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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
考 , 提出性社会学领域的“主体建构”思想 , 并分析其发展背景 、逻辑 、重要意
义 ,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空间。作者以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为基础 , 提倡中
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 , 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
论视角 , 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 ,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
中的日常的 、多元的 、弥散的 、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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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社会学 ,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 ,它发展不过

百年 ,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 , ① 但是 ,它研究

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 、体验最深刻 、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

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 ,都可以在

“性”(sexuality)② 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 、个人与社会 、美与

丑 、生命与死亡 ,等等 ,不一而足。不妨说 , “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

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其中最重要的并

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 ,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科学主

义”走向“主体建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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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xaulity 在中文中目前没有统一的译法 ,我们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在本文中 ,我们
用加引号的“性”来指称 sexuality ,以区别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但是在词组中 ,例如

性生活 、性文化 ,性字就不再加引号了。

“性”研究是跨学科的 ,很多研究很难被分清到底属于社会学 、人类学还是其他学科。有

的研究者虽然是动物学家 、行为学家 、教育学家 、心理学家 、文化研究者 ,可是做出的研究
却是社会学的。学科的划分是一种人为的硬性规定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不从

学科划分的角度来阐述“性”研究 ,而是侧重分析研究视角的分野。但是 , 基于我们自己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立场 ,我们希望“性”研究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受到更充分的重视 ,尤

其希望“主体建构”的视角可以在性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发展。



一 、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

(一)“性科学”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 ,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或者说道德领域 ,并以“忏

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① 其后 ,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

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 ,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

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 ,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和文化进步。这在

“性”方面也不例外(Gagnon &Parker , 1995)。

从20世纪初到 80 年代 ,M.赫希菲尔德②、S.弗洛伊德及其追随

者③、H.霭理士 、M.桑格④、A.金西 、W.莱赫 ,及W.H.马斯特斯和V.E.

约翰逊等一批学者 , 陆续地繁荣了一个 “性科学时代”(sexological

period)(Gagnon &Parker , 1995)。

这些学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他们也受

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 ,在研究视角上 ,倾向

于把“性”基本上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 、普遍的 、自然的 、本能

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将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的差异本质

化(Gagnon &Parker , 1995)。由此 ,“性的医学化”应运而生 。人类的一

切性现象和性活动 ,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 ,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

被生物学来解释 ,被医学来改善(Tiefer ,1996)。这种科学主义和性的医

学化 ,对 20世纪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⑤

历史地看 , 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惟生殖目的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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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20世纪初 ,一些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开展了与性相关的讨论 ,包括对西方性

著作的译介 、性词汇的翻译和创造。最出名的莫过于鲁迅三兄弟 、张竞生 、潘光旦 、胡适
等等。他们批判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禁欲主义性观念 、贞操观 , 提倡以生物科学为中心

的性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其中妇女解放 、节制生育 、性教育 、优生学是主要的内容。另一

股性学思潮始于 80年代 ,主要表现在对于性知识 、性健康 、性行为的关注。从 1985年开

始 ,以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为代表 ,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

文章开始在中国公开出版;中国的各种性知识手册也开始出现(潘绥铭等 , 2004)。

桑格(1879-1966)是美国著名的女医学家 ,节制生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开创“设计人类”事

业的先驱。五四期间曾受邀到中国做过演讲。

弗洛伊德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性研究者 ,但是他的学派以及弟子(例如拉康)却对性研究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也受到后来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20世纪初的德国心理学家 ,最早研究同性恋问题和开展性咨询 ,其著作尚无中文译本。

如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有关“性” 、自慰 、同性恋的讨论, 参见 Foucault , 1980;Weeks ,

1985。



“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 ,在当时是一个

巨大的进步 。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 ,包

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

在中国也是如此 。首先 ,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

的性哲学 ,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 ,而不是

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 ,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

词汇 ,我们才有可能思考 、表达和讨论性问题 ,进行性教育(潘绥铭等 ,

2004:1-17)。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

不过 ,这种“性的科学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时便显现出它的先天

缺陷。首先 ,它不能满足自然科学受控条件下的 、可重复的 、实验的这

三项条件 ,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 ,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

的性”或者“自然的人” ,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 ,对于人类的现

实生活也毫无意义。

例如 ,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

类性反应研究 ,就是在实验室里 ,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 ,反复测量被

试验者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 ,最后总结出四阶段的“性反应周期”(马斯

特斯 、约翰逊 ,1989 1963)。不可否认 ,这样严谨的研究 ,直到今天仍然

很难超越 。可是问题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 ,并不是在这样

的环境中 、被科学家这样反复地测量着的 ,真实的性生活 ,时时处处地

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

恰恰是这个科学主义的杰作 ,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

终结 。此后 ,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 、

“行为内分泌学” 、“脑电波性高潮论” 、“脑性别”等等理论 ,但是大多数

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当然 ,历史绝不会这么简单。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

就试图用“基因传递”这个“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来解释人类社会迄今

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 (Wilson , 1975)。这里面当然有性

别政治的因素 ,但是至少也部分地来自于我们仍然没有足够地宣讲自

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别 。因此 ,如果有人好心地夸奖

我们“很科学”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格外警惕了 。

(二)“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

性的科学主义首先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他们通过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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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化的田野研究 ,拒绝性的内驱力 、普遍性和本质性这样的假设 ,

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 、性习俗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

德对于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米德 , 1988 1928),马林诺夫斯基对于

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的原始性生活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 , 1987 

1929)等 。这些人类学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的影响 ,他们的理

论也因此被称为“性的文化影响模式” ,这种模式盛行于 20世纪 20 年

代并影响至今。由此模式始 , “性”的社会文化成分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但是在这个模式中 , “性”的概念本身 、“性”的主体意义 、性认同等等 ,仍

然是“想当然”的 ,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反思和批判 。同时 ,性与性别 、

性与女性气质 男性气质的关系虽然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 ,但通常也是

模糊不清的(Vance ,1991)。

从20世纪 70年代开始 ,“社会建构”的思想开始流行 ,并且极大地

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性研究。性与性别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与

建构主义之争成为学界 ,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个焦点(参见艾华 、李

银河 ,2001)。在这个过程中 ,性的科学主义受到女性主义的严厉批判 ,

而且这种批判往往首先来源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 。例如 ,法国心理分

析派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 、伊丽加莱等人 ,通过批判以弗洛伊德为代

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男性中心主义 、阴茎崇拜以及进一步派生的阳性

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了女性的身体 、女性书写 、女性

性快感的思想(Oliver ,1993)。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

用结果 ,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

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 ,同时也通过性认同 、性的定义 、

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Gagnon &

Parker ,1995;Vance ,1991)。

但是 ,对于性欲 、性冲动 、性与身体的认识使得建构主义者内部出

现分化。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 ,虽然性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烙印 ,

但是性欲本身可能是固定的;另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 ,即

使是性欲望本身(比如人们通常称之为异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等性欲

指向)在个体身上也不是本质的或一贯的 ,而是具有多种变化的可能

性;而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则完全否定性冲动 、性内驱力的生物学特征 ,

甚至忽视性与躯体的关系(Vance , 1991)。然而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 ,

区别于社会文化影响模式的“性的社会建构模式” , 为人们开始思考

177

论 文 “主体建构” :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



“性”是如何被历史文化所建构的 、被实践参与者所理解和标定的 ,开辟

了发展空间。

(三)“主体”的提出

“主体”是从研究视角的意义上来说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

互关系中 ,主体是对对方———也就是实践的从事者 ———的指称 。相应

地 ,具有实践从事者的性质就是“主体性”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被

研究者或者实践者呢 ?因为主体的称谓中体现着我们的学术倾向 ,即

整个研究活动应该以实践者的感受和体验为主 ,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设

计为主。不过 , “主体”在中文里是既有的词汇 ,本文仅仅在研究者与被

研究者的关系这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用 ,例如 ,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主

体是汉族人”的那个主体 ,更不是朝鲜的“主体思想”的那个主体 。

“主体”的提出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科学主义最隐秘 、最顽固的影

响 ,在于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对象客观化” 。可是 ,当“性”研究更多地与

预防艾滋病 、性别不平等和性权力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时 ,当研究者把性

观念和性行为视为社会的产物加以分析时 ,学者们终于开始重视性行

为中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即“性”并非个

体的独立的 、单一的行为 ,它具有共享性和集体性 ,能在不同的多元文

化背景下将分离的个体联系在一起(Gagnon &Parker ,1995)。

从这样的新视角出发 ,人文社会研究者很快便发现:从西方医学界

套用来的那些性的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 ,基本上都是“主体无涉”的 ,几

乎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的“性” 。进一步说 ,即使是人文社会研究者自己

现在所标定的那些“性”的概念 ,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分析历史中的

或者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性现象 。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生活于特定文

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性认同和性实践 ,就必须从过去的“疏离体验型”

(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Gagnon &

Parker ,1995)。尤其是当我们研究那些性研究往往不予关注的群体 ,通

常是“被言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女性 、同性恋 、妓女等)时 ,就

更要强调“主体”的声音 、体验和叙述 ,才能打破(而不仅仅是认识到)深

深附着在这些群体身上的“他者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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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性别的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 ,对于“主体”的提出功不可没。可参考艾华 、李银河 ,

2001;吴小英 , 2002。



这样的视角不仅涉及到被研究者的“主体性” ,也涉及到研究者的

实际上的主导者地位 ,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国际

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部分对“主体性”表示怀疑的

学者所提出的关键问题 ,可以被归结为: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究竟是研

究者代表了或者置换了被研究者的声音;还是研究者参与了对被研究

者的“建构” ,从而促发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声音” ? 简而言之 ,究竟有没

有一种“纯粹的主体” ?我们所提倡的“主体”是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其实 ,在作者看来 ,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 。所谓“主体视角”并不是

要去制造一个新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某次具体的研究过程 ,而是要求

我们忘掉所谓“客观” ,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际互动和互构中来进行 、表

述及评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而不是一种普适的理论 。从

“追求原点”的视角出发是无法讨论这个问题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 ,我们把“主体视角”看作一次革命。

二 、“性的主体建构论”的逻辑结构

　　为了论说“主体建构视角”的革命意义 ,需要首先梳理一下 “性”研

究的现有流派。

(一)视角的分野

本文把目前国际上的“性”研究归纳为以下的学派:

1.更加强调生物学属性的性(sex),以性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为

研究出发点 ,具有浓厚的“性的医学化”色彩 。这种理论倾向不仅在传

统社会中是建构人们的“性”的主要力量 ,也是 20世纪中性行为研究的

根基 。我们姑且把这种理论倾向叫做“性学派”或者“性科学派” 。

2.更加强调“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属性 ,认为社会性别包容着

“性” 。这种理论倾向主要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流派之中 。他们

的研究往往是在“性”的题目之下 ,讨论的却是社会性别的问题 。我们

姑且称之为“社会性别派” 。

这两种理论倾向的分野主要是对于“性”的外延的划定 ,更重要的 、

更加具有学术意义的则是对于“性”的内涵的争论 。

3.虽然大家都在研究“性” ,但是许多研究者是把“性”当作一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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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的 、无须解释的概念来使用 ,然后展开自己的论说 。这种情况在与

政治相关或与性别相关的研究当中 ,特别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当

中最为常见 ,姑且叫做“公理派” 。

4.还有许多研究者仍然沿用传统的“客观测定”的视角 、思路和方

法 ,试图给“性”一个明晰的 、固定的 、普适的“定义” 。目前为止所见的

对于“性”的大部分定量研究(问卷调查 、心理学测量),基本上属于这一

学派 ,姑且称为“测定派” 。

5.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信奉后现代思潮的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的学者 ,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 、政治 、社会情境里面来确定“性”

的含义;也有人从身体感受和主体解释方面来研究“性”的主体意义;还

有少数学者结合了这两个方面。作者在此把这些思想概括并发展为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 ”。

(二)“主体建构”视角中的“性”

按照作者的理解 ,这种“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

两个方面:

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 ,强调对于它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 ,尤其重视社会 、文化 、政治 、历史等因素

所发挥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建构的基础 、动

机和意义;第二层次 ,建构的过程和方向;第三层次 ,建构的机制及其所

蕴含的权力关系 。

“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 ,主张从“主体”出发 。它也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首先 ,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其次 ,在自

己的文化中 ,侧重的是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机制;第三 ,在多文化中 ,

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说是这两个方面 、三个层次的融合所形成的

更大的总体 。尽管这一学派其实很反对把自己“定义化” ,但是作者还

是可以把主体建构视角集中表述为: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

(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

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 ,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

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

运用这一视角 ,我们可以总结出“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生物学

意义上的性(sex)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在下面的表述中所使用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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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这样的标号 ,并不表明这些基本特征存在着结构意义上的先后顺

序和逻辑关系。它们是在共同发挥复合作用 。

1.“性”是弥散式的

“性”不仅仅是“男女之事” 、“床上之事” 、“生殖相关之事” ,更是爱

情和亲密之事 、情感表达之事 、人伦和交往之事 、生存体验和生命价值

之事 。它当然包括同性恋等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性现象 ,还包括种种

“涉性现象” ,例如谈“性” 、听“性” 、感受“性”及“性感”的日常实践等等 。

2.“性”是由主体感受的 ,也是被主体所标定的

“性”并不是一种“可测定的客观存在” ,它只能存在于主体对它的

具体感受之中;或者说 ,只有确实被某个主体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才

足以构成该主体(个人 、群体 、文化等)的“性” 。它是主体依据自己的感

受 、认知和自我反馈所做出的种种标定 、解释和评价的总和 ,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种种日常生活实践。

3.“性”是意义化的

“性”虽然会带来种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 ,但是对于人与生活来

说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于主体以及各种相关物产生各式各样的价值

和意义。以个人为例 ,一个人不仅要标定什么是“性” ,而且必须赋予它

某些价值和意义 ,才能够成为他(她)自己的确实存在的“性” 。

4.“性”来源于主体之间的以及主体与“情境”之间的互构

首先 ,与不同的人过性生活 , 就会有不同的方式 、感受和意义

(Laumann &Gagnon , 1995),这形象地说明了我们的命题的前半段 。其

次 ,我们之所以强调“情境” ,并不是因为它比“环境”更加微观 ,而是因

为它不仅定位于一定的时空 ,更包纳活动于其中的若干主体 ,尤其是这

些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活动也会对“情境”发生作用 。因此 ,前面的那

个形象表述其实应该扩展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

方式过性生活 ,不但会建构出不同的“性” ,而且会建构出不同的情境 。

5.“性”存在于历史之中

“性”的建构是一个持续可变的过程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

多 ,这里不再赘述。

6.“性”的变化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 ,而不是单纯地

来源于认知或者外力作用

7.“性”与社会性别 、身体等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性与社会性别是互塑互构的;性典型地通过身体来表述并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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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体验性。但是“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应该也可以被区分。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来源于而且丰富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传统学

术流派之间的论战。它与社会建构理论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更加突出

“主体”和“体验”的地位及能动性 ,以及两者的融合和更大的总体 。在

发展过程中 ,它一方面与“性学派” 、“社会性别派”争论着“性”的独立性

和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又与“公理派” 、“测定派”争论着“性”的认识论 。

迄今为止 ,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革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 ,

但是作为一个积累丰厚的学派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

(三)新视角的意义

首先 , “性”这个领域和题目 ,由于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 ,有利于研

究者传播自己的主张 ,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更典型的 、更深刻的例子 ,来

映射和揭示其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根本问题 。有一些其实并不打算专

门研究“性”的社会思想家 ,例如马尔库塞 、弗洛姆 、福柯和吉登斯等人

也参加进来而且写出堂皇巨著 ,也就是说 ,主体建构视角完全可以从

“性研究”这个切入点 ,辐射到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 。

其次 ,主体建构视角虽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尤其是人类学中)已

经有所运用 ,但是仍然缺乏系统的论述;具体到“性”研究领域里 ,更是

少见;再具体到研究中国的“性” ,则是少之又少 。因此 ,它可以作为现

阶段中国性社会学发展最重要的空间。

第三 ,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中国社会中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促使我们

首先进行扎实的经验研究 ,去“抢救”主体的声音。以免等到一切都成

为历史之后 ,再去依靠文献来进行研究 。

第四 ,对于社会学来说 ,结构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人的研究 ,

尤其是对于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结构和时空中的人的主体研究和本土研

究 ,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回应“后现代思潮只破不

立”的质疑 ,打破性弱势群体的“他者性”地位的同时 ,积极地去挖掘和

建构他们的主体性。这是解构之后的积极建设 ,而不仅仅是颠覆 。

需要强调的是 ,本文所论述的一切仅仅是反对科学主义 ,即反对用

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 。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做 ,那并不是自

然科学的问题 ,而是这些研究者的过错 。同样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也并

非“生物因素取消论” ,只不过是更加侧重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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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性”研究的主体建构

———从方法论层面表述的本土化

　　本文前面提到 ,在世界多文化中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一个主体。那

么 ,我们对于性的主体建构视角的讨论就需要包括对本土化的讨论。

(一)对于西方理论的筛选

1.性脚本理论与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在西方社会学界 ,最早对“性的科学主义”提出挑战的 ,主要有盖格

农和西蒙的“性脚本(sexual script)”理论(Gagnon &Simon ,1973)以及劳

曼的“性的社会网络(sexual network)”理论(Lauman &Gagnon ,1995)。

性脚本理论所表述的是:性脚本作为基本性观念与具体性行为之

间的连接 ,对于人们与什么样的人发生性关系 、做些什么 、在什么时间

地点以及为什么发生等等 ,发挥了更加主要的作用。性脚本可以分为

文化的 、人际的和个人的三个层面(盖格农 ,1994 1973)。性的社会网

络理论强调:“性”存在于而且活动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仅社

会网络会影响人们对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与性伴侣之间的互动 ,而且性

关系会建构出人们的社会网络(Lauman &Gagnon , 1995)。

可是 ,对于经历过 5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人来说 ,性的脚本

理论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 。我们中国曾经有过类似的理论:“思想决定

行动” 、“改造世界观” 、“灵魂深处闹革命” 、“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

些“脚本理论”在 1966年到 1976年之间 ,曾经近乎百分之百地控制了

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推迟了年轻人首次性生活的年龄 ,甚至推

迟了男青年的首次自慰和遗精的年龄 (潘绥铭等 ,2004)。直到现在 ,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旗帜的中国主流文化也仍然在坚持着这种“脚本

理论” ,甚至直接实现于对于“网吧”的严厉管制。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

过分推崇个人自由意志的文化中 ,盖格农的论述才有意义。

反之 ,劳曼通过实证提出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却

是石破天惊 。由于我们在历史上一直生活在金字塔式的皇权制度之

中 ,而后几乎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消失殆尽 ,个人的社会交际圈子也被极

度地缩小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想到 ,除了垂直关系之外 ,人们还可以

通过横向关系来组成一个社会;更难以想象 , “性”这样隐秘的私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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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居然也会受到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的社会

网络在短短20年间迅速扩大 ,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有资格 ,而且很有必

要来讨论“性的社会网络”了。

正是从本土的意义上来说 ,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得正当其时 ,尤其

是艾滋病时代的性社会学研究 ,更需要强调网络 、关系以及关系中的权

势的作用 。因此 ,这种理论对于现代中国的性研究的意义不但远远超

过性脚本理论 ,恐怕也超越了福柯和吉登斯的理论(参见下文)。

2.酷儿理论

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权力 、“性” 、社会性别 、身份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尤其是20世纪 90年代主要在北美的同性恋中产生的酷儿

理论 ,对同性—异性 、生理 —社会 、男性—女性这些二分结构提出了挑

战 ,向社会的“常态”提出了挑战。“酷儿”目前是个时髦的理论 ,它有很

多种理解和解释 ,有时候是指一种边缘的性的自我认同 ,有时候则主要

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同性恋研究 。但不管是哪种解释 ,酷儿理论都强

调“性” 与社会性别的 “非确定性” (indeterminacy)、弹性的特征

(Annamarie ,1996)。“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不仅因为它

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 ,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 ,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

地发明创新 ,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转自李银河编译 ,2000:3)。

酷儿理论无疑对于以往的“性”及其身份认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

也促进了“反主流”的姿态并使之日益成为性研究中的主流 。中国同性

恋研究者们当然非常注意引用这个理论 。但是 ,已经有学者指出 ,酷儿

理论(与很多性 、性别相关的理论一样)并没有走出“伦敦 、巴黎和纽约

的铁三角” ,即仍然突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理论倾向(Altman语 ,转引自

Jeffreys ,2006:1)。

具体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境 ,在应用酷儿理论之前 ,我们至少首先

需要探讨下列问题:

第一 ,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是怎么样的 ,跟

西方有什么异同? 它主要针对的是某个阶层 ,还是所有的社会成员 ?

它对于个人生活的控制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已经深入到日

常实践 ,还是仅仅落实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中 ?它对于违反者的处罚

是什么样的?

第二 ,这种社会性别制度在当今中国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发生

了什么样的变化 ?是否出现了西方社会中那种同性恋政治或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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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

第三 ,即使发生了如上的变化 ,酷儿理论在中国的论战意义到底有

多大 ,跟它对于西方社会的意义有何种异同?

第四 ,我们是否一定要套用酷儿理论 ,还是可以有更好的理论来解

释中国目前相关的状况?

只有探讨清楚了这些本土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决定如何面对酷儿

理论 ,而不是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 。

尽管作者还不能完全回答上面的问题 ,更无法做出具体的选择 ,但

是 ,根据作者的理解 ,这样一些现象还是值得注意的:

社会性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性别形象”的社会规定。最

近中国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超女”引发了对于所谓“中性化”的传媒

大讨论。可是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并没有过希腊罗马时代所创立的

阿波罗那样的男人形象和维纳斯那样的女人形象 。如果非要按照这两

种形象来衡量 ,那么中国人其实一直就是“中性化”的 ,也就是不符合西

方人对于性别形象的那种截然对立的划分系统。仅仅是五四以后 ,尤

其是最近 20年来 ,中国年轻人才开始力图成为“阿波罗”和“维纳斯” 。

所以 ,如果缺乏了主体建构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 ,我们就永远不会明

白 ,我们所讨论的其实是真真切切的“西化” ,而不是“中性化” 。

再例如 ,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中当然存在着性别制度 ,但是儒家

并不是严格的宗教 ,尤其是它强调“礼不下庶民” ,所以这种性别制度对

于普通人的规训 、管束和处罚 ,很可能不像西方犹太教 —基督教传统文

化中那么严厉 ,而是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留出相当大的空间 。因此 ,不

但对于各种“反性别制度现象”的描述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献① ,而且也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同性恋行为 ,如同其在西方历史上那样 ,受到过严

重的迫害②。也就是说 ,中国很可能并不具备产生同性恋政治和引用

酷儿理论的充分历史条件 。

即使在当今中国 ,性别政治和同性恋政治是否已经形成 ,这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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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明清小说《弁而钗》 、《宜春香质》 、《绣榻野史》等 ,对于同性恋都持有赞赏的态度。尽

管有学者认为 ,明清时候的“男风”其实是牺牲女性 ,成全男性(吴存存 , 2000);尽管有的
学者断言中国古代“男风”之所以不受压制 ,就是因为当时是男权社会。但是同性恋在中

国历史上没有像在一些其他文化中那样受到迫害 ,对这一点学者们是有共识的。

例如“母老虎” 、“泼妇” 、“吝啬鬼”等等 , 参见马克梦 , 2001 1995。 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实

例。如果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酷儿现象” ,那么恰恰证明了“酷儿理论”的巨大局限性使
它离我们太远。



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因此我们无法证明酷儿理论在中国具有反叛意

义和解构意义。反而是有些西方研究者开始到中国来收集资料 ,用以

反对西方的同性恋认同和同性恋政治 ,发展“酷儿”的思想。这样的研

究可以贡献于西方的理论 ,可是对于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 ,对于本土理

论的发展却缺乏意义 。

直接套用酷儿理论 ,实际上就是把它“正常化”(normalizing)。这恰

恰是有悖于它的初衷 ,是一个“悲伤的结局”(Judith Butler 语 ,转引自

Annamarie ,1996:1)。尤其是 , 这会压抑中国人自己对于社会性别和

“性”的多重可能性的探索和选择。如是 ,一个西方的革命 ,就会在中国

变成霸权 。

3.性与权力理论

历史视角的介入 ,使得建构主义理论为“性”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

的研究主题 ,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 。但是 ,彻底的建构主义的研究通常

倾向于忽视性实践本身和性的身体化。这样的研究往往是把“性”作为

一个论说载体 ,用它来表达研究者对于社会的 、历史的 、文化的 、政治的

思考;或者是把“性”仅仅放在文本中加以分析 。结果 , “性”作为建构的

结果受到重视 ,作为生活的存在却又容易遭到忽视 。

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 ,从历史话语的角度 ,对于“性”进行了分析和

解构 ,展现了“性”与历史和政治的紧密关系 。但是他研究的很可能并

不是“性” ,而是权力 。

如果我们要引用福柯的理论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 ,

需要考察这种理论的适用性。

根据作者的理解 ,福柯所分析和批判的那种“无所不在却又难以察

觉的”权力 ,只有在他所在的社会中 ,而且只有到了 20 世纪 80年代以

后 ,才有可能发挥主要的作用。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在性方面 ,

所谓“权力” ,首先是“聚众淫乱罪” ,是“夫妻看黄牒 ,警察破门入” ,是

“处女卖淫案” ,是各种五花八门的禁令 。当个人隐私受到公开干涉时 ,

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全景式监视”(Panopticonism)(福柯 , 2003 

1975)之外的权力形式 ?或者说 ,只有在公开权力已经弱化的某些领域

里 ,对于隐蔽的权力进行分析才能显示其学术价值 。

总之 ,中国学者不应该忽视了后现代思潮中的那个“后现代”定语 。

我们应该学习和引进的仅仅是后现代思潮的某些可借鉴的立场 、视角

和方法 ,而且 ,必须批评式地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 ,而不仅仅是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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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 。

4.性与社会的关系

吉登斯不同意福柯对于“性”的很多分析 ,尤其不同意福柯对于维

多利亚时期“性压抑之说”的批判。他认为福柯过于强调话语和权力 ,

真实历史及其主体却缺失了。在福柯那里 ,性与性别 、性与爱的关系是

缺席的。吉登斯提出了“可塑之性”(plastic sexuality)的概念 ,并在此基

础上研究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的变革 。他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 ,

强调了“性”的那些重要相关概念 ,例如性别与爱(吉登斯 , 2001 1992)。

因此 ,他所说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比福柯的更具有真实感。

吉登斯的著作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可是 ,在我们中国的

古代文化中 ,儒家也有“天地万物 ,造端于夫妇”的思想 ,也是“把性放在

关系的视角下” 。此外“君子好逑” 、“发乎情 ,止乎礼”这些古训 ,也是强

调性与爱情的关系。道家房中术里“合阴阳 ,延天命”的通过性来养生

的思想 ,恐怕也是中国独有的 。尤其是 ,五四以来中国有文化的阶层中

的“性爱”与“情爱”之间的冲突及其对于人们的性实践的巨大影响 ,反

映的也恰恰是性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这些 ,西方学者都不太可能予以

体验和解释 ,反而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本土理论 。

(二)我们的初步尝试

既然我们提倡努力从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发掘出那些有可能发展为

本土理论的闪光点 ,那么本文将首先做出一些尝试 。

1.“缘”

中国婚配年龄的男女青年在“找对象”时 ,相当多的人既不相信传

统的“介绍对象” ,也不相信美国式的“个人奋斗” ,而是相信“缘”或者叫

做“缘份” 、“投缘”等等 ,也就是老话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

相识” ,或者叫做“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方面 ,他

们往往是既不主动也不被动 ,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

观察不到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方面存在着任何明显的阶层划分:无论

是青年民工 ,还是博士生 ,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持有这种态度 。

“缘”来自佛教的思想传统 ,但是在 21世纪的中国各层次青年中 ,

在发起性爱关系这个方面 ,它显然已经变化为一种新的生活信念 。从

这个生活现实中 ,我们发现西方的任何关于人际交往的现有理论都无

法对此加以解释 ,而且西方思想家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至少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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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 。同样 ,在解释当代青年的结婚年龄为什么越来

越晚的时候 ,我们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对于“缘”的信

念的提及 。

“缘”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交往机制 。它不仅仅突出地表现在

发起恋爱关系这个领域 ,而且可以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 。当我们习惯

性地使用着“亲缘” 、“地缘” 、“业缘”这些西方传来的社会学名词的时

候 ,应该想到 ,这些其实都是“翻译中的文化误差” ,例如几乎每一个中

国人都知道:亲戚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缘分”或者“投缘”的结果 ,因此

不应该把“亲”与“缘”两者合二而一 。①

从社会整体来看 , “缘”不仅仅是微观的个体行为 , “投缘”就像“和

谐”一样 ,被普通人视为全社会的最高境界。

那么“缘”里面究竟蕴含着一些什么呢? 作者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也

无法给出清晰一点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主体建构的视角 ,至少

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上发掘得更深一点:恋爱关系中(乃至于性关系

中)的许多冲突 ,都是来自交往双方对于“缘”这个概念的不同建构 ,来

自这种建构在不同情境中的变异 ,来自双方在把“缘”与其他相关事物

做比较时所做出的选择。

2.“性福”

在既有的西方理论中 ,“性”几乎可以与任何现象联系到一起 ,但这

些理论都明显地受到笛卡尔二元对立论的强大制约 ,不是“性快乐”就

是“性压抑” ,不是“性的个人权利”就是“权力与性” 。

可是中国人都知道:“福”既不是单纯的快乐 ,也不是简单的“幸

福” ,而是“有福” 、“福如东海”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它的派生物是“福

气” 。它与“缘”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 ,甚至可能是因果关系 。

它不符合西方“性学派”的话语 ,因为“性福”说的既不是激情也不

是性高潮 ,却很可能是“性”所带来的亲情般的感受 。它也不符合“测量

派”的主张 ,因为至少有一些人觉得 ,“无性状态”也是一种“性福” ;也就

是说 ,它更加强调的是“福”的状态而不是“性”的高频 。它还不符合西

方“社会性别派”的说法 ,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阴阳和合”思想 ,双方“和

和美美”才能算是“福” 。

所以说 ,在“性福”这个新词汇里面 ,很可能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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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 、生活质量 、亲密情感 、人际关系等等一套概念体系和价值体

系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 。更重要的是 ,这个词汇既不是从古

代传承下来的 ,也不是当代学者发明的 ,而是来自于此时此地的大众的

自发流传 。这应该是主体建构的最佳典型事例 ,也昭示着我们只有通

过主体建构的视角 ,才能理解和解释它 。

3.“一夜情”

这也是一个此时此地人们自发流传的新词汇 。

如果从前述其他学派的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做出许多研究 ,例如

“性学派”可以比较它与夫妻性生活的质量差异;“社会性别派”可以考

察其中的权势关系;“测定派”可以调查出实践者的人口比例和特征;

“公理派”则可以支持之或者反对之 。

但是 ,所谓的“一夜情”究竟是一种新的实践呢 ,还是仅仅是一个新

话语 ?如果不从本土出发搞清楚这个问题 ,无论我们应用上述的哪个

视角 ,都可能渐行渐远。

这种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 ,历朝历代不绝于史 ,只不过叫做“露水

夫妻”(天一亮就散伙的意思)。它不同于“艳遇”和“偷情” ,完全可以自

立于世;而且还没有证据足以说明它在历史进程中和实践层次上出现

了什么质变 。所以 ,今日中国的“一夜情”仅仅是一个被新近建构出来

的话语 ,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标榜一个故意与“性”相对立的“情”字 ,而

不是像古代那样强调隐喻“性”的“夫妻”二字 。

所以 ,我们所要研究的真问题并不是这种实践本身 ,而应该是:“一

夜情”为什么只有在此时此地才被建构出来 ? 它是实践者的自称还是

传媒的改造?为什么要说成“情”而不说成“一夜性” ? 其中包含了哪些

元素 ?建构的结果为什么能够得以广泛流传 ?是不是已经反过来塑造

了参与者的实践 ?这里面又隐含着一些什么社会实践和社会意义?

用一个极端的解释来说 ,这个新词不过是一种越轨行为的自我合

理化;但是从另外一个极端上来说 ,中国“五四”以来的“情爱”与“性爱”

的人为对立 ,很可能已经被“一夜情”这个话语给消解了 。一种新的“性

与爱的关系”则很可能已经被这个新话语给建构出来了 。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 ,那么就很可能发掘出:“爱与性的对立”究竟

是中国传统还是“西化”的结果 ?爱与性这两个核心概念 ,在中国究竟

是如何演变的? “阴阳和合”的生活哲学 ,是不是也一直被中国人应用

于性与爱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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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爱

表面看来 ,这是英文 make love 的直译。但是它在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的中国 ,不仅是一个新话语 ,而且是一种新实践 ,更是两者共生共

荣的产物 。

作为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它并不是性行为学的专属 ,而是典型的社

会学题目 。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 ,只是提示一句:从中国最古老的称谓

“中媾”到最正统的“敦伦”到最民间的“房事” ,再到最西方医学化的“性

交” ,再到最时髦的“做爱” ,其间很可能映射着生长于斯而且作用于斯

的几乎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文明史 。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本土语境出发 ,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是谁 ,

为什么 ,怎样 ,建构了什么”的视角 ,那么在“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样一

个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上 ,我们就很有希望创造出西方所无法拥有的基

本理论。

(三)关于“性”研究本土化的讨论

作为弱势文化的发言人 ,在一个文化流动的背景下 ,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原创加入到全球化里面去 ,丰富全球化的概念 ,使

之不至于成为单边主义的西方化。全球化应该存在着文化反向流动的

空间 ,有对话也有存异 ,而不是抹杀“异”的多元存在。①

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研究语境”的问题。一位泰国学者写道:“除了

需要关注性和社会性别领域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外 ,我们还应注意泰国

研究者和研究泰国的英文研究者的不同兴趣爱好和研究动机。泰国研

究者面对泰国读者所创造的泰语话语是一种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

和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的结果。相反 ,英语研究者面对非泰国

读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一定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他者' ,只是间接地

可以起到`反思' 的作用。泰国研究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则是为了`国

际' (主要是西方)的读者 ,因此就会在西方的讨论框架下来表达`泰国

的' 问题。”(Cook &Jackson ,1999:5)

同样 ,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 ,只要面对的是西方读者 ,那

么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 ,在选题上就很可能不得不倾向于带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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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 ,在研究中就不得不倾向于使用西方的分析框架 。①

本文无意质疑对于“西方框架”的兴趣指向 ,也不否认任何研究者

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读者群。我们所批评的是这种指向和利益考虑的

霸权以及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 。中国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在西方理

论界日益提倡多元化 、主体性的同时 , “西方理论”本身却又显露出来更

为本质的话语统治。因此 ,我们需要避免不假思索地在西方本体的框

架下来讨论各种中国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深入地探索:在本土

社会中 ,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是不是真的构成了一个问题 ?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确实缺乏理论 ,尤其缺乏自己的理论 ,但是我

们与西方学者的差距 ,首要的是在于缺乏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和现实生

活的总结 ,尚未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故而很难“以自己的文化

去参与全球化” 。

上述种种讨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性学研究的问题和困境了 ,而是

整个社会科学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我们

应该如何处理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之间

的关系? 如何看待理论的边界 ?是否存在“中国的本土问题” ? 是否有

可能基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借鉴西方的理论视角来发展中国本土特

色的概念和理论 ?最终的问题是 ,我们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

总而言之 ,究竟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那些西方所没有的问

题 ,还是从西方所没有的问题中总结出西方所没有的理论 ?这是一个

选择 ,也是一个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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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ocial science.It is argued that falsificationism is not only

criticized in scientific philosophy , but also unsuitable for social science based on

probabilistic casual relation.The author discusses four problems when using falsification to

justify the scientificalness of social theories:1.we should distinguish necessary condition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2.its necessary to notice auxiliary hypothesis of theories;3.
statistical theories cant be falsified by a single counterexample;4.the theory of scope

limitation cant save falsificationism.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bove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ly by developing theories strictly instead of using the falsification carelessly , can we

make the social theory progress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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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 Yu , Fu Yan &Zhang Qingpeng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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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endorsed by younger adolescents

with the method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141 subjects(69 male and 72 female)in 24 focus

groups were asked to describe special prosocial acts of the prosocial people they knew.We

listed 43 ite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the procedure of argumentation , assessment ,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data , among which there were various behaviors that traditional

researches had not addressed , which accounted for 56.32% of total , including relational

behaviors , behaviors related to personal quality and behaviors of charity , etc.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ubjects' family SES among three types of schools , but not

on the variable of Grade.Girls listed more relational acts than boys , while boys listed

more overt acts than girls.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in sexuality research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ntext

Pan Suiming &Huang Yingying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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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research

within and outside of China with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in Chinese

context.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s par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to be the main perspective in the field of sexuality study , and also

examines its background , rationale ,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space.Using

examples in Chinese contexts , the authors argue that sexuality study ,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digen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xual issues and

concerns ,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studies critically and selectively ,
deconstruct over-medicalization and focus on the sexuality i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based on daily , bodily and divers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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