识到其社

会建构特征。波尔斯威克和皮克一篇题为《无力表达的男人:美国社会

的悲剧》的著名文章提出 ,男性的非表达性来源于文化中关于男性气质

的认定和强化过程 ,广大美国男性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对他人尤其是

对家人的喜爱 、柔情和情感 ,因此无法很好地满足其他人尤其是妻子的

情感要求 ,这些男人是文化的牺牲品 ,男人的这种非表达性在某种程度

上造成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因此 ,需要有男性解放运动来将深受

性别刻板印象之害的美国男人解放出来 ,并进而使社会中的两性更和

谐发展(Balswick &Peek ,1971)。

波尔斯威克和皮克的这种观点一度在美国非常盛行 ,但萨特尔对

此提出了批评 ,他指出波尔斯威克和皮克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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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非表达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男性之所以会采取非

表达性行为 ,不仅仅是因为非表达性代表男性气质 ,而且是因为以非表

达性为代表的行为方式往往被社会等同于客观 、冷静 、理智 、独立自主 、

正确 ,以及适宜于管理他人 ,这些特质被赋予更多社会声望 ,并导致男

性统治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分配 。实际上 ,男性的非表达性不仅仅限于

两性之间 ,男性之间也常常采取尽力脱离私人话题而进入宏大领域的

交往方式 。这些可以看作是男性有意无意地利用非表达性来维护自己

的社会地位 ,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和获得权力。从这种意义上说 ,男性并

非被非表达性所压抑 ,也不需要解放 ,这是他们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

(Sattel , 1983)。

波尔斯威克和皮克把男性作为受害人的说法有些新意 ,也得到了

很多学者的认同 ,但是这种视角过于强调个体受环境制约的一面 ,而且

这种归因容易弱化现实层面的性别不平等 ,并为某些男权强势者提供

了借口 ,因此这种观点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攻讦 。萨特尔很敏锐地看到

了男性非表达性与权力建构之间的关系 ,但其研究视角过于理性化 ,把

一个个男性个体表述成阴谋获得权力的谋略家。正如布迪厄批评理性

选择理论时所说的 , “理性行动理论用科学家们用以概括实践的思维概

念 ,取代行动者们在社会中建构的实践感。用这种视角解释出来的行

动者 ,不是别的 ,只是学究本人的一种虚构投射罢了 ,即在行动主体里

面投射了一个认知主体……在理性行动理论的视野里 ,除了行动者对

各种实际的或潜在的机会进行`理性的反应' 外 ,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种`虚构人类学' ,就是要把行动建立在行动者有意图的选择上

……”(布迪厄 、华康德 ,1998 1992:167)实际上 ,这两种理论视角从某种

意义上说都有布迪厄所说的“学究谬误”问题 ,它们分别强调了男性非

表达性的某个侧面———或强调结构制约 ,或强调个体能动 ———忽视了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 ,没有看到结构制约和个体能动在个体身体层面的

运作过程 。

通过对阿文身体病痛的分析可以看出 ,阿文既不完全是波尔斯威

克和皮克所说的文化的受害者 ,也不完全是萨特尔所说的利用文化谋

取权力者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在阿文的经历中找到 ,但又都不能如此

简单地进行概括和解释。阿文既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也不是一个

主动的阴谋家 ,既不是结构制约下的行动木偶 ,也不是一个理性筹划的

超级强人 。实际上 ,社会文化对阿文的塑造首先表现为在一个个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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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中阿文的身体与其他对应物的遭遇 ,在这些具体场域中 ,阿文的身

体携带的社会历史和个人资本与其他对应物短兵相接 ,并在阿文的身

体层面镌刻下一系列的印记。

另外 ,男性非表达性的表现形式其实非常丰富 ,它不仅仅表现为波

尔斯威克和皮克以及萨特尔所指出的“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对他人尤

其是对家人的喜爱 、柔情和情感” ,也不完全像萨特尔所说的“男性有意

无意地利用非表达性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 ,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和获

得权力” 。

这里我们看到 ,阿文对妻子阿英关怀爱护 ,没有像波尔斯威克和皮

克所说的美国男子那样对妻子冷漠 ,并可悲地造成家庭不幸;也没有如

萨特尔所言利用自己的冷漠塑造出对妻子的控制 ,谋取自己在家庭中

的权力。阿文的男性非表达性主要表现为身体层面某些知觉的麻木 ,

比如说他几乎体会不到害怕 、惊慌等社会认为不符合成功男人标志的

情绪 ,因而也表现为在语言和意识层面阿文都没有这类表达 。换言之 ,

阿文意识不到自己的某些情绪 ,无法表达这些情绪 ,身体体会不到这种

情绪 。或者说 ,阿文的身体和意识都处于失语状态 。我们前面分析过 ,

阿文的疾病是对这种形象的反动 ,是我们窥视一个真实个体的切入口 ,

是阿文社会情绪的身体表达。

阿文和阿英应该说都是符合社会性别规范要求的 ,是社会性别塑

造的典型 ,阿文首先被文化塑造成坚强的身体 ,他勇于进取 ,没有畏惧

(语言上和身体上都没有 ,除了疾病的表现)。在同样的压力下 ,阿英表

现出身体的脆弱性 ,她见生人害怕 、脸红 ,在公共场合说话胆怯 。最重

要的是 ,阿英可以表现这些 ,大家都觉得小姑娘这样很可爱 ,很怜惜她 ,

并愿意帮助她。阿英也可以在阿文面前表露这些痛苦 ,并得到大量的

安慰。从某种意义上说 ,阿英身体是脆弱的 ,但也是自由表达的;阿文

的身体是坚强的 ,但也是受压抑的 ,他的压抑最终积聚爆发 ,以神经性

痢疾的形式表现出来 。反过来说 ,正是因为社会文化允许作为女性的

阿英随意表达脆弱的情感 ,部分地导致阿英身体的脆弱性 ,并在家庭场

域中遭遇阿文这具由于文化压抑而显得格外坚强的男性身体(腹泻作

为社会可以接受的疾病方式 ,并不影响阿文的男性坚强形象),又由于

社会文化对坚强与脆弱的等级划分 ,阿英发自内心地倾慕阿文 ,并把阿

文当作依靠。因此在这个家庭中 ,在阿文和阿英两个人的微观互动场

景中 ,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和父权制规范并没有以强制的方式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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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而是通过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塑造 ,成就了两个有高

下之分的身体 ,并最终牢牢地复制了社会性别等级制度 。

进一步说 ,阿文坚强又病痛的身体与阿英弱小又健康的身体在家

庭中 、社会中如此并置 ,既是社会历史过程形塑的结果 ,也会被作为一

种象征符号 ,验证 、强化 、再生产社会中的性别等级制度 。

五 、总结:社会结构与具体实践

　　本文的研究缘起于阿文这个具体的身体及其家庭 ,我试图去理解

其貌似平凡无奇的经历和病痛 ,理解他们夫妻的关系结构 。理解阿文

的身体病痛及其家庭实践 ,必须从阿文的个体经验出发 。但是 ,阿文个

体的经验绝非孤立 ,这种个体性是各种社会力量嵌入的场所 ,各种力量

在身体这个场域或明或暗地角逐 、博弈 ,结合个体的生平情境 ,生成开

放式的独特身体样式 。

通过对阿文的腹泻进行生活史重构及现象学还原 ,笔者认为 ,腹

泻 ,对阿文而言 ,是情绪的身体表达 ,是焦虑和压力的释放途径 。阿文

的病痛反映出社会等级制度等对个体的塑造和影响 。另一方面 ,通过

解析社会等级制度对阿文(及妻子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 ,本文揭示 ,性

别等级分化的身体塑造具有很强的象征意涵 ,它来源于更大的社会结

构 ,也反映了更大社会结构的部分特征 。

近来的社会 、文化 、技术变化使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 ,在学术

界身体主题也一改颓势而日益兴盛 。对生产性的身体和消费性身体的

研究 ,对外部身体和内部身体的研究已经或即将成为研究的趋势(布莱

恩·特纳 ,2003)。在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思路下(布迪厄 、华康德 , 1998 

1992),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与日常生活世界 、人的实践活动 、人的

身体形态和表现紧密相联 ,前者形塑后者 ,后者是前者的存在形式。抽

离了具体的(embodied)的人 ,社会生活并无具体的存在 。只有将宏观

社会背景纳入视野 ,考察事件性过程的真实实践逻辑(孙立平 , 2002),

才能真正地理解个人 ,理解个人的日常生活 ,理解个人的身体和实践;

反之 ,只有真正进入具体而微的个体实践 ,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 ,理解

宏观社会结构的律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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