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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相同行為對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建構

同樣的行為與表現，在不同的情境中有著不同的意義，可以

被用來實踐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抽菸、喝酒、吸食毒品是這

樣，對身體的改造也是這樣。

對菸酒、毒品的使用，在關於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中，都

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典型表現，它們顯示著男人的陽剛、粗獷和

勇敢。但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上，它們既可以是剛性／支配

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也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成為柔性／從

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身體的改造也是一樣，在不同的情境

中，起著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的作用。

從身體研究的角度看，不僅對身體的改造與身體有關，菸

酒、毒品無不可以列入身體話題中進行思考。正如有學者指出

的：「在男子氣概的建構中，身體是不可能逃脫的；但是無法逃

脫，並不表示被固定下來」（Woodward，2004: 348）。資訊提供

者在菸酒、毒品、身體改造等方面的實踐，既可以是接受不同情

境符號對男性氣質的建構，同樣也是對這種建構的「反抗」，以

自己的方式去尋找在不同情境中的主體位置。

12.1菸

夜場裏有這樣的說法：男公關身上只需要帶三件東西就行

了，這就是打火機、香菸和陰莖。借打火機、點菸，這是夜場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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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的常用手段，所以它們和陰莖是同等重要的。

在high場裏「扣女」，選定目標的男公關主動湊過去搭訕的

時候會敬一支菸，而「扣仔」的女人瞄準一個男孩子的時候也會

叨著菸湊過來借打火機，而在包房裏，更是男公關主動給女客人

點菸。有意思的是，小姐陪男顧客的時候，也總是小姐們嫵媚地

去給男人點菸。就這樣，獻菸、點菸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關

係中弱的一方去討好、獻媚強的一方的手段。打火機和菸，便成

為男公關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手段。

但是，在夜場之外的符號中，抽菸則可以是實踐剛性／支配

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揚揚的例子便非常典型。

讀中學時，同伴中有人抽菸，揚揚那時不抽菸。他說：「他

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

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

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大一」

那年的春節，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是：「總有哥們兒敬

菸，不抽，不給人家面子。」

「不給面子」在這裏便是和他人的一種隔離，一種拒絕進入

群體的姿態，是對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的抗拒。「不抽

菸的男人」這一評價的背後，更透露出「男人就是應該抽菸的」

這一潛臺詞（弦外之意）。顯然，當揚揚開始吸菸的時候，便也

加入到了集體中，在抽菸這種「集體實踐」中實踐著剛性／支配

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大一」時每天抽五支，我認識他時每天抽十支。揚揚

這樣解釋在夜場裏抽菸對他的意義：「抽菸是重要的交際手段，

點菸、敬菸的過程都是交際。在夜場裏給客人點菸，客人會很高

興。客人給你菸，如果你不抽，就是看不起客人。」

由成為同齡夥伴情境的一員，到成為讓客人高興的手段，抽

菸在揚揚的生命史中，就是這樣在不同的情境／符號中發揮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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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作用。

12.2酒

在夜場中，酒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抽菸不喝酒在夜場裏是站

不住腳的。我的資訊提供者中，以前不喝酒的人進夜場後很快學

會了喝酒，以前便常喝酒的人酒量很快就增大了。我和申哥等人

一次在外面吃飯，餐廳裏的啤酒是640ml一瓶。申哥說：「這樣

的啤酒，我剛進夜總會時每天只能喝二瓶，但現在，每天可以喝

五、六瓶了。」阿京也說：「喝酒的人都這樣，越喝越能喝。」

我在FH夜總會考察的時候，一天晚上一個女人點了申哥和

他的助手陪酒。申哥隔天對我說：「先要了一打啤酒，又要了一

打，喝完又要了一打⋯⋯一共要了五打。我們輪流灌她，竟然還

讓她給灌倒了。然後她又自己開著車回家了⋯⋯」申哥評論道：

「這麼能喝酒的女人，不發財才怪呢！」而申哥這話背後的邏輯

是：能喝酒便能在市面上混，就會有錢。

申哥還對我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酒可以成為目的，也

可以成為工具。」申哥所定義的目的與工具，在夜場中便是：為

了自己高興喝酒是目的，為了讓客人高興喝酒是工具。我進一步

從中解讀出：喝酒既可以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

段，也可以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

在夜場裏，酒量大的女人並不罕見，但男公關都會警惕著不

被灌醉，陪酒時實在不行了就會請別人救駕，把別的公關拉進來

替自己接著喝，自己溜掉。

揚揚說：「再能喝的人，在客房裏陪酒也很容易被灌趴下。

發現自己快不行時，要趕快叫兄弟們來頂一下。客人可以喝醉，

我們卻不能喝醉，要保持頭腦清醒。自己不醉，就可以將客人照

顧到尾。」這樣的表述，完全符合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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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符號要求。

常有男性客人喝多了，在走廊上調戲女服務員，甚至會藉故

打人。這時夜場的督察和保安都會來處理，經理也會來，但宗旨

是要給客人面子，不能得罪客人。所以正如揚揚所說，「將客人

照顧到尾」是關鍵，是喝酒（陪客人高興）又不能喝醉（忘了

「顧客是上帝」）的用意所在。自己醉了，沒辦法照顧客人了；

客人醉了，自己還可以繼續照顧他們。

酒在男公關和女客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表面是聊天時活躍氣

氛的工具，但還不止於此。

揚揚第一次坐台時「放不開」，酒幫助他緩解了這一緊張：

「我心裏一直想著要讓客人開心，但是如果沒有喝酒，膽子就不

會很大，也會放不開。那天陪客人喝酒，喝暈了，才把手搭到她

身上⋯⋯」飛飛也談到自己第一次坐台時「剛開始放不開，不說

話。但幾瓶酒下肚，可能是酒的作用吧，開始放開了」。

阿京則借助於酒，來達到迴避陪自己不喜歡的客人出街的目

的：「⋯⋯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倒在沙發上就睡。有

時還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醉的不行了，快來接我回去。醉的睡著

了，客人自然也沒興趣叫我出街了。」

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主體在接受一個情境的符號時不是被

動的，而是通過有所創造，來確定自己主體位置的。揚揚通過喝

酒使自己更好地接受性產業情境中討好客人的規則（「顧客是上

帝」），同樣，阿京借助喝酒不得罪客人卻又不委屈自己勉強出

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仍然受到維護，他卻達到了自己的目

的。雖然喝酒在通常意義上是建構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的重要途徑，此時卻充當了申哥所使用的意義上的「工具」。

但是，許多資訊提供者提到，在他們私下聚會的場合，喝酒

才會再顯示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意義，這時的酒才

是申哥所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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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飛在老家不抽菸、不喝酒，是在進夜場之前當保安時才開

始學會抽菸與喝酒的。對於何以開始喝酒，他這樣解釋：「（保

安）兄弟們在一起，常喝酒。喝酒後說話有氣氛，『兄弟』、

『哥們兒』地叫著的感覺好。酒後大家動動手、打拳，感覺挺親

密和親近的。」飛飛那時「大約一周喝二次酒，下班沒事就是喝

酒，每次出去聚會，都要喝酒的」。可見，酒對於男性群體間的

團結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

將酒與「哥們兒」聯繫在一起的表述，正揭示出酒文化在同

齡夥伴情境中建立親密關係與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

的功能，它符合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的符號要求。

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拒絕男人間的親密，但是一

起喝酒，比試誰更能喝，則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的

手段之一。我在夜場之外請資訊提供者吃飯的時候，便是進入到

性產業同伴情境中，我們在對符號命名時已然提到，這一情境除

「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之外，許多時候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

剛之氣」符號也很重要。我注意到他們在喝多了之後會有親暱地

打逗的行為，這種打逗是男性間表達「哥們兒情誼」的難得的身

體接觸與親暱。不像女人們，平常身體間的接觸與親暱舉動被認

為是順理成章的，男人們只是通過打逗這種方式才能建立身體親

近，而喝酒又使這種親近的方式顯得順理成章，借著酒勁兒說些

「兄弟哥哥」般的親密話，也顯得自然。

揚揚說：「自己和客人喝時只是暈頭轉向過，和兄弟們一起

才真的喝醉過。」

阿京說：「和哥們兒喝酒高興了使勁兒喝，是真醉，但是，

不承認醉。和客人們喝酒是假醉，但是，要裝醉。和客人，是能

不喝就不喝。」未醉裝醉之際，喝酒便成為逃避出街，卻又讓客

人對自己的服務滿意的手段，成為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偏向

關係均衡趨勢了）的手段；真醉而不承認醉之際，是在進行「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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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的比試，喝酒便是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

飛飛說：「如果是和兄弟們喝酒，就能夠非常放的開，聊

天，亂扯，說什麼人家也不會怪你；但是和客人就不同了，如果

說錯了，開錯了玩笑，就會惹麻煩，所以得非常小心。」比如有

一次飛飛酒後就說漏嘴了，說某個客人「你身材好結實呀」，還

有一次說一位女客人：「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

幸有其他公關及時從中周旋，否則惹惱了客人便很麻煩。

在夜場陪客人喝酒的時候男公關們說話仍然很「文明」，而

性產業同伴聚會喝酒時則粗話連篇。道理很簡單，夜場陪客人喝

酒是讓客人高興、開心的一部分，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當然說話要小心；而男人們自己聚會的時候，既然喝酒成了剛性

／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當然可以說一些同樣是體現「陽剛

之氣」的粗話了。

我請資訊提供者吃飯、喝酒的時候，多次提過他們可以帶女

孩子一起來，但他們極少帶。阿京便說過：「喜歡和哥們兒一起

出來玩，聊天、喝酒，這時不帶女孩子。」喝酒是男人間集體實

踐男性氣質的手段，女人的在場會加入與之不符合的其他符號，

所以是要迴避的。

另外一個可以說明喝酒對於我的資訊提供者具有不同意義的

事例是，我在進入夜場初期請資訊提供者吃午餐，通常是一對一

的。幾乎所有資訊提供者在這個場合都拒絕喝酒，他們會說：

「喝的太多了，不喝了。」我單獨請某個資訊提供者進午餐的情

境，既不屬於夜場中的性產業從業情景，又因為人數不夠多所以

也不屬於性產業同伴情景，再加上與我尚不熟悉，所以喝酒既不

能成為申哥所講的目的，也不能成為手段，保護健康的意識和理

由這時便浮了出來。

只有一次例外，我和申哥，加上阿起一起吃飯。阿起來晚

了，坐定之後便先自己叫了兩瓶啤酒喝。當時申哥的反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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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行，這時還喝酒！」可見，阿起此時的喝酒有違兩種我的

資訊提供者習慣與認可的喝酒情境，和兩種符號均衝突了，所以

申哥才出此言。

到了我的社區考察後期，資訊提供者與我熟了，幾個人一起

出去吃飯的時候，便會喝酒了。我發現，至少要到四人，那種同

齡夥伴情境的氣氛才可以出來。這一方面可以解釋為男性氣質需

要集體實踐，另一方面也因為我自己是一直不喝酒的，其他人至

少有三個人一起喝酒才能夠成為「眾」，才能夠有集體實踐剛性

／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氣氛」。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是：同樣是喝酒，在有的情境中是實踐

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在另外的情境中就可能是實踐

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了。

12.3毒品

FH夜總會普遍存在吸毒的現象，主要的毒品是搖頭丸和K

粉，偶爾也有大麻和冰毒。我的資訊提供者都說：吸毒之後很長

一段時間不能發生性關係，但藥勁兒過後會表現出超強的性能

力。

康奈爾曾對吸毒者進行過研究，認為吸毒是支配性男性氣質

的表現形式（康奈爾，2003: 127-163）。本研究對吸毒行為仍然

分不同的情境、符號進行分別的分析，從而試圖證明：吸毒行為

在不同情境／符號中，分別表現為不同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1.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

我的資訊提供者並非只是和客人在一起時才服用毒品，許多

時候「為了自己高興」也會吸毒。揚揚描述自己第一次吃搖頭丸

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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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發了工資，同伴們自己玩，每人吃半片（搖頭

丸）。我也想試試，結果搖了三天，上廁所都摔跤。從

床上站起來就搖，不停地搖。可找不到女人，又特別想

做愛，同屋的同伴和女朋友幹，我就背對著他們，聽著

他們的聲音自己打飛機。

大家「自己玩」的時候，也會吸K粉。揚揚對K粉沒反應，

吸了也不興奮，但他還是會吸，他說：「別人都吸，你不吸，就

是不給別人面子，大家會看不起你，覺得你不是一夥人。」

可見，集體實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吸毒揚揚將自己

納入到群體當中，和群體成員一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

質。

我在FH夜總會考察期間，一天，在眾人的起哄下（這便是

群體壓力），夜場的「老大」（總經理）也吸了一小條K粉，他四

十多歲了，吸後全身發抖，被大家扶到別的房間坐下來慢慢消勁

兒去了。

事後一位資訊提供者對我說，如果那種情境下那位老總不

吸，他管理者的權威就會受到挑戰。吸了，雖然有那樣危險的後

果，大家反而會更尊重和服從他。這正是面對男性氣質的集體實

踐時的壓力。老總如此，普通的男公關也是一樣。阿起便曾說：

如果不吸「人家會覺得你膽子小，沒見識，是鄉下人。」「膽子

小」，就是不夠剛性／支配趨勢。我自己兩個月的社區考察中，

一直拒絕菸酒和毒品，雖然有技巧的表述獲得了資訊提供者的認

可，但我仍然能夠感覺到，自己和他們並未完全融為一體。

對於吸毒之後的感覺，阿紹說：

感覺自己就像上帝一樣，感覺自己有很多錢，自己

很開心，什麼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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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上搖頭跳著，看到下面所有人都在向你招手，

對你笑。其實那些人是在看你的笑話，但當時你覺得他

們都非常崇拜你⋯⋯

那時自己就像傻子一樣，猛跳，不停地跳，一會兒

高興，一會兒又難受得要死；全身興奮，像射精時的感

覺一樣，幾個小時的感覺都像是射精時的感覺⋯⋯

阿紹這樣描述吸大麻後的效果：「大麻比搖頭丸厲害，幻覺

更多，覺得自己最有錢，最有身分、地位。也是在不停地搖，像

在太空裏一樣。它太厲害了，可能會上癮⋯⋯」

這種很有錢的幻覺、被崇拜的幻覺，正是剛性／支配趨勢男

性氣質實踐所需要的。

2.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

許多資訊提供者都說到，第一次接觸毒品是女客人給的。阿

紹便是在陪女客人時，客人拿出兩袋K粉，各吸一袋，因為阿紹

身體非常好所以沒有反應，女客人又讓他吃了一粒搖頭丸。阿紹

這樣說當時的情況：「前半個小時沒有反應，半小時之後開始上

頭，手癢，上下牙打顫，不搖不舒服，一直搖到第二天上午九點

才走。」隨後便是瘋狂的做愛：「那天連著做了兩次，每次都做

四、五個小時。不吃不喝，就在床上做愛。她說：我累死了。我

說：我不累，一點不累。一直斷斷續續地做到隔天中午，才睡

覺⋯⋯」

但阿紹也清楚地意識到「吃藥」是傷身體的：「不吃藥好，

吃了，著急卻射不出來，傷身體。⋯⋯如果身體不好，吃了藥就

會損壞身體。」

阿紹身體很好，但許多時候也不想吃，而是客人要求吃。有

時他便假裝吃了，也能做五、六次。客人肯定會發現他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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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紹說：「沒關係，她要的是爽，做爽了她是一樣的。」阿紹說：

「如果一次時間短，可以多來幾次，第一次做三十分鐘，第二次

可能就會做四十分鐘，第三次做的更長。我身體好，連著做七、

八次不成問題。」

我們看到，阿紹對毒品是有戒心的，所以他會努力逃避客人

的要求，通過假裝吃了，然後加油「幹活兒」，讓客人滿意。這

只是偶爾為之，對於熟客人，對於特別想留住的客人，阿紹就不

敢這樣做了。

可見，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公關吃毒品符合女客人的利

益，會給她們帶來更強烈的性愛享受，卻損害著男公關的身體。

阿紹的被迫吸毒是對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之所以歸

為剛性趨勢，是因為吸毒行為本身是一種「勇敢」的表現。

飛飛也談到了搖頭丸。他說：「如果客人要求，通常就要

吃。有時客人也直接搞到酒裏⋯⋯」被直接搞到酒裏的時候，男

公關則處於被「騙食毒品」的位置了。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除了被客人要求不得已吃毒品外，也

有的時候男公關為了使自己能夠更好地實踐這一情境中「顧客是

上帝」的符號的要求，而「自願」吸毒的。

小毛說自己不適應夜場裏那種打情罵俏的情境，但「吃了

藥，也可以」。小毛說：「如果吃了搖頭丸，就能起到這樣的效

果。他們都喝，我也就跟著喝了。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客

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不然就會很不好意思。⋯⋯喝這

些，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然後就打情罵俏。」

小毛舉例說：「比如包房裏，客人會摸你，還會要求跳脫衣

舞。有時還會一個女人找幾個男人，或幾個女人找一個男人。除

了一對一的關係，我都覺得難以接受。喝了藥，就好一些。」

阿京也曾說：如果和某個客人沒有感情，而客人又太老，他

會「做不了」，「但那個客人不能不接，就得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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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與阿京陳述的相同點在於：當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從屬

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變得困難的時候，吸毒可以幫助他們去實踐

這種男性氣質。兩人也有不同點，這便是：在深圳夜場中專職作

男公關的阿京已經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他只是需要吸毒

來幫助他對完全沒有慾望的女客人實施性行為，而在北京主要於

非夜場作兼職男公關的小毛則在通過吸毒幫助自己適應和接受性

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阿京的心理接受了從

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但某些時候他的身體還在做著抗拒，我

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身體實踐。

我們看到的是，許多男公關都在兩種情境中吸毒，一是在性

產業從業情境中按著客人的要求吸毒，一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

自願地吸毒。同樣的毒品，與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分別促進

著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12.4身體改造

我們這裏談論的身體改造，指的是以人為的手段，有目的地

對身體的皮膚表面或器官進行的加工。與前面分析過的菸酒、毒

品一樣，我們會看到，在不同的情境中這種加工實踐著不同的男

性氣質。

曾經有過黑社會背景的小邸，在「和朋友們一起混的時候，

大家身上都紋了東西」。小邸在前胸紋了一頭虎。紋身後的感

覺，小邸說：「感覺很威風，出去的時候，光著膀子，露著紋

身，坐公車時把別人拉起來自己坐下，都沒有人敢說什麼。」

我們看到，在那樣一個黑社會的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

的符號鼓勵紋身。紋身一方面是群體成員內部群體認同的一種手

段，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集體實踐；另一方面，紋

身也是向群體外部炫耀、彰顯著自己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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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工具。

小邸紋身後回到家中，父親看到後大怒，並且拿出一把菜刀

往面板上一剁說：「你是要這條胳膊還是要這個（指紋身）」，小

邸當時的反應是：「想剁就剁，不會去掉！」對於父命的這種違

抗，直接挑戰了父子關係中父親更具優勢的位置，小邸此時在家

庭情境中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但是，當小邸與一個年長他九歲，每次約會時都給他「打車

錢」的富有女人約會後，他在這個女人的要求下順從地洗掉了紋

身。女人對小邸身上的紋虎非常反感，說：「快弄掉！你讓我怎

麼敢睜眼看？！」就是在和這個女人的第一次性愛之後，在女人

的「硬拖」和陪伴下，他去用鐳射洗掉紋身。「是她拿的錢」。

小邸說。

聽從女人的命令洗掉紋身的行為，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

氣質的實踐。此時雖然沒有進入性產業，但在與女人私人間的經

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三重關係中更少決定權的小邸，已

經懂得要聽「富有的女人」的話了。這與他後來在夜場中接受的

「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已經如出一轍了。

洗掉紋身的小邸，面對黑社會群體中的哥們兒們，自然不敢

將一個「準性產業」中的符號帶進來，因為兩種情境中的符號衝

突太大。小邸只是解釋說：「我老爹非讓我洗掉的，沒辦法。」

這一次，小邸利用了他原本並不在意的父子關係中父親具有優勢

的符號，貼上一枚「孝順」的標籤，而父子關係中的這一符號與

黑社會同齡夥伴情境的符號並不存在那樣大的衝突，對父親的

「聽話」符合家庭情境中本應該具有的「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

號，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進入公關行業後，小邸又積極主動地陸續進行了一系列身體

改造：去日本做過陰莖增長增粗的手術；服用了激素，在短時間

內把肌肉催起來；在前胸植入了很多粗毛，使得胸部毛髮甚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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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的陰莖完全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定義，隆起的肌肉與粗毛

同樣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符號。小邸利用並強化了這些符號。

對於小邸的身體改造，申哥說：「許多女人喜歡這種風格。

坐台時，女人隔著衣服一摸，就會摸到胳膊上的肌肉，找他的慾

望就大了。」申哥這樣評價小邸：「他是下了功夫的！」

可見，進入性產業的小邸延續著他作為黑社會一份子時支配

性男性氣質的實踐：粗獷、勇武，並且可以進行身體改造。不同

之處在於，黑社會鼓勵紋身的符號是「陽剛之氣」，而性產業從

業情境符號對身體改造的接受體現在對「賺更多錢」的追求上。

申哥那句「他是下了功夫的」，便是從賺錢角度、討客人開心角

度的評價。小邸此次身體改造的目的，在於能夠被客人喜歡，能

夠多賺錢。小邸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自稱每次出街的起價是

4000元，而其他男公關起價多為1000元。在討好顧客這一點上，

小邸雖然使身體變得「陽剛」了，但他也只是在實踐剛性／從屬

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邸的身體改造，在他面對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時，具有另

外的意義。

需要補充的是，與小邸自己將老家的紋身經歷告訴我不同，

他作男公關後的身體改造情況全都是我從別的資訊提供者（主要

是申哥）那裏聽來的，他自己對此閉口不談，大家在他面前也都

不談這個。

談到剛進入夜場作公關時的感覺，小邸曾說：「剛開始的時

候很緊張，自己身高不到一米七五，看到別人都很高很帥的，打

扮入時，自己挺緊張，擔心沒有客源。」確曾有資訊提供者滿臉

鄙夷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那長相，不把雞巴弄大了，誰要

呀！」可見，小邸要想在性產業中生存下來，出人頭地，必須有

自己的「絕招兒」。這無疑是他進行身體改造的重要原因。

對身體進行改造，在女客人那裏（性產業從業情境）總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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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則增加

了競爭力，體現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但是加工過

的身體畢竟是「假的」，「假」的東西如果說破了就不「陽剛」

了，也沒辦法進行男性氣質的競爭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

黑社會階段中的紋身可以使小邸得意地用來炫耀自己剛性／支配

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陰莖增長手術及植毛、隆肌等的身體改

造卻不願意公開談論。因為前者是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加

工，而後者則是「做假」；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便意味著承認

「我不像你們那樣有真的，我不如你們」，將無法實踐剛性／支

配屬性的男性氣質。眾人都深知這一點，雖然會在背後議論小

邸，卻迴避在他面前觸他的痛處。

另一位做過身體改造的資訊提供者是阿莊。阿莊和小邸的不

同在於，小邸是主動進行身體改造的，阿莊是被老闆強行送到泰

國進行了陰莖增大增粗手術，這給他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痛苦，雖

然身體的改變使他在此後幾年賺了六百萬人民幣。

用阿莊自己的話說，是「我吃了更多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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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

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的。我

身材好，幽默，長得好，客戶回頭率高。

一切都是爹的安排的，到泰國旅遊，順便做了手

術。我不清楚花了多少錢。

我也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一夜之間，變大了3

倍多，不像是人的。好像是加進了什麼動物的陽具。勃

起時有嬰兒的手臂粗細，很多時候不用勃起就完成工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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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老闆選中」的，而「我們制度很嚴的，我們老闆是

混黑社會的」，「我完全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這種被迫，

是老闆和阿莊之間的權力關係決定的，在老闆這裏，阿莊實踐的

只能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對於手術對生活的影響，阿莊說：「沒什麼事情，無非就是

我不再是個正常人了。⋯⋯你不覺得有那麼大一個傢伙很麻煩

嗎？你想想游泳時就知道了。」

手術之後，阿莊說自己的報酬有「很大的提高」，坐台的費

用便是2000元，而通常是500元。阿莊說：「我們這樣的畢竟是鳳

毛麟角。」

客人對阿莊手術後器官的反應，阿莊說：「當然是吃驚了。

你想啊，那麼大！」至於吃驚之後，阿莊說「自然是享受了。」

「很多女人好像都很喜歡大的，她們見到我的東西的時候總是很

吃驚地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或者，『太誇張了！』『世界

上還有這麼大的！』或者『中國人的也能這麼大！』等等。當然

有少數的人不願意接受。喜歡接受的人在事後總是很滿意的，因

為我的做愛技術很好，我很懂得調情。」

阿莊又說：

她們通常會覺得很好，因為和陰莖較大的人做愛，

就好像男人們的處女情節一樣，是會讓女人們很難忘

的。中國男人的寶貝通常沒有很大的，不像西歐國家的

那些人那麼大。

她們覺得好，一般會表現在體態舉止上，通常都是

一晚上做很多次，說一些比如「你真不錯」、「你是我

見過最棒的」等等一些話，還有就是小費給的很多。

我們看到，阿莊改造後的陰莖成為他受女人關注與歡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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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通過大陰莖討客人歡心、促進客人購買慾的過程中，阿莊

實踐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阿莊和我談話的時候，強調了大多數人是喜歡他的大陰莖

的，而且事後滿意，但對滿意的原因解釋為自己「技術很好」，

而不是因為陰莖大。這其實是將我作為一個性產業同伴來進行談

話，當他強調大多數人喜歡時，是在說自己的大陰莖並不太惹人

討厭；當強調滿意是因為「技術好」時，是說自己並非靠加工後

的大陰莖來生存。「技術好」才是非常符合支配趨勢男性氣質

的，而加工過的陰莖再大也會因為「假」而貶值。可見，雖然因

為自己做這手術是被迫的，增加了阿莊與我坦誠地談這件事的可

能性，但也只有通過一定的迴避，才不使自己因為陰莖「假」而

被貶損，在性產業同伴間實踐剛柔相濟的／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

氣質。

和阿莊熟了之後，他也談到女客人看到他的大陰莖後的反

應：

但我準備進入她們身體的時候或者說是剛剛進入的

時候，她們通常會很害怕。有些女人顯得很恐懼，或者

是厭惡，有的甚至不做就走了。我曾經遇到過的最特殊

的例子就是，當我脫下褲子的時候，我的陰莖處於半勃

起狀態，那個女的看了一眼，覺得很吃驚，然後什麼都

沒有說就走了，因為她當時眼睛都瞪圓了，也許她之前

不會想像到有這麼大。

有一個客人曾經見到後問我是不是做過手術，我想

她可能瞭解一些這其中的事情，當然，我沒有承認。

阿莊當然不能對客人承認自己做過手術，不僅是因為「假」

的就沒有市場價值了，而且因為「假」的就不符合「顧客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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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符號了，因為你欺騙了顧客。但我們也從那些吃驚和拒絕

接受阿莊的女客人的反應中看出：大陰莖並不總是受歡迎的，女

人並不都是喜歡粗大的陰莖的。大也要有限度，超過一定的限

度，彷彿就不是陰莖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性角色理論關於

男人性器官越大越「陽剛」、越是標準男人的定義是過於簡單

的。

同樣是身體改造，在不同的情境中、符號下，包括面對不同

的互動對象時，所實踐出的男性氣質便是這樣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