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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

從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的角度進行男性氣質的研究，在西方

已經有一定成果。地區發展不均衡的中國在「地理」意義上具有

其獨特性，而中國人的身體觀也有不同於西方之處。這些，促成

了本研究的對比分析。

9.1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在文獻綜述部分，我們介紹了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男性氣質地

理差異的研究。這一研究普遍認為考察男性氣質應該在三個層次

上：地方的（面對面互動的場景）、地區的（文化與國家層次）、

全球的（跨地區、跨國家的）。雖然存在全球化的趨勢，但並非

全球性的男性氣質就一定壓倒地區的和地方的男性氣質，後者可

能對前者進行抵制，還可能為前者提供新的內涵。正如有的學者

指出的：「以全球化一詞總結所有變遷的結果，並非世界將合而

為一，減少地方差異」（琳達．麥道威爾，2006: 5）。男性氣質

地理差異的研究認為，西方的男性氣質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顯得

突出，在這一過程中，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發生著改變；男性

氣質的改變與經濟重建、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引起的動亂等直

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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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老家」與深圳

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在多處使用了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

分析方法。比如，當我們說深圳地區符號是「笑貧不笑娼」、性

產業從業情境（地方）符號是「顧客是上帝」的時候，我們已經

在地區的和地方的層面進行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了；而當我們從

中國男性氣質的歷史中提出「男性氣質的柔性趨勢」的時候，我

們就是在將地區的男性氣質特質加入到「支配性男性氣質」這一

西方的（全球的）符號中進行分析；而當我們分析深圳獨特的經

濟發展、男公關多來自貧困的村鎮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在談論經

濟重建、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了；而女

客人這一群體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出現，便是女性氣質處於改

變中的表現。

我想在這裏補充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研究的是，同樣是在中國

這一個文化與國家層次的「地區」內，也可以分作多個不同的分

層區。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太大了，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的內

地與沿海地區之間、農村鄉鎮與改革開放較早的大都市之間存在

著太大的差別，使我們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層次上考察男性氣質的

實踐。這，應該屬於中國本土研究對全球男性氣質研究的又一個

補充。本研究中，筆者以「老家」和「深圳」兩個不同地區的符

號來分析資訊提供者男性氣質實踐的地理差異。

我在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絕大多數均經歷了由內地農村、鄉

鎮到深圳這樣一次移民過程，也均經歷了由老家到深圳所面對的

不同文化的衝擊。他們在深圳較多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性別符號

也滲入較深，男性氣質實踐於其中的符號自然不同於老家。老家

相對封閉，經濟落後，與深圳形成鮮明的對比，幾乎是兩種完全

不同的「地區性」的男性氣質實踐場所。

在生命史不同時期的男性氣質實踐那一章，我們約略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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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資訊提供者到深圳後進入性產業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可以

從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角度來理解，即由老家那種男性氣質實踐

的地區符號中，進入深圳這種男性氣質實踐的地區符號中的過

程。我將這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體驗到深圳的消費主義文化，開始做個人發財

夢。

幾乎每位資訊提供者都清楚地對我表述了深圳特殊地域文化

對他們的影響，反覆發著「深圳太現實了」這樣的感歎。

飛飛是戴著草帽到深圳的，他這樣講述自己初到深圳時的感

覺：「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深圳的房子好高呀，抬頭時草帽

都要掉下來了。」揚揚的表述幾乎如出一轍：「出了火車站，看

到高樓，這麼高呀，頭都暈了。」緊接著讓揚揚驚歎的便是汽車

了：「街上跑著這麼多名牌汽車！我特別喜歡汽車，以前在老家

只是看圖片，這次算是見到真車了！」

高樓大廈、豪華汽車這些具體物質所帶來的衝擊，其實是文

化的衝擊，它們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所呈現的文化符號。在初

到深圳的男孩子們的驚歎聲中，一種文化碰撞已經在他們的內心

開始了。其最直接的結果便是：樹立一個遠大的志向，而這種志

向是與那些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符號聯繫在一起的。由文化衝

撞到對這一文化進行接受與追逐，其間的過程通常非常短暫，因

為這些男孩子在來深圳之前便已經被關於這裏的種種傳奇與夢想

所招引，他們本來就是來這裏尋夢的。從這層意義上講，剛到深

圳時的文化衝撞，又不能單純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文化衝撞，而

更近似於促進其夢想的文化符號的具體化。

第二階段：認識到賺錢並不容易，同時接受深圳的地區符

號。很多資訊提供者均經歷了經濟的困窘，以及深圳「笑貧不笑

娼」這一地區符號的影響，使他們更深入地領會了深圳，從而開

始在這一符號之下實踐男性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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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快意識到，深圳即使「遍地是黃金」，也不可能「俯

拾即是」，理想的實現遙遙無期，而與此同時，又看到太多付出

很少，收穫很多的人。對比之下，對辛苦勞動的不滿，對更多更

快收益的嚮往，加上性觀念的變化，就在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

我的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從業的準備已經成熟。他們當中一些

人，如阿洋更經歷了貧困的打擊。

阿京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到：「沒有錢？沒錢做

仔去呀。」阿京說：「在深圳三個月，就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

觀念。而如果是在老家，可能永遠也改變不了。」這講的就是深

圳這一特殊地區的文化（符號）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力。

我的資訊提供者中，多人進入性產業之前作過酒店服務員和

社區保安。在高檔住宅區當保安所接觸到的人和事，對他們後來

的擇業有很大影響。所有作過保安的資訊提供者都說，他們是在

當保安時接觸過二奶和小姐的，阿京最早的客人更是他當保安的

社區裏的女住戶。

第三階段：在適當的機會下，正式進入性產業從業。

在這三個階段中，深圳與老家兩種完全不同的地區符號，決

定了在兩個地區的男性氣質實踐是非常不同的。這正是在經濟迅

速發展、步入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所體現出來的發展的不平衡性

對同一文化和國家內的男性氣質實踐影響的差異。

我們也曾經提到過，許多男公關對於自己從事性產業不覺得

有羞辱感，但是害怕自己的從業經歷傳回老家去，害怕被老家的

人知道。正如阿強所說：「這裏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

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這

也顯示了深圳和老家這兩種男性氣質符號的地區差異。怕傳回家

去，是符號問題，也是男性氣質結構的地理差異問題。

但是，對深圳這一「地區的」男性氣質實踐受西方符號影響

力的程度也不能過於誇大。此研究中兩例做陰莖增大增粗手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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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關，均是在深圳。阿莊便將自己的手術背景歸結為「西方文

化」：「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

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大陰莖。」事實是在中國古籍

當中，同樣有對粗大陰莖推崇的證據，而並非「西方文化的大量

湧入」之後才出現的。所以，阿莊的表述其實是一種對全球化符

號的借用。當我們強調西方文化的影響之時，實際上可能過於誇

大了這種影響，將一些原本就存在於我們文化中的男性氣質的實

踐視為了外來物。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整體經濟大潮的衝擊下，

「老家」也經歷著男性氣質的危機趨勢，經歷著全球化的洗禮，

這從阿穆家鄉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出。

阿穆對婚外性行為極多貶斥，這與深圳的性符號是衝突的。

這一方面證實了我們所說的，男性氣質在符號中的實踐是具有能

動性的，而非受符號單方面的建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阿穆將

老家的符號帶入深圳符號之後的尷尬。阿穆介紹了他貴州老家符

號的變化。

在我小的時候，我很瞧不起離婚的人的。村子裏面

有一個嫁出去的女人，沒兩、三年離婚後又回到娘家

了，大家一說到她，就是「那個離婚的女的」，好像沒

有人記得她的名字了一樣。當時我十歲左右吧。⋯⋯離

婚的原因，大家並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結果，那就是她

是一個離婚的人! 我爺爺那個時候告訴我，過去叫被休

了，休是休息的休。所以我的思想裏面一直都有離婚的

人其實就是休息的人的概念。休息就是什麼都不做，懶

惰在我們家鄉也是非常可恥的。

現在我們鎮上聽說還有小姐了，10元一次，20元一

次的。我現在都不願意回去了。性觀念變化非常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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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後聽他們說某某女的和某人有一腿什麼的。這時他們

議論中，貶意少了。沒想到開放的性文化居然傳到家鄉

的小鎮去了！

阿穆家鄉的這種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全球化符號在

影響了深圳這樣的沿海大都市之後，向內地的進一步擴張與延

伸。

對於家鄉的這種變化，阿穆的感覺是「麻木了」。

9.1.2深圳與北京

談過了深圳和老家的差別，也不應該忽略深圳的資訊提供者

和北京的資訊提供者的差別。這種差別可以視為一種同為「地方

的」（具有面對面的互動）層次上的男性氣質實踐的差別。一個

例子可以顯示這種差別：北京的資訊提供者比深圳的資訊提供者

更多遇到要求提供口交的女客人，他們認為「變態」的女客人比

例也更高。

深圳的一些資訊提供者說，他們沒有遇到過女客人要求提供

口交服務的情況。我認識時已經從業四個月的阿強說：「客人有

時會要求刺激陰蒂，有時用手，沒有過被要求用口的時候。」小

邸的解釋是：「也許他們不好意思講，迴避，但也可能是他們真

的沒有碰到。」小邸第一次出街時的女客人，就沒有提這樣的要

求。揚揚說：「口交，做久了都會遇到。」從這些表述可以得到

一個綜合的印象是：雖然深圳的女客人也會要求口交，但並非是

必然的，也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這和北京資訊提供者的表述

完全不一樣，我接觸過的幾乎所有北京男公關都對我說，客人都

會要求口交，口交是必須完成的重要功課。

雖然深圳的資訊提供者講了很多女客人「變態」的事例（主

要指施虐），但當我深入核實時，每個人都會說這是偶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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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公關接了幾十個客人也只遇到一個這樣的。但是，北京的資

訊提供者則普遍說，到夜總會的客人幾乎都有些「變態」，都會

有施虐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只有像小毛那樣，通過互聯網找

來的客人「變態」的情況才少一些。

這些地理差異又說明了什麼？我就此請資訊提供者自己提供

解釋。阿紹解釋說：「可能是北京的女人比較保守，大多數不會

出來，能夠出來找男公關的都是找刺激的，就會要求一些另類的

方式；而深圳非常開放，出來玩的女人只是來找性需要的，就會

只要求平常的做法；香港來的女人也是一樣，找特殊刺激的很

少，大多數就是來找普通的性的。」

申哥的解釋也大同小異，他說：「北京想玩特殊花樣的女

人，不找男公關就沒人陪她們玩；深圳是玩什麼花樣都有人陪著

玩，不一定要找男公關，這樣一來，找男公關玩花樣的女人的比

例就低了。」

顯然，這一兩地差異的背後，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在性問

題上的實踐的差異，也是兩地文化的差異。

另外一個角度的證據也支持了兩地差異的說法。我們曾經提

到，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第一次出街後的印象均比較積極，遇到的

客人均未提特殊性行為要求，相處比較和諧，這使得資訊提供者

在事後對繼續從業持樂觀態度。與之相比，北京的男公關則不

同，小毛第一次出街遇到的是戀足女孩兒，自始至終圍繞與他的

腳發生親密接觸；大牛第一次出街，客人便要求他口交，讓他反

感、「噁心」。雖然沒有確切的比例統計證明北京男公關第一次

出街時遇到有特殊要求的女客人比例肯定多於深圳男公關遇到

的，但至少就筆者接觸而言，存在這一特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

說明，北京的「女客人」確實和深圳的不同。

在討論北京和深圳兩地性產業中的差異性時，還不能忽略的

一點是，深圳的男公關是在深圳這一「地區的」「笑貧不笑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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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號之下，於性產業從業情境這一「地方的」「顧客是上帝」

的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的。而北京的男公關，面對和深圳同行

同樣的性產業從業符號，卻缺少深圳那樣的「地區的」符號。北

京遠不像深圳那樣盛行消費主義，它並不是一個「笑貧不笑娼」

的城市。也正是兩地的這一差異，使得將北京男公關與深圳男公

關進行對比時會發現，前者面對性產業從業情境更多矛盾的心

態，如北京的大牛和小毛均有這樣的表述。我們曾分析過大牛與

女客人間的「搏鬥」，他感受到的自尊受辱也與他沒有經受深圳

那種「笑貧不笑娼」符號的建構有關。大牛下面的表述從語法角

度看可能不乏語病，但對那種內心的矛盾卻揭示的很深刻：

以前很嚮往的美好的感覺，對生活的美好、愛情的

美好，對未來的期盼，都在剎那間粉碎了。就是你從小

到大一直追求的、渴望的、割捨不下的那些，你都覺得

可笑、可悲。你感覺自己很可憐。難道生來就這麼下

賤，要做這個嗎？難道我的爸爸媽媽願意我這樣作賤自

己嗎？

大牛表現出的這種矛盾，一方面是因為「地方的」與「地區

的」符號存在著不和諧甚至衝突之處，另一方面，也因為大牛作

為兼職者，他的生活中不斷需要面對多種符號的撞擊。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甚至在進入性產

業後的戀愛情境中，也均是讓自己的女伴買單。與之相比，北京

的男性性工作者則有非常大的差異。筆者曾到北京一家專門為小

姐（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務的夜總會做社區考察，不止一位

夜場工作人員告訴我，男公關和小姐（女客人）一起出去消費的

時候，男公關時常會主動買單。可見，至少當客人是小姐的時

候，主動買單的男公關無疑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甚至戀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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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符號引到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並且「承擔責任與義務」。

在筆者看來，這仍然是因為北京地區符號中缺少深圳地區符號那

種對「現實」的強調，從而影響到男公關和女客人相處時的男性

氣質實踐。

此外，深圳的地理位置決定許多香港女人來消費男公關，占

了女客人中的絕對優勢；相比北京男公關的女客人就少很多，所

以一些北京男公關會同時為男性提供性服務，可謂「兼職」，而

在深圳卻有專門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男子。

總之，不同的「地區」與不同的「地方」在男性氣質實踐上

產生的差異，可以理解為符號的差異，但其背後，仍然是全球化

程度的差異、經濟發展的差異、西方觀念影響與本土傳統保持的

差異等等。

9.1.3臺北與深圳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講，他們的女客人中至少80%來自港臺。

這些女性在港臺本地消費男公關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完成本項研究在大陸的調查之後，我利用在臺北進行學術考

察的機會，對臺北的男性性工作者行業進行了調查。其中與大陸

的一項重要不同，提供了本節的對比分析。

在臺北，我對兩位男性性工作者肖力與光正進行深入訪談，

他們都向我描述了臺北男公關在「出街」一事上與大陸的不同。

肖力去過一次深圳找小姐，和小姐談到自己在臺北做公關，小姐

說，我們這裏也有呀。於是肖力叫了幾位過來聊，聊的過程中便

發現了兩岸的差異，主要是在「出街」上，臺北性產業中講的

「出街」不一定是發生性關係，可能是逛街、吃飯、聊天。男公

關這時會有機會認識客人的朋友，進一步便可以把那客人的朋友

也發展成客人，也請她來公司消費。

在深圳，女客人點男公關出街就意味著去上床，男公關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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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不得。而在臺北，出街不等於上床，男公關也會努力避免發

生性關係。肖力對此的解釋是：臺北的公關講究「放長線釣大

魚」。但我們前面已然講過，阿京也是非常看重慢慢地「吊客

人」的。那麼，兩岸的差別何在呢？

肖力對我說：「如果輕易和客人上床，上過之後就不珍貴

了，那客人就不會再找你了，所以經濟上還是不划算的。而放長

線釣大魚，可以使那客人不斷來公司消費，花錢在他身上。所

以，要想抓住一個客人，絕不能和她上床。」既有了性，又維持

長久關係的，非常少。

臺灣吳翠松此前的一項研究，也對我的訪談所得做出佐證：

「男公關的性在這個行業中，反而是非常珍貴的。對於酒店男公

關來說，他們通常不輕易和女客發生性行為，更不要說以性來做

交易。除非是真的很喜歡那個女客人，或是跟客人成為男女朋

友，否則他們通常都會拒絕與女客發生性關係」（吳翠松，2005:

112）。

「性在這個地方絕對不是一個用來直接換取金錢的交易工

具，最多它只是捉住客人心的一種手段。當然，不可否認的，這

個手段的背後還是要獲取更多的金錢，只是它絕對不是一項直接

交易的商品。所以從技術層面來說，性這個東西在這個行業裏可

以算是一個餌，它讓客人有想吃的慾望，但是卻可能永遠都吃不

到，這樣才能顯出它的珍貴」（吳翠松，2005: 113）。

光正講了一個例子：有一位公關，和一位客人的關係處的非

常好。前段時間因為要出國了，就打電話給一位客人，說要出

國，那客人就給送二十萬元來。光正對我說：「他還沒有和客人

上床，如果上床了，就不可能有這二十萬了，因為沒有得到的才

最珍貴。」

「珍貴」，無論在吳翠松的研究中，還是在我的訪談中，都

是臺北男公關常使用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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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關回絕女客人上床要求時，常用的理由是「為了不傷害

你」、「我是真心喜歡你，所以才不想和你發生性關係」等等。

在一個男人已經被事先設定為「好色之徒」的文化中，這樣的表

述非常容易打動女人，從而有助於男公關實現其建立長期穩定關

係的目的。

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肖力講到一個例子，他介

紹一個客人給另一位男公關B，B和她上了床，那客人一次之後

就不再來B了。據說是因為經濟上的一些誤會，但如果沒有上

床，誤會可以消除，因為上了床，誤會就無法消除了。而且一傳

十，十傳百，B在那家公司便做不下去了，那位女客人一個星期

去三、四次，都不點B。肖力推B，客人說：「你再推他上臺，我

就走了。」B總也沒有客人找，只能「換店」了。

肖力講的另一個例子：一次，一個女熟客帶來一位新女伴

去，拿出十萬元砸在桌子上，說：「你們今天晚上誰和她上床，

這十萬就給誰。」但是，沒有人敢拿。

肖力說：「我當時真的動心了，但是，一想，如果真做了，

名聲沒了，客人少了，實在得不償失。」在肖力看來，如果他和

那個熟客人的女伴上了床，那熟客人以後再也不會找他了，因為

「女人都是小心眼」。而且傳出去他和女客人上了床，「名聲沒

了，別的客人也不會找他了」。

「名聲沒了」在這裏扮演著一個重要仲介的作用。上床會導

致「名聲沒了」，而「名聲沒了」則會導致「別的客人也不找他

了」。所以，這裏的關鍵是「名聲沒了」，但這是什麼樣的名聲

呢？光正一語道破：「男人這麼容易上，也會很爛。」「爛」，用

來貶損女人時，主要指其性生活過於隨意，但男人的性生活隨意

從來就不是問題，何以也被貶為「爛」呢？歸其因，是因為這性

行為是「賣」給女人的，這時才稱其為「爛」。可見，向女人出

賣性行為是被貶為「爛」、不再「珍貴」的關鍵，而抗拒這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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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這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有了基於長期利益的自我約束，就會有當長期利益無指望時

的自我解套。光正便說，當一次他想換店的時候，便在走之前

「使勁兒拿」，和多個女客人迅速上床。

和肖力、光正談話也證實，許多女客人是非常強地有上床的

要求的。肖力說，有的客人一定要上，這時他如果對這個客人有

把握就會上，「否則只能轉給別的男公關」。

面對客人的上床要求，男公關要考慮兩層因素：首先，她出

手是否大方，如果不大方，就放棄，轉給別的公關；其次，自己

是否吃的定她。如果有把握，就可以「吃你吃死」。也就是說，

在非常有把握的情況下，男公關才會和客人上床。

肖力說自己現在有三個是由客人發展來的「女友」。他說，

和客人發生性關係後，就改稱「女友」了。肖力確信對這三個客

人「有把握」，才和她們發生了性關係，而且也確實在事後已經

維持了一年之久了。

對於臺北相比於深圳較少發生直接的性交易，肖力的一個解

釋是：臺北的客人「來公司」主要還不是想發生性關係，她們可

能是工作壓力太大了，來調調情，減減壓。至少摟抱之類的身體

接觸，都是有的。至於為什麼許多臺灣女商人到大陸就直接要性

服務了，肖力的解釋是：首先，大陸消費便宜；其次，大陸的男

公關比臺北的普遍年輕；再次，可以花錢買到，大陸的風潮和臺

北的不一樣。

但這樣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過於表面的。阿京便曾對我講，他

也一直盡力推遲和客人發生性關係的時間，以此獲得更大的利

益。可見，此一技巧並非只是臺灣男公關才懂，那麼，為何臺灣

男公關的成功率更高呢？推遲的時間更長呢？

在臺灣考察期間，我對於臺灣地方小、人們彼此之間常會因

為各種關係發生聯繫，甚至在公共場所也偶能相遇深有感觸。這



196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

讓我想到光正對我講過的另一句話：「客人也會很慎重，事情曝

光對誰也不好看。」

再聯繫港臺女性在大陸購買男公關的性服務時少有這種顧

慮，以及許多男公關對我描述說，找他們的女人即使是大陸人，

也是非本地常住人口為多，我有理由做這樣的推測：身在穩定居

住地以外的地方時，女性更容易放鬆自我，購買性服務時更少顧

慮。因為遠離熟悉的環境與熟悉的人群，會產生一種「陌生人效

應」。

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互動中，一方面，男公關希望「放長線

釣大魚」，另一方面，大多數女客人對於發生直接的性關係又有

所顧忌，於是，較長的調情期便成為可能。這也就不難理解，當

真正發生性關係的時候，肖力已經有充分的理由稱女客人為「女

友」了。重要的是，此時的性交易被賦予了更多情感的色彩，從

男公關這方面講，他成功地淡化了出賣性服務這一行為對從屬趨

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而從女客人這一方面來講，她也成功地維持

了貞潔、淑女的傳統的女性氣質。正是因為雙方有同樣的目標與

需求，這一男性氣質的特殊實踐才成為可能。臺北男公關男性氣

質的這種實踐，與有其顧客女性氣質的實踐密切相關，同時男公

關充分利用了情感關係，改寫了雙方私人關係在權力關係和經濟

關係中的處境。而在深圳，則不具備男公關與女客人共同促成這

一實踐的基礎。一方面，女客人因為「陌生人效應」而不必對性

要求遮遮掩掩，這無疑影響了男公關「放長線」的企圖。另外，

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比臺北激烈的多）也使得男公關不得不較

多選擇短線行為，即使聰明如阿京，也並非總能夠「放長線」。

我們需要注意到的另外一點是，通過放長線男公關將自己與

其他男公關分割開來，以使自己顯的不夠「爛」和比較「珍

貴」，從而成為男公關中的「高等級」。當肖力和光正向我描述

他們與深圳男公關的不同時，我能夠清楚地感覺到他們談吐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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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便是作為一個「高等級」的男公關

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時的自豪感。

正因為在臺北男公關通常是不和客人上床的，所以夜場裏會

公開表彰男公關的業績。臺北夜場裏客人買單時，單子上除了酒

水消費項註明之外，還會註明各位公關的化名，客人如果不滿意

可以「劃台」，即劃掉這名公關的名字不付費給他，理由如「他

沒來一會兒，總轉臺了」，或者說「他沒喝多少酒」，這位公關

便沒有收入了。如果對某位公關非常滿意，客人也會「加台」，

如「加十台」，就是付十倍的坐台費。這時，大廳裏的銀幕上就

會打出來「某某小姐給某某先生加了十台」之類的字樣，以示一

種表彰。每個月底，夜場還會公然貼出點台的排行榜，顯示公關

每個月點台數目。

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性上的主

動與積極，而臺北男公關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表現出的對性交的

迴避，並不能夠被理解為一種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臺北男公關因為在決定上床事宜上有更多的主動權，從而實踐著

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9.2男性氣質實踐與身體實踐

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過程中，一些身體行為具有了符號意

義的指向，這多是與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定義聯繫

在一起的。但是通過身體的實踐，有的資訊提供者可以顛覆這種

指向。身體實踐，可以成為顛覆支配性男性氣質對個人影響的重

要管道。比如我們曾經在對男公關與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

實踐一章中分析說，阿強的身體曾經抗拒為女客人口交，而這背

後是支配性男性氣質對男為女口交的定義對身體的影響，而當阿

強在性產業從業符號中較多實踐了為女客人口交之後，他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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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已經不再抗拒了，而認為自己「喜歡口交」了。此時，男為女

口交原有的符號意義已經被改寫了，在阿強這裏又因為有助於

「完成任務」，而成為筆者提出的男性氣質實踐十字軸上的柔性

／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作為大學生的大牛在第一次出街後，回到學校，感覺陰莖

「上面有什麼東西，很黏，也髒。」大牛是在學校那個情境（同

齡夥伴情境）中體驗到上述身體感覺的。因為情境不同，面對的

符號不同，才會出現了這樣的身體感覺。陰莖上面是否「有什麼

東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覺到陰莖「上面有什麼東西」，其

中體現的是對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身體實踐。

所以，在筆者看來，身體實踐同樣是在不同情境符號中的實

踐，它並不是被符號決定的，而是一種能動的建構。康奈爾非常

強調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作用，當性角色理論將身體變成了

符號實踐和權力的對象而不是參與者的時候，康奈爾強調：「我

們需要堅持身體在社會過程中的行動性，也就是『能動性』的本

來意義。」「身體參與了社會的能動性、參與了產生和型塑社會

行為的過程」（康奈爾，2003: 82）。

我們從富哥這裏，既可以看到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能動

性，也可以看到同性戀男子賣身給女客人時呈現出的男公關群體

中的差異性。

富哥從小便喜歡同性，性幻想的對象也都是同性，卻曾經向

女性提供商業性服務。他說：「我對女人完全沒性趣，我連雙性

戀都不是，是純同性戀。但這不妨礙我的生理功能，不能和女人

做的是0號。」其第一次出街前後的身體實踐具有豐富的內涵可

供分析，他這樣描述那次的經歷和感受：

「爹的」說我是處男，發話的女的還來摸我雞巴，

逗了一會，那女的就說，看來還真是處男。就讓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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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家都逗，你一言我一語的，我低著頭，一言不

發。我很緊張，臉紅了，心也跳的，不敢看人。

她拿手抓著我的雞巴往她身邊拖，叫我離她近

點⋯⋯從沒女人碰過，能不勃起嗎？舒服、緊張、害

羞、興奮⋯⋯我拿手抓住她的手，本能地不讓摸。緊張

是主要的，肯定也有興奮的成份⋯⋯

我對女人沒有性慾望。我當時根本就沒有把她往性

方面聯繫，因此就不存在對她感覺如何的問題。這就是

好比你在工作生活中接觸到的人，不一定都是你喜歡

的，但你不喜歡未必就一定會煩⋯⋯我當時正處在找工

作中，沒有收入，想到今晚上能拿到小費，心裏想的是

如何讓人高興，如何順從別人。

我們看到，在陪台階段，女客人關注的中心是富哥的陰莖，

她在採取主動、進攻的姿態，這是一種女性氣質的實踐。雖然富

哥對女人毫不感「性趣」，但被摸陰莖仍然「興奮」，仍然會有

身體反應。可見，此時的身體反應與富哥自我認知的「純同性

戀」身分關於性的建構是衝突的，也就是說，富哥的身體反應不

是關於性傾向的認知建構的，而是身體自己實踐出來的。雖然富

哥一再說這只是「工作」，但他的身體仍然會興奮。換言之，作

為同性戀者的富哥在同性戀符號下的身體實踐，此時與作為男公

關的富哥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交織時，他的身體實踐超越

了性傾向。

在談到出街後，在床上時，富哥說：

她摸我，親我臉，我都能接受，但有幾次她想親我

嘴，我拒絕了。一方面是因為她口裏氣味不好，另一方

面可能和我是同性戀有關，我煩女的親我嘴，現在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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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就躺到了床上，她想和我接吻，我沒理她。

我只能接受與我喜歡的人接吻，我把接吻和性聯繫在一

起。

為了不讓她不高興，我趴到了她身上，親吻她的乳

頭。我用舌頭繼續在她身上糾纏，一直到她陰部⋯⋯這

是本能，性很多時侯都是無師自通的。我舔著她全身，

包括陰部。她很舒服，嘴裏不斷地叫著寶貝。我以前也

完全不知道親吻陰蒂的說法。不過我當時是有目的的，

我的想法是下邊很髒，我用嘴吻了你陰部你就不會要和

我親嘴了，我寧願吻陰部也不願意和她接吻。

我不斷地吻她全身，我沒想過要吻那裏讓她高興。

我只是把它當成一份工作在做，就像垃圾讓人噁心，但

清潔工卻不會有厭惡的心理一樣。有點異味，但能忍

受，其實這些主要是心理問題。正常的人應該是能接受

接吻的。

上述描述的奇妙在於：首先，同性戀者富哥本能地拒絕和異

性接吻；其次，從沒聽說過口交的富哥第一次口交效果很好。富

哥拒絕與女性接吻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關於同性戀的性行

為的符號建構對身體實踐的影響，當這與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

是上帝」的符號衝突時，富哥的身體「本能地」選擇口交來迴避

這一衝突。男為女口交這一原本帶有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特點的實

踐，在富哥這裏則成為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幫助他達

到不與客人接吻的目的；而且富哥對口交的身體實踐完全是偶然

間自己實踐出來的，沒有受任何先入為主的文化的影響，當大多

數男公關把為女人口交作為服從客人要求的手段時，富哥則將之

視為拒絕客人要求的手段，這體現了身體實踐在建構男性氣質實

踐過程中的能動性，身體實踐可以自己改造自己，而不只是被文



201第 9章　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

化建構。

在和女客人性交中，富哥一直不射精。富哥這樣描述當時的

感覺：

和她做時，身體興奮是有的，因為勃起了，但心理

上沒有興奮。我就像掉進了無底的大海，能感覺到濕濕

地溫溫地很舒服⋯⋯

我到現在和女人做都沒射過，我和女人做沒有高

潮，你忘了我是同性戀？我只有自已手淫才會射，或者

別人和我肛交同時給我手淫才會射。

第一次幹完後雞巴會好幾天不舒服，是不是大家都

這樣？龜頭上好像有什麼在腐蝕似的，我和我老婆第一

次幹也有這感覺，但現在沒有了。這感覺持續一般都是

二、三天，然後自動消失⋯⋯排尿？排尿不受影響。

男同性戀者與女性性交不射精，顯然不屬於單純的生理問

題。我們從中看到的，仍然是關於同性戀性行為的既往建構被引

入到異性性行為的情境中之後，發生的獨特的身體實踐。富哥第

一次和女人發生性關係後龜頭上的異樣感，與大牛第一次和女客

人上床後的異樣感一樣，只不過，大牛陰莖的異樣感來自於同齡

夥伴情境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突，而富哥陰莖的異樣

感來自於同性戀情境與異性戀性行為情境中符號的衝突。二者的

共同處在於，不同情境符號的衝突會影響到身體實踐，也會影響

到男性氣質的建構。

這次和女客人的性交經歷也告訴富哥，他是可以和異性成功

做愛的（除了不射精），所以他後來便結婚了。如果沒有這次經

歷，富哥對異性性行為可能完全沒有信心。這也說明瞭，在對性

別、性傾向覺醒的過程中，不僅僅是社會的作用，也包括身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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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的作用。

富哥與其他一些男公關的不同，表現在他對陪台時被挑逗、

為客人口交等，從一開始便沒有任何抵觸，這一方面可以說明他

對深圳地區符號和性產業從業符號接受的比較好，另一方面也許

可以這樣講：身為「純同性戀」者使他對於和女性交往中的性別

權力關係沒有那麼敏感。而且，按著男性氣質支配性的外在支配

與內在支配理論，男同性戀者與異性戀男性相比有其從屬性，被

貶到女性的地位，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們對性別等級

制的感受，可惜本研究未及對此深入探究。所以，同樣的身體實

踐在富哥這裏的意義是不同的。但也有一些身體實踐對於富哥和

一些男公關是相同的，比如對親吻的態度，比如讓對方高潮自己

不要性享受等等。

本章，筆者首先分析了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影

響，深圳、北京、臺北三地男性性工作者和女客人關係中建構的

男性氣質是有差異的。比如，北京與深圳的地區符號存在著差

異，專職與兼職的男性性工作者同時面對的符號存在差異，這些

均增加了兩地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性。此外，筆者

還討論了身體實踐與男性氣質建構的相互作用，比如異性戀男子

賣性給同性戀男子、同性戀男子賣性給異性戀女子，不僅一定程

度揭示了身體實踐與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也豐富了我們對男性

氣質實踐的差異性、多樣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