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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找「性的身體」：問題意識與背景

 （一）注意「身體」

本文探討的首先是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基本概念：身體。研究最

初的問題意識來源於歐美社會科學界有關「身體」(body)1的研究。

「身體」的淵源在於哲學上的認識論探討。幾乎所有的有關「身

體」的綜述都會提到笛卡爾、柏拉圖式的身心二元論。因為在這種身－

心的二元分割下，身體是相對於靈魂而存在的肉體，是下等的，是被壓

抑的，乃至是被遺忘的。身體作為意識、知識的對立面在西方哲學史上

存在了很長時間，直至尼采、德勒茲等對於「身體」的重新肯定（汪民

安，2003）。「有三個偉大的傳統將身體拖出了意識哲學的深淵」，一個

是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一個是塗爾幹、莫斯、布迪厄這一人類學

傳統的社會實踐性身體，一個就是尼采、福柯的歷史、政治身體觀（汪

民安，2003:21）。這些研究大多是圍繞「身－心」、「主觀－客觀」、「個

體－社會」等基本問題而展現出來的不同的研究流派（Lock，1987）。這

* 本文根據黃盈盈的博士論文的部份內容修改而成，全文參考《身體、性、性感：中國城
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同時，非常感謝「兩岸三
地性／別政治新局勢」研討會上參會者對於作者發言的提問與建議。

1 英文中有關「body」的研究在一些譯著中被翻譯成「身體」，本文也不想創造出另一
個詞來翻譯「body」。但是，需要強調的是，「body」這個概念與中文的「身體」概念
不是完全重合的。翻譯行為必然要介入某種語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劉禾，
2002：4）。本文主要是通過情境與語境來區分英文的「body」與中國的「身體」。在這
種意義上講，body也可以說是西方語境下的「身體」。而本文著重要研究的是相對於
西方理論背景中的「身體」，中國的日常情境與語境中的「身體」是什麼，中國現代的
女性對於「身體」的主體構建是什麼。因為語境的不同，這裡兩個「身體」的內涵已經
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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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或者是在批判笛卡爾的身心二元對立的過程中重新確立身體的

地位；或者強調個體的身體體驗、身體感受（Merleau-ponty, 1962）；或

者強調身體的社會性與象徵體系（Mauss, 1973；Douglas, 1970；Turner, 

1980；Strathern, 1996）；或者強調對身－心、主觀－客觀、自然－文化諸

多二元對立的超越（Lock, 1987；Lock & Farquhar, 2007）。隱含於這些

研究流派背後的理論思潮分別有：唯心哲學、現象學、象徵與結構主

義、建構主義、後現代思潮等等。這諸多身體研究的不同流派至今並存

於西方學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構成了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產生的理論背

景。

更加概括一點，如果對歐美的身體研究做一個粗線條的梳理，那麼

至少存在四種身體：個體的身體（現象學思潮）、社會的身體（象徵和

結構主義思潮）、政治的身體（後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潮）以及一種

逾越了規矩和諸多二元對立的、強調日常生活的身體（比如馮珠娣和洛

克等人的思想）。

那麼，在中國有沒有「身體」？中國社會中的「身體」是什麼？馮珠

娣（Judith Farquhar）曾提到：中國是沒有「身體」的，「在中國不可以像

笛卡爾那樣把身體看作與精神完全分開的那種純粹的身體。這樣的思

想來源於對中醫的研究與理解，身體是動態的結果，是氣化的結果」，

「在中國是缺少『柏拉圖』式的哲學傳統背景的。中國面臨的問題是，

西方哲學背景下的問題放到中國環境下是個什麼樣的問題？」（馮珠

娣、汪民安，2004）但遺憾的是，這些話並沒有引起更多的討論。

在本文的理解中，中國不是沒有身體，中國也不是沒有與身體有關

的哲學思想。但是正如馮所說，中國語境與西方語境是不一樣的，中國

語境中的身體與西方語境中的身體概念也是不一樣的。中國不但存在

有關身體的哲學傳統背景，也存在對於這些哲學思想中蘊含的身體觀

的人文研究（周與沉，2005；黃俊傑，2002），但沒有像西方哲學界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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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界分析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那樣，把「身體」作為一個問題

擺出來，也沒有形成一定的研究框架和文本供我們去探討和批判。對

於日常生活中的身體觀的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探討則更是少見，「身體」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是缺席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缺席在場」（absent 

presentation）（Shilling, 1993，轉引自李康，2001：35）。散見於中國哲學

史中的身體思想構成了怎樣的一個理論語境？在現時日常生活中，人們

所理解的身體是個什麼概念？中國傳統語境中的身體觀以及西方語境

中的身體觀有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有差異？這兩者又是如何介入了中國

現時情境中的民間身體觀的構建？

可以說，在「身體」的媒體話語充斥人們的生活的同時，在中國的社

會科學界，具體的「身體」依舊是缺席的，更沒有形成身體研究的學術

語境。

（二）關注「性感」：身體與性關係的具體表達

「身體」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是「缺席在場」的，「性的身體」在中

國的社會科學界更是「缺席在場的」。

本研究以「性感」為一個切入點，試圖去尋找日常生活中女性「性

的身體」，探討「身體」與「性」之間的關係。選擇「性感」來作為理解

身體與性的關係的切入點，原因有二：

第一，性感通常被作為英文「sexy」的中文翻譯而出現，從各種媒

體語言來看，它通常用於形容一個人（或者事物）的身體的某種性化狀

態2。因此，性感與身體、性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而且「應該」是「身

體」與「性」的一種關係表達。

第二，「性感」這個詞在中國的歷史很短，開始流行於80-90年代，

並在最近幾年風靡各種媒體。不過，儘管現在的媒體到處在言說「性

2 江曉原的《性感：一種文化的解釋》（2003）把性感定義為：欲望的表達，而且這種欲
望就是我想吸引你。但是該書通篇討論的基本上是與「性」有關的各種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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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從人的性感到車的性感等等，但是性感真如媒體所言說的在中國

「爆發」了嗎？「性感」這個詞尚未引起多少嚴肅的討論，也沒有形成一

個社會定義比較強的共識。這就給我們留有想像與發揮的餘地。這種

餘地有利於我們探討女性作為主體對於性與身體關係的靈活的理解。

當然，至於這種理解是多元的，還是趨同的，以及這種多元或者趨同背

後的意義是什麼，則是我們需要分析的內容。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的主體是20世紀70年代出生、目前在北京工作／學習的工

薪階層女性。研究主體的選擇除了考慮年齡因素以外，還主要考慮職業

和婚姻狀況兩個因素。具體包括了四類職業：研究、專業人員類（各級

教師、研究者、醫務人員等）；媒體類（記者、編輯、策劃等）；公司和事

業單位職員（各類公司工作人員或經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員）；其他

（自由工作者，如自由作家、學生等）。每類各選擇8-10例個案進行1-2

次深入訪談。婚姻狀況主要分未婚（從未結婚）且沒有伴侶、未婚有男

朋友／性伴侶、在婚、離婚喪偶等四種情況。遺憾地是，我們在設計之

初雖然考慮到社會性別的多樣性，但是並沒有把女性的性認同也作為

一個分層因素有意識地選擇多元性認同的女性，從訪談的結果來看，

這38位女性至少在目前都自我認同為異性戀女性。

我們（本文第一作者和其他4位女性朋友）3一共訪談了38位女性，

她們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主體生活於其中的具體情境。本文所

出現的「中國城市年輕女性」指的也是具有這些社會文化特徵的女性，

討論的是這部份女性對於身體的理解4。

3 除了本文第一作者黃盈盈之外，另外四位參與訪談工作的人（蔣宜辰、馬冬鈴、董研
和王潔）也都是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女性。

4 選擇70年代出生的工薪階層女性原因在於：首先，這些女性現在（研究期間）的年齡
在25-34歲，通常被認為恰恰處於對於自己的身體形象比較關注的時期，而且這些通
常被稱為「白領」的女性也通常被認為在性方面比較西化、時尚、開放。其次，70年代
出生的人經常稱自己為承上啟下的一代，既接觸了七、八十年代的那種「傳統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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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採取定性深度訪談的方法來收集資料，輔助以日常觀

察和體驗。在訪談策略上，具體做法是在一定訪談提綱的指導下，儘量

多採用討論式、較開放式的提問。

本研究在徵得對方同意後採取錄音的方式來記錄訪談，研究結果

也是基於錄音的原始文本進行分析。主要採取兩種方式來整理所得的

訪談材料：個案式整理（把訪談材料按照每例個案來整理）和主題性整

理（把材料按照各個主題來整理）。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採取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

方法來處理資料分析與理論之間的關係。力求把具體的訪談資料視為

制定新思想的原材料，把開始的理論資本作為靈活的和適應意外情況

的簡單工具來使用（考夫曼，2001：7）。在這種理論視角下，注重在日常

生活實踐中來理解女性的身體觀，注重女性作為主體的聲音和感受。

三、性感＝性＋感？——社會語義學的探討

性感是一個流動的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這個詞的內涵和感情色

彩是不一樣的；女性對於性感的理解在某些語境中呈現出性化的特點，

而在另一些語境中則趨於非性化。

（一）性感與性吸引力

先來比較一下女性對於性感與性吸引力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異同的

理解。簡而言之，在大部份女性看來，性感與性吸引力之間至少存在著

某些聯繫（有的人認為這兩個詞意思差不多）。她們對於兩者關係的解

的思想，也熟悉90年代以來的「開放」氛圍；而且我自己恰好是這代人的一個，比較
容易理解、體驗這代人的想法與行為。第三，能力與經費的限制，加上整個身體研究
在中國社科界的缺失地位，使得我無法比較與透視中國各個年齡段、各個階層的女
性，乃至同一個階層裡面的各種類型的女性，只能選擇一斑以窺之。也就是說，在全
面與具體之間，我選擇了後者。希望以後的研究能夠在「具體」、「細緻」的前提下，
探求更多樣的女性的身體與性感，比較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性認同的女性的身
體多樣性。本書的訪談對象與被訪者的關係較多的是「朋友的朋友」類型，兩者之間
的關係不是特別親密，但有一定的信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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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也比較一致，通常是：「性感了之後，可以更好地吸引異性，就是性吸

引力」（D1）。與之相比，女性對於性感與性吸引力之間的差異性的理解

則比較多元化。

首先，這種差異體現在詞的感情色彩上。

性吸引力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中性的、較為學術化的、略含貶義的

詞；性感則是比較口語化的、偏於褒義的詞。比如：

「性感就是在他人的直觀看來，比較有魅力，讓人愉悅。當然這

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她的身體和她的一些穿著。我覺得，性吸引

力是一個中性的詞語。有點學術化的感覺。和性感不一樣。性感

可能是一個偏於褒義的詞。性吸引力這個詞，我沒用過，說不上

它是什麼意思，就是一個中性的感覺吧。」 D3-1-p5

不少女性認為性感給人的感覺更好一些，更美一些，更常用一些；

反之，性吸引力則敏感度比較高、比較學術化。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由

於這兩個詞與「性」之間的關係不同：性吸引力更加直接地與性聯繫在

一起，從而顯得有點「低」、「膚淺」；而性感則沒有那麼赤裸裸，而且蘊

含著性以外的很多「美好」的東西。比如：

「性感是一形容詞，而且我覺得是一褒義詞。性吸引力是名詞，

你可以說這人性感，而且跟性吸引力沒什麼關係。性吸引力只讓

人感覺是性方面的東西。性感可能有魅力和氣質在裡面吧，但是

性吸引力就是洋很膚淺的東西，很表面化的一個東西。（就是很

肉？－訪談者）對。」M2-1-p6

也有的人覺得性吸引力是一種生理本能；但是性感卻是比較成熟

以後才會有的，是比較社會化的（W5）。W5與M2一樣，認為性感包含了

後天的魅力與氣質。不管是褒義與中性、美與低俗、深刻（包含魅力與

氣質）與膚淺，這些評價都與這兩個詞帶給人的感情色彩有關。這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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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彩可以簡化為：性感是個好詞，而性吸引力頂多只能算是個略偏不

好的中性詞。

其次，性感與性吸引力的差異還體現為表達主體的不同。

性感更傾向於是基於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的自身特點；性吸引力

則是兩個人之間的吸引，是相對於異性而言的（J2），「我覺得在這種關

係中更主要的是男性對女性的感覺」（J3），在於一種誘惑力（W3）。相

應的，如何才能讓人感覺到性感與如何才能讓人感覺到性吸引力的條

件也是不一樣的。性感基本上是一種視覺效應，因此，一個人是否性感

跟這個人的外在表徵是有關係的，尤其是與身體特徵相聯繫。性吸引

力則通常是指性方面的吸引力，其範圍比性感要狹窄，但是要求要多，

即性吸引力除了身體視覺方面的要求，還需要有其他情感類的因素。

比如在D4看來，只有喜歡（至少不討厭）的人才有可能給人性吸引力的

感覺。她說：「性吸引力不光是看到的，不性感的人，比如說胸部不大，

可能也會有性吸引力。我覺得吸引力和你是不是喜歡這個人有關。」因

此，「覺得性感一點的人，應該更容易具有性吸引力。但是不一定所有性

感的人，都有性吸引力」。另外，W9也認為「性感是性吸引力的物質基

礎」 。

對於性感與性吸引力的關係，J2更加具體地解釋到：「有的人是冷

豔的性感，有的人是很熱情的性感。冷豔的性感會缺乏性吸引力。冷，

男的很難接近。另一種（性感）有熱烈的紅唇、懾人的眼神，我覺得那

種性感才是很吸引人的，能讓男的有生理的反應。」

第三，性感與性吸引力所引起的效應是不一樣的5。

性感能引來別人的關注與欣賞，頂多是能引起別人想跟你進一步

交往；但是性吸引力則不僅僅是引起別人的注意以及渴望進一步交往，

5 在訪談中，我們討論了（性感和性吸引力可能帶來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效應：能引起別
人對你的好感；能引起別人想進一步跟你交往；能引起別人的性欲，並進而想與你發
生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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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還可能引起異性（尤其是男性對女性）在性方面的欲望。當然，性吸

引力也還沒有深入到吸引別人想與之發生性關係的程度。但是，就兩者

與「性」的關係而言，性吸引力與性之間的親密程度肯定比性感要深。

儘管我們把性感與性吸引力的差異做了上述的歸類，但是還是要

強調，女性對於這種差異的理解相當多元。這種多元不僅體現在差異

的不同側面，還在於有的時候女性對於同一個側面會持截然相反的

理解。比如，有的女性強調性吸引力的生理特徵，有的則強調其情感特

徵，還有的認為：男性看女性這種關係指向的性吸引力更加強調生理的

特徵，而女性看男性這種關係指向的性吸引力則強調情感的特徵。

（二）性感與風騷

在比較性感與風騷的異同時，只有少數女性提及兩者之間的聯繫。

比如J1提到：性感首先要健康，也帶點風騷的意思；D8提到：兩個詞有

可能很接近，或者說這兩個概念有比較大的交集。但是更多的人（包括

J1和D8後來的分析）關注的是兩者之間的差異，而且態度鮮明。

性感與性吸引力之間的差異呈現為多元化。與此相比較，性感與風

騷之間的差異則是比較集中。風騷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貶義詞，是用眼

神、體態與動作故意去招人、賣弄，偏重個體的主動的行為表現，通常

與這個人的品行不端聯繫在一起，給人的感覺不太舒服。性感則基本上

是個褒義詞，比較自然、健康、有女人味，是一種外觀而不是行為，是身

體自身體現出來的，給人的感覺比較美好。

性感與風騷的褒貶色彩表現得非常突出，有的女性提到：性感是人

體的表現，但是風騷則是人格的表現（W9）。不少女性還用妓女招徠客

人、狐狸精、紅顏禍水等例子來說明風騷的賣弄性與貶義色彩。W8給

風騷下的定義是：風騷就是在不適合的場合，作了一個自己認為性感的

事情，但是給人的感覺很不舒服。M9則結合歷史，從性感與風騷的來

源來分析這兩個詞的詞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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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騷要貶義一些。在歷史上中國的過去是把它當利器來形容女

人，但是現在，這種女人慢慢有點吃香的感覺。我認為到目前為

止，還是大體上沒有改變它在整體上是一個貶義詞。性感嘛，是

外國引進到中國，是從高勢的地方來到了低勢的地方，中國人對他

們是仰視的。他們好的、不好的東西我們篩過了，把他們在我們

腦子裡篩完了，才進來的。所以把它作為多數人追求的標準啊，一

種理想，一種好的感覺。然後呢，風騷是中國一直延續下來的詞，

總覺得太淺薄了一點，因為認為風騷的人做的姿態是淺薄的。中國

也有那種類似的詞，像有的詞，我一時想不起來，形容很媚的、

很有味道、很吸引人，――肯定是正面的詞，中國人也欣賞那樣

的。風騷這個詞一直是有貶義的。」  W9-1-19

 在W9的印象中，性感是國外引進的、經過中國人篩選的、現在被

推崇的一個詞，但是風騷自古以來被用作利器來負面地形容女性。因

此，在這些女性的理解中，風騷從來就是被當作一個貶義詞來使用。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本書考察的是女性自己對這些詞的理解，而不

是從所謂客觀考證的角度來看這些詞；或者說，我們這裡考察的是風

騷的社會學意義，而不是詞源學意義。這兩種意義上的「風騷」是不一

樣的，比如從《辭海》看，風騷原來也只是指「姿容俏麗」，比如《紅樓

夢》第三回的「身量苗條，體格風騷」，只是後來才慢慢含有舉止輕佻之

意（《辭海》，1999，p5404）。但是，我們的訪談者對風騷的貶義色彩賦

予了永恆性。

 除了大家比較一致的理解之外，有的女性還提到風騷與年齡、經

歷的關係：

「有的女人就挺風騷的。女同志看女同志就能看出是否風騷。風

騷的人眼裡有東西。比如說純情少女，你看她眼裡什麼都沒有，

感覺很透澈。風騷指那些年齡偏大，有一些經歷的人，（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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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風騷得起來，有風騷的韻味。風騷不適用於任何女性。」  

D6-1-p8

D6並沒有像很多女性一樣從強烈的褒貶角度來談性感與風騷。在

她的表述裡，風騷是一種韻味，一種與女性年齡、經歷聯繫在一起的韻

味，「風騷人的眼裡有東西」（D6）。在提到兩者之間的差異時，D6也認

為性感是身體自身的一種表現，但是風騷則是主體的一種主動表達。

在把性感置於與風騷作比較的語境中的時候，女性除了強調詞性

褒貶、被動－主動之外，還強調性感的先賦性與靜態的特點。比如J2和

D7都提到性感的先賦性：

「性感是本身就這樣，是天生的。風騷和個人的生活作風有關，

好像有點品行不端的意思在裡面吧。」（D7）

J3和W9則都強調性感的靜態與風騷的動態：

「我覺得風騷是一個女的用神態語言表現出來的，如果就她本身

客觀地來說，自身身體是什麼樣子的，比如說三圍比較好啦這些

我就會用性感。」  W9-1-9

也就是說，性感是身體的一種靜態的表現，主要是與主體的身體特

徵聯繫在一起；但是風騷則強調語言、神態、動作。

這一點很有意思。我們在前面分析性感與性吸引力的區別時，提到

性感與性吸引力的表達主體是不一樣的：性感是基於自身，但是性吸引

力是基於兩個人。可是在把性感與風騷放在一起比較時，女性所感受到

的，卻更多地是兩者之間靜態與動態的差異。也就是說，性感的含義在

這兩組不同的比較中體現出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這說明，在理解與表

述身體與性的關係的時候，女性傾向於給自我的、靜態的身體賦予更多

的「美」的褒義，卻把更多的「性」的貶義加之於人際的、動作的身體。

反過來也一樣：「美」使得身體內向、安靜，而「性」則使得身體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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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動。

在這種表像的背後，潛含著一種中國女性的傳統：不願意明確地

言及「性」，恰恰是因為在她們的心底深處，「性」是一種基本的判斷標

準。

（三）性感與sexy

與性感有聯繫的另一個重要的詞是英文的sexy。性感是一個最

近一、二十年才出現的新詞，而且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性感是從英文

sexy翻譯過來的。我們暫且不去考究「性感」的詞源，而先來比較一下

女性對於這兩個詞的理解是不是一樣的。

在我們的訪談中，有小部份（1/6）女性認為sexy就是性感，性感就

是sexy的中文版本，就是「身材好、優雅、有氣質」（D1）。也有幾位女

性提到自己不瞭解sexy是什麼意思。

可是，大部份的女性則更加關注性感與sexy之間的差異性。這種差

異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sexy與性之間的聯繫更強。西方人的表達可能更直爽，其表

述更直接地與性有關（J5）；sexy更多的是側重「性」，而不是「感」（J2、

J4、J6、M9）；更多的是和性欲聯繫在一起（W2）；sexy和性吸引力的關

係比較接近（W3、W6）。

其二，sexy比性感的範圍更大。中國人所說的性感比較狹義，就

像很多男性看待女性軀體時的標準，而西方的sexy就可能包含了我們

所說的人的修養、個性和氣質，也包括她的軀體、聲音、辦事的方法等

（J10）；它不僅是用來描述一個人的外表，還包括兩個人的實際交往中

感受到的性感（基於一些實際上的身體接觸）（D3）；可能還要包括風

騷的一些意思（D2）；sexy講的是和性有關的那些東西或者性質，因此

性感只是sexy所表達的其中一種狀態（J1）。

其三，sexy與性感所描述的身體特徵是不一樣的，外國人說的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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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比中國的性感更嚴格。比如，中國人說的性感要保守一點，外國

人說的要暴露一點（穿衣服之類的）（D5）；中國的性感的人比外國的

性感的人的身材稍微差一點（D5），sexy所對應的身體更加勻稱，三圍

更好；總之，中國人長成這樣就可以被別人誇作性感，外國人要比她長

得好，才能被誇作性感（D5）。當然，大部份女性指出sexy與性感的這

種差異主要源於東西方人的審美觀不一樣。

因此，儘管很多人認為性感是個外來詞（像前面提到的M9就認為

性感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但是在大部份女性的主體理解中，性感與西

方的sexy並不是一個概念，性感已經具有了中國的特色。可以說，在譯

介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作為英文對應詞的一個新創造的中文在被運用

了一段時間之後，意義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一種能動地、賦予

了新的意義的變化，而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地順應或者抵抗6。同時，「西

方」這個具有強烈政治話語色彩的概念，作為一個「想像的他者」而真

實地存在於大部份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

（四）性別語境中的「性感」

性別語境中的男性也是一個「想像的他者」（黃盈盈，2004）。這並

不是說這個想像的他者完全是虛構的，而是指女性眼中的男性，是女性

所建構的男性。在本文中，更確切地意思是說：女性認為男性會怎麼理

解性感，女性認為男女在性感理解上的差異是什麼。  

大部份女性非常堅定地認為，男女對於性感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

異。在我看來，這種差異通常體現在性感與性之間的距離上。總體而

言，身體的整體性、風度、氣質、美，是大部份女性賦予性感的內容，而

局部、動物性、肉體、俗，則通常是女性賦予男性所理解的性感的內容。

也就是說，在女性的理解中，女性的性感概念與性的距離要比男性的性

6 後者正如劉禾所言，在批評者對於西方文化的統治地位進行批判的時候，卻常常將統
治者的權力僵化到這樣一種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動作用僅僅被簡化為一種單一
的可能性：抵抗（劉禾，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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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概念遠得多。

具體來講，首先，女性所理解的性感比較含蓄，更多側重美學的、

欣賞的角度；而男性性感則更直接，側重實際的肉體接觸：

「男性的動物性更強。他誇一個女人性感，可能更直接。……所

以，一個女性說人性感，可能只是誇她有風度，有女人味。而我覺

得，男性誇她性感，要離（性關係的）目標更近。」  D1-1-p19

「就是我們都覺得身體是一個性感的身體。我說這話的時候是朝

向一種美的方向。而男的說性感的身體時指的是一種能夠產生生

理刺激的感覺。這是我想的，但我不知道男性是怎麼想的。我說

什麼人性感就是說她比較美。有一些女性看起來不是很性感的身

體，男性會覺得是一種美。那種美實際上能引起他們一些性欲的

東西。」 J3-1-p7 

其次，女性理解的性感側重一種整體的感覺、一種風度、或者曲線

美；而她們眼中的男性則往往是關注女性身體的某些部位，通常是三

圍、女性的第二性徵。

「男的說性感可能要求這個女的女人味要特別足，比如說胸要夠

大，三圍特別好之類，甚至比較風騷。而女的說性感可能有時候

就是指你這個人整體感覺比較好把。」 J1-1-p14

再次，從詞性色彩上來講，很多女性從「好詞」(褒義)的角度來理解

性感，不管是用來評價女性的身體還是男性的身體；而她們認為，男性

所理解的性感則比較「俗」，接近於前面提到的SEXY與風騷：

「我覺得女的理解的性感比較美，男人理解的性感就比較

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這個感覺！」 (那是不是因為覺

得男人理解的性感就是有點想要發生性關係的意思？－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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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W2-1-p6

「男性的理解可能和國外的sexy更接近一些，女性的可能更內斂

一些，女性更多是從外型來說。……而男性說的性感有女性賣弄

風情的感覺，和風騷差不多吧。」 D2-1-p13

當然，女性中間的差異永遠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不是所有的人

都認為男女之間在性感的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比如D5就認為，男

女對於性感的理解差不多。D4雖然認為男女之間在性感的理解上不一

樣，但具體怎麼不一樣，卻說不出來：

「我覺得應該不一樣。但我不知道不一樣在哪。比如說我和我老

公，在其他問題上，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所以我覺得男性和

女性的看法有差異。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怎麼不一樣，男性的看

法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我們好像都是說這個人漂亮不漂

亮，沒有從（性感）這方面說過。」 D4-1-p10

女性認為，男女對於性感的理解存在很大的性別差異，而且這種性

別差異突出地體現在性感與性之間的距離上：女性的性感概念與「性」

離得更遠一些，而男性則是離得更近一些。

（五）性感＝性＋感？

當我們不設定這些比較的語境，而直接地問「那麼性感與性之間

有沒有關係」的時候，有一些女性仍然堅持性感的非性化特徵：

 「不一定吧，性感有時候也是指女性的個性特徵，顯得比較健

康，有時候從行為、舉止言談上彌補一下先天不足，顯得整體感覺

更好。」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正向地來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

 「對，我想這個從中國的造詞上也可以看出來。性感和性，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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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的。性感是以性為目標的，和性相關，帶給你一種性的感

受。類似於美感，帶給人美的感受。當然這個類比也不太合適，但

肯定性感和性是有關的。」  D1-1-p22

 「我認為，如果一個女人性感，她在和男人發生關係的時候，更

能激起男人的欲望。」  D2-1-p18

「我覺得，是不是比較性感的身體，容易引起異性的性衝動。因

為（男性）如果看到乖乖的那種（女性），不會有那方面的欲望。

但是如果看到比較『惹火』的身材，至少會有那方面的想法和欲

望。」  D3-1-p18

也就是說，在訪談者有意把性感與性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性感所

表達的性的特徵就相對要強一點，而且「越性感的身體越能激起男性

的性欲望」。這裡，性感的性化傾向與前面性感的非性化傾向似乎存在

矛盾。但仔細一看則不難發現，在這裡，女性無意中是從男性的角度，

或者說從關係的角度來看性感：「更能激起男人的欲望」（D2）、「容易

引起異性的性衝動」（D3）。

可以說，在把性感置於不同的語言環境中的時候，女性理解性感的

角度是不一樣的，是在男性與女性的視角之間游移。性感在置於女性

自己的目光下的時候，更傾向於美的一面；而相對於男性的目光而存在

的時候，則更傾向於性的一面。如果我們把女性在這裡所表達出來的

對性感的靜態理解與後文要分析的女性主體的性感實踐與感受放在一

起，就能更加明顯得感覺到性感概念的這種流動性。

四、性感＝我想吸引你？——主體實踐層面的剖析

（一）性感體驗：被說性感與說別人性感的情境化感受 

如果對「性感」進行文本分析，得出的結論多半是：性感的客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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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象）主要是女性，而主體(談論者)則多為男性；若讓中國的大部份

女性主義者對其進行話語分析，得出的大一統的結論基本就是「男權

社會」，或「男性中心主義」。但是，我在這裡感興趣的是，一般女性作

為主體在生活中是如何談性感的，且如何談男性的性感？女性作為主

客體的同一又是如何感受性感的？性感是否等同於「欲望的表達」，這

種欲望就是「我想吸引你」 (江曉原，2003) ？

1. 被說「性感」

不少女性從來沒有被別人說過性感，即使有，大多是在朋友之間開

玩笑的時候說，而且是在同性好朋友開玩笑的時候：

「（我）也不會覺得特別高興，也不會覺得特別不好意思。很正常

的，就像平常她誇你長得漂亮，或者是衣服漂亮，一樣的感覺。大

多數情況下，覺得有點像是在開玩笑的感覺。」  D2-1

以「如果」的語氣來挑起話題的話，大多數被訪者則非常主動地

聯繫到不同情境，包括不同性別，而且非常詳細地「具體情況具體分

析」：

「如果是同性朋友誇，我覺得沒什麼，我想她應該是誇我吧。如果

是異性誇我性感，那我覺得是瞎掰，因為我並不覺得自己性感。

(那麼你會不會覺得，如果異性說你性感，是表明他想和你交往？)

如果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和客戶，他誇我性感，我

肯定是不太高興。因為第一，我覺得我不是靠性感來吸引（他人

的）。第二，如果一個不太熟的男人這麼說，表明他的潛意識還是

比較注重這方面的。比如是客戶，我肯定不想和他有什麼發展，可

能連朋友都算不上，那我就不喜歡他這麼說。也不是就會討厭他

或者接受不了，但我肯定就會比較冷淡他了。如果是老公誇，我還

會覺得挺高興，雖然知道他是瞎誇。對，中國女人好像還不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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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接受這個詞的誇獎。是，我覺得即便不是陌生人，是比較熟悉的

（男）同學，如果他這麼說我，我也不舒服。」  D3-1-p13

「這個得分情況吧，不同的人表達有不同的含義，我的感覺也會

不一樣。比如說好朋友說我性感，其實是誇我今天看起來很漂亮

或者衣服很好看之類。比如在酒吧裡，一個男的上來說小姐你很

性感，那個意思又不一樣了，有點要勾引你的意思。所以這個得分

人。」  J1-1-p11

可見，被說性感的體驗首先要區分不同性別。如果是同性之間說，

那就傾向於「誇」，感受是「沒什麼」。可是異性之間說性感，目的性就

比較強，至少讓人感覺不舒服。

其次是分親密程度，即使是同性之間，好朋友說就是傾向於開玩

笑，而一般朋友說，則更可能是一種「奉承」。異性之間情況就比較嚴

重，老公說，是一種「誇」，即使是「瞎掰」，也比較開心；一般朋友說，

還是讓人不舒服；如果是陌生人說，則是有所企圖，是一種「非禮」，

「不是好人」。

我們也詢問了這樣的問題：別人說你性感的潛臺詞是什麼？很容易

吸引男性的目光？很容易引起男性的性欲？很容易引起男性想跟你發生

性行為？

有些女性並不認為別人誇自己性感的潛臺詞是「你很容易吸引男

性的目光」，認為這種誇獎只是停留在對身體的描述上：

「……我覺得不是。（想了一會）因為我覺得，中國男性還是更喜

歡身材苗條一點的，就像剛才說的漂亮的身體。所以我認為她誇

我性感，沒有能吸引男性這方面的意思。可能就是身體類型方面

的（指身材偏胖，比較豐滿）。」  D2-1-p12

有些女性認為「性感」的含義不僅僅是吸引男性的目光，而且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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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很容易引起他的性欲」。當然更多的情況下，女性是分情境來理

解被說「性感」的含義。大多數女性認為這種含義不會深到「很容易吸

引他想跟你發生性關係」。

（那如果一個男人說你很性感，也是表示他很喜歡你，想擁抱你

嗎，像你覺得瑞奇‧馬丁那樣？－訪談者）<笑>「不同的場合不一

樣吧。比如說老公啊，肯定是覺得喜歡才說。一般朋友有時候開

開玩笑吧（那你覺得如果別人說你很性感，是覺得你很容易會吸

引男人，還是覺得男人很想和你發生關係？－訪談者）這個也不一

定吧，還得分人和場合，有時候可能會有性的想法，但不一定就

一定會有性行為。」  J1-1-p13 

因此，總體而言，女性大多數是分情境、分人來評判被說「性感」背

後的含義。女性最容易接受的被別人稱為「性感」的情境是與好朋友之

間開玩笑、或者 「丈夫」、「男朋友」的誇獎。

2. 說男性的「性感」

性感是否通常用於描述女性？至少幾乎所有的文本所談論的對象

都是女性性感（儘管現在也出現了一些男性時尚雜誌）。據說這是因

為，不僅男性欣賞女性的身體，女性自己也欣賞女性的身體。但是，女

性性感的頻頻出現並不等於說女性就不去欣賞男性的身體，或者說男

性的身體就不被關注。這裡我們主要介紹女性對於說男性「性感」的感

受。 

大多數女性對於用性感這個詞來描述男性的身體並不覺得彆扭，

或者認為「身體強壯」、「身材好」的男性身體比較性感，或者注重「身

體爆發出來的一種力量」，或者僅僅是「感覺很好」。有些女性傾向於把

性感用於「親密他者」身上，而對於一般男性，還是不習慣用性感這個

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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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覺得彆扭。現在也還是不太習慣。因為我覺得一個男的，

他需要的不是性感。這可能是個人的價值觀有關。比如說我剛開

始交男朋友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他性感。到後來，感情穩定了，

瞭解比較深入了，有時候，兩個人手拉著手，感覺很好。有時候，

會覺得他性感。」 D1-1-p21

有些女性覺得性感還是用於描述女性比較合適，覺得說男人性感

比較彆扭，或者感覺不那麼好。男性的性感更容易與「性」連在一起，或

者「比較做作」，類似於女性「風騷」。

還有一種傾向是覺得可以用性感來描述男性，但她自己並不覺得男

性的身體性感，不覺得男性的身體是一種美；比較而言，還是更加欣賞

女性的身體。

「反正我自己從來沒有覺得男的性感過。我不覺得男性肌肉發

達就是性感（你覺得不能用性感來形容男性，這個詞是女性專用

的？－訪談者）不是，男性可以用。但從我內心來說，看到被大家

普遍認為性感的男性的圖片，我不會認為他性感，或者引不起我

的欲望……我一直沒覺得男性的身體美。那種只能稱為性感吧，

從性的角度出發。但是被普遍認為性感的男性的身體我看就沒什

麼感覺。反而是女性的身體，我會覺得很美。這是一種感受。（你

覺得欲望不能和感受相提並論？－訪談者）對。」 J3-1-p9

結合前文女性對於「性感」的社會語義式理解，以及這裡的女性被

說「性感」與說別人「性感」的體驗，我們可以說，儘管很多被訪者認為

性感是一個褒義詞，或者至少是中性詞，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就喜歡

被人家說「性感」，也不意味著她們就樂意把自己打扮得性感。女性被

說「性感」 的體驗與當時的情境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直接關係到說

者與被說者之間的親密距離。這一點與女性自己的性感實踐是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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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大部份女性並不排斥把自己打扮得性感，但要看具體的場合與氛

圍。所以，即使都是從非話語實踐的角度出發，簡單地說「性感」這個概

念在中國開始流行或者不流行也是不合適的。

性感也不是一個僅僅用於描述女性的形容詞。儘管女性欣賞男性

的性感不如女性欣賞女性的性感那麼普及，但是大部份女性認為，性

感同樣可以用於男性身上。只不過，男性「性感」與女性「性感」並不是

同一個「性感」概念，至少兩者所對應的男女身體方面的特徵是不一樣

的。可以說，性感這個概念的流動性不僅表現在男女作為主體對於性感

的不同理解上，也體現在男女作為性感的指稱對象所體現出來的性別

差異上。

（二）性感打扮：自我指涉下的「活生生」（lively）的「性感」概念

1. 女性「性感」的自我評價

總體而言，認為自己不性感的女性比認為自己性感的女性要多。

認為自己不性感的女性，通常是從自己的身體特徵出發，覺得自己

不具備性感的標準（M3），或者不屬於性感那種類型，比如，身材不夠

豐滿（M3），或者太胖（M5）等等。

那些認為自己性感的女性則可以分為三種情況：自我感覺自己性感

（M8）；從他人評價那裡感覺到自己性感（J5）；認為自己某些時刻比較

性感（W1）。其中，認為自己在某些時刻性感的女性占多數，這種時刻

或者是確實存在的（W1），或者是想像中的（M8）：

「我想想……我記得有一回我在我男朋友那裡剛洗了頭在那裡吹

頭髮，他一直盯著我看，我感覺那個時候自己可能挺性感的。」 

W1-1-p5

「——然後，我只能想像，哪天參加一個Party，穿了件晚禮服，

首先是吊帶的。然後我刻意的打扮了一下，噴了點香水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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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1-p6

可以看出，女性評價性感的標準有兩種：一種基於女性身體的實體

特徵，一種基於身體特徵與所處情境（包括衣著、當時的情境等）的結

合。有意思的是，在否定式地評價自己不性感的時候，女性採取的標準

通常是與身體的物質特徵有關；可是在肯定式地描述自己在某些時刻

性感的時候，女性卻通常是把性感的身體特徵與身體的衣著打扮、（時

空）情境特徵緊密結合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從身體的物質性特徵的角

度來評價性感。

因此，就「自我指涉」這個向度而言，性感不僅僅局限於身體的既定

特徵，它與打扮以及其他方面的身體呈現狀態是緊密相關的。 

2. 女性「性感」的日常實踐

就日常的身體打扮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我曾經分析過，大多數女

性注重臉部的保養與化妝；重視通過著裝以突出身材的整體美感；還

重視通過美容、健身等活動來防止身體的衰老，同時保持好的精神狀

態。女性身體打扮的目的通常是為了美、抗衰老、保持好的精神狀態。

鮮少有人提到自己打扮是出於「性」方面的考慮，比如是為了看上去更

性感、更具有性的吸引力等等。

那麼，女性有沒有專門為了凸現性感而打扮過自己的身體？女性對

於自己這方面的性感實踐的看法是怎樣的？

1) 積極的性感實踐

有小部份女性非常肯定地表示：自己曾有意識地往性感方面打扮過

自己的身體，而且對這種身體實踐持一種積極、認可的態度。比如：

「你說人為什麼有時候愛買掐腰的衣服，其實掐腰的衣服就是

把腰身啊，曲線顯出來。如果穿得寬寬大大就顯不出來，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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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就會選擇去把這個腰身啊，曲線啊顯出來。――一般人都不

會說你今天穿得很性感，也許會說你今天腰很細，上身還挺好看

的。（你覺得這樣就是性感的意思？－訪談者）至少是性感的一個

部份――有的女人身體的性吸引力未必很強，所以這種性感的打

扮一方面表現她很健康，能夠吸引很多的人，另一方面也是通過

這個性感來得到性吸引力吧，是一種手段。」 J1-1-p26

「我一直想把自己搞得性感一點。但是都不成功。我每天都在努

力，比如選擇內衣的時候會選擇能讓自己胸部顯得豐滿的，這個

工作是每天都在做的。但是發現效果並不是很理想――因為可

能是思維定勢吧。可能我的臉長得就不性感，看起來像學生的樣

子。你身上再怎麼樣，別人還是不會覺得性感。（你是覺得性感還

是有特定的類型的？－訪談者）起碼不能戴眼鏡吧。眼睛一定要

大，一定要會拋媚眼。是整體的感覺吧……」 J3-1-p11

「肯定有啊。肯定是想突出一下自己覺得能拿得出去的地方。比如

說有的時候在某種特殊的心情下，會穿一些胸比較低的衣服、比

較緊身的衣服。穿緊身衣現在好像不太流行了，再倒退兩年，我記

得本科大一、大二的時候，女生宿舍裡流行穿那種緊身的內衣。當

時好像是流行大家去穿。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女孩子願意把自

己身體的特徵突出出來。哪怕她不給別人欣賞自己也要欣賞。」 

J4-1-p11

「如果我參加舞會要搞得很性感的話，我會穿一個長裙、因為我

的腿不好看，可以遮一下，穿一個露肩的，我覺得自己的肩好看。筒

式的露肩長裙，然後面料絲質的、紗的東西，把我的優點都暴露出

來（你覺得暴露優點、隱藏缺點就是性感了嗎？－訪談者）女人的

性感有很多種，比如說我自己的胸就不夠豐滿，我的肩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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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這一點性感就很ok了。對性感的理解就豐富化了。（那從你剛

才所講的來看，性感最重要的是要漂亮啦，是這樣嗎？－訪談者）

當然要漂亮，但是不全是漂亮，要健康，有個性，我剛才講過，比

較有魅力，總之是個很豐富的概念，一下子不容易講明白<露出為

難的表情>。」 J1-1-p9

從這些訪談者的陳述中來看，女性對於自身的性感打扮至少包含

以下這些內容：

其一，性感打扮的原則要因人而異。如D5所說的衣服穿得要合適，

J1、J4說的要符合自己的身體特徵來打扮自己，突出自身的優點，掩蓋

自己的缺點。J1表達得尤其詳細，她覺得性感的概念很豐富，性感也有

很多種，很多部位（比如肩部）都可以顯示性感，重要的是突出自己漂

亮的地方。請注意，在涉及到自己的性感打扮的時候，性感又一次與美

感、漂亮緊密聯繫在一起。

其二，從性感打扮的結果來看，在適合自己的情況下，突出腰身、曲

線、胸部依然是性感身材的一個絕對化的標準。比如J1所說的掐腰，J4

所說的低胸打扮，J3所說的對突出胸部豐滿的內衣的選擇等等。這裡要

多說兩句的是低胸打扮與內衣的選擇。

就性感與裸露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大部份女性

覺得露出乳溝是最性感的。但是，在我們具體問這些女性在日常生活

打扮的時候，會不會穿低胸的衣服，大部份女性的回答是否定的。她們

認為，日常生活中如何打扮跟時尚是緊密相連的。到目前為止，大多數

女性自己可以忍受的裸露限度是吊帶上衣（即露出部份肩膀），鮮少女

性認為自己平時會穿露出乳溝的衣服。這跟國情和場合有關係。她們

認為如果在國外，或者隆重的聚會場合，她們也可以穿露出乳溝的晚

禮服。但是在中國，沒有機會做這樣的打扮。也就是說，中國女性認為

裸露與性感是有關係的，但是通過裸露來展現性感則不符合中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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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或者說只適合某些特定的場合，而不具有日常生活的特徵。在這裡，

「性感」的身體特徵所體現的理想類型與日常實踐拉開了距離，而「中

國國情」就是拉開這個距離的合理性工具。

J3在這裡提到她的性感打扮的內容之一是：選擇能讓自己胸部顯得

豐滿的內衣。我們專門跟被訪者討論過如何選擇內衣褲的問題。她們

認為，女性選擇內衣的標準首先是舒適，然後才是為了增加吸引力。不

少女性對於內衣褲是否能增加性感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也有些人為了

增加性吸引力而專門購買過那種性感內衣。但是，對於胸衣的作用，即

日常生活中為什麼要穿胸衣，女性的回答多集中在這些方面：掩飾（胸

部、乳頭）、突出（胸部的豐滿）、保護（乳房）、感覺舒服／自在。換句

話說，從一種構建的結果來看，穿胸衣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這種習慣

與衣著得體、健康、漂亮／性感聯繫在一起。因此，很多人在家裡就不

穿，但是覺得出門不穿就不太方便7。

其三，從J4的表達中還可以看出，性感打扮最根本的是要突出女性

的特徵，但是在具體打扮上也是與時尚相關的：流行緊身衣的時候就覺

得穿緊身衣是一種性感打扮，現在則覺得低胸可能更加容易展現性感

的身體。

其四，性感與漂亮、與臉蛋的關係在這裡比較明顯。D5就認為把自

己打扮得漂亮也就性感了。J1雖然不認為性感就是漂亮，但是認為性感

首先一定要漂亮。

此外，我們前面提到過，性感除了與嘴唇關係緊密外，與臉部的其

他部位沒有很強的關係，它基本上是一個與身材相關的詞。但是，在這

裡，J3認為自己不性感可能是因為她自己的臉就長得不性感：看起來像

學生的樣子。因此，臉如果不性感，那麼：「你身上再怎麼樣，別人還是

不會覺得性感。」更具體一點，在她看來，性感至少不能戴眼鏡。可以

7 有關歐美胸衣的發展歷史，可以參考馬莉蓮•亞隆的《乳房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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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自我指涉與她人指涉這兩個不同語境下的性感的身體特徵也產

生了差異。

2) 消極的性感實踐

也有小部份女性非常肯定地說自己不會往性感方面去打扮，但是她

們對於性感實踐的態度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對性感打扮持一種完全否

定的態度；一種是認為自己不適合打扮成性感，但對性感打扮本身並不

排斥。比如：

「（那些MODEL就是）一種產品。如果你要把自己製造成一個性

感的女人，你就可以去做，但是就我自己來說，我沒有這種欲望，

沒有想過成為那種『性感的』，自己也不是一種社會產品。所以沒

有想過把自己製造成性感或者是什麼樣的。」 M1-1-p4

「沒有，我不想那樣，覺得沒什麼意義。因為我覺得一個人的性

格、魅力，不是要通過這樣才能表現出來的，所以我不太欣賞那

樣。當然有些人那麼打扮，我無可厚非，但是我自己不會那樣。」 

D7-1-p17

M1和D7自己不會往性感方面打扮，而且認為這樣做沒有意義。M1

以模特為例，認為性感打扮太過於人為化，一點都不自然，是一種社會

產品。而且她也覺得性感不是她評價人的最高標準，也不認為自己適合

打扮成性感那樣子。D7則主要是認為追求性感比較表面化，性格、魅力

才是更為重要的東西。

3) 「某些時刻」的性感實踐

除了對性感持正面、負面態度的兩部份人之外，相當一部份女性曾

經無意識地、或者偶爾地往性感方面打扮過自己。而且，跟我們前面提

到的對自己的性感與否的評價相一致（把自己是否性感與某些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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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場景聯繫在一起），大部份女性也是把自己的性感打扮與一定的時

刻與情境聯繫在一起。比如：

 「很少吧。（那有沒有你無意間的什麼打扮，被別人評價過很性

感？－訪談者）有吧。我記得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年冬天，有一次

我上班，裡面穿的是一個黑色吊帶，外面套了一件小開衫。因為是

冬天，露出脖子，覺得很白嘛，而且和別人都不一樣，所以別的男

同事看見我，就會有點奇怪的樣子。（那他說出來了嗎？誇你今天

性感？－訪談者）那沒有。只是我發現他注意到我。女同事有說出

來的。」 D1-1-p37

「倒也沒那麼想過。但我覺得人的潛意識裡其實都有（這種往

性感方面打扮的欲望），要不然你為什麼要買胸衣呢？胸衣不就

是修飾你嗎？我覺得前提是，性感還是好的，所以人在打扮的時

候，有意無意間是會（往性感方向打扮）的。」 D3-1-p12

「我比較懶，別人說我不性感，我也不主動追求，那些（女性）比

較積極。（你自己什麼時候打扮過，別人說你性感麼？－訪談者）

有吧。我想想。我什麼時候被人說性感？肯定有過，但是我想不起

來。可能在床上我男朋友說過我比較性感。想起來了，有一次我穿

短袖，我解開兩個扣子，到我男朋友那裡又解開第三個，看得見

內衣，他就覺得性感。（女人為什麼打扮的性感？－訪談者）首先

是自信吧，因為性感是個好詞，當你覺得自己符合這個好詞的標

準，當然就會有自信了。」 M3-1-p17

「很少。我記得有一回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內衣。我覺得黑色特別性

感。（那是不是為了吸引男朋友？－訪談者）呵呵，主要還是覺得

好玩。」 W2-1-p19

總之，大部份女性還是覺得自己在某些時刻的身體打扮會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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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種性感或者是有意打扮的，或者是無意間創造的效果。不管怎

樣，這些女性都可以想到自己最性感的某些時刻。這些時刻基本上與自

己的衣著、動作有關。比如，D1提到在冬天，別人基本上不露脖子的情

況下，自己露了脖子，從別人的反應中感覺自己也比較性感。D3和W2都

提到了內衣（胸衣）的作用。D3則以穿內衣為例子說明每個人其實都有

往性感方面打扮的潛在欲望。尤其是從相關語境來看，D3在這裡想表

達的意思其實是：內衣、乳房都具有性化的特徵。

比較獨特的是M3，M3提到了男朋友，提到了女性身體在性生活

中、以及在性吸引過程中的性感狀態。一般女性都是把身體置於公眾場

合下來討論性感打扮，而鮮少主動地把性感打扮置於私密的領域中進

行討論。也可以說，女性通常認為，性屬於一個私密的領域，是要靠感

受的，「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但是性感則是在某些特定的公眾領

域裡身體的一種呈現狀態，是用於「表演」的。尤其是從動態的、實踐

的、主體的角度談論性感的時候，性感更傾向於是一個公領域的詞。

大部份女性對於別人追求性感都持比較寬容的態度：例如：我覺

得無所謂。這都是個人的喜好。做出來的事情不是很違反道德，我都覺

得可以接受。很多事情你讓我做，我做不出來，但是別人做了，我可以理

解。（D4、D5）也有的女性在寬容中帶一點點條件：只要不損害自己的

身體就行。所謂不損害自己的身體，基本上就是指不要通過手術來整

容：「就是說比如隆胸做手術呀，我覺得還是不太好，（手術）不夠安

全」（D3）。

    

五、「性感」：融合了物質與情境，游移於性與非
性—— 小結與反思

在這些生於七十年代的都市異性戀女性的生活中，「性感」不必然

等於「性」與「感」的簡單組合；性感與性之間的關係作為社會與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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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的一個結果也沒有一個簡化和固化的答案，它是動態的，也是流動

的；性感的表達是日常瑣碎的，也是政治的。

（一）性感：糅合了物質與情境的身體

在對性感的身體化解讀中，物質性的身體是無處不在的。好身材

（比如乳房豐滿、三圍合適）、厚嘴唇、一定程度的裸露是一個理想的

性感身體8。在女性的表述中，儘管「性感」這個概念的語義學理解帶

有美和正面的身體感覺，但是，在實踐層面上，這種物質性的身體更加

經常地出現在在女性對於自身以及她人的性感實踐持否定態度的時

候，她們通常是以自己不具備「性感」的身體特徵為理由來否定性感實

踐。這裡的「性感」表達的通常是其身體特徵的理想類型。

在女性對於自身的性感實踐持正面的態度的時候，「性感」概念

具有較強的情境化特點。即性感在這裡不僅僅局限於身體的物質特徵

（豐滿的乳房、身體曲線等），它還與一定的情境（包括衣著、場景）緊

密相連。與女性以身材、嘴唇、裸露程度等身體特徵為標準來定義性感

相比，女性在自己日常實踐中的「性感」概念（包括性感體驗與性感打

扮），由於對於「展現舞臺」有著嚴格的要求，因而具有較強的偶發性特

徵。即，女性需要一定的時空場合來激發、支持自己對於性感的身體的

呈現。大部份女性認同的也正是性感的這種偶發性和情境化特點。

（二）性感：游移於性與非性之間的身體表達

在把性感與性吸引力、sexy放在一起的時候，「性感」與性之間的

聯繫並不是那麼緊密，而性吸引力、sexy與性之間的關係則比較密切。

女性認為男性對於性感的理解帶有很強的性化特徵，而女性自己對於

性感的理解則並不如此。

更確切地說，不是在具體提出「男女」這個性別語境的時候（比如，

8 參考黃盈盈《身體、性、性感》一書其他部份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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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問男女對於性的理解是不是一樣，而是泛泛地問女性對於性

感的看法），女性無意中會傾向於從關係的角度、男性的角度來看性

感，把男性的目光帶入到自己的表述中來（比如：越性感的身體越能激

起男性的欲望；容易引起男性的性衝動等等）。這個時候的「性感」往

往與性的關係比較密切。但是，當我們明確地詢問女性認為男女對於

性感的理解是否一致的時候，「女性」與「男性」表現為截然不同的兩

個性別，女性所理解的性感與（女性認為）男性所理解的性感也是相差

甚大。而這個時候女性所表達的「性感」通常是作為區別於「男性」的

「女性」眼中的「性感」，是一種帶有「美感」的性感。

因此，性感的非性化特點通常體現在「女性看女性」的語境中，而

性感的性化特點則有意無意地會出現在一種想像中的「男性看女性」

的語境之中。

此外，當女性以否定的語氣來談論性感打扮的時候，女性否定的

通常是與女性的身體特徵緊密相連的、表達較強的「性」的吸引的「性

感」概念。女性通常會以自己不具有「性感」的身體特徵而委婉地否定

性感實踐；或者會堅定地排斥對於身體的這種「性化」處理。一句話，

在否定的語境中，「性感」帶有強烈的「性」的色彩。

當女性以肯定的語氣來談論自己的性感打扮的時候，大多數情況

下，「性感」概念中「性」的色彩並不是很重，而是與漂亮、美麗聯繫在

一起。 

（三）流動的「性感」、矛盾的「性」、對立的「性別」：70後留給

我們的反思

性感的性化或非性化特徵，與女性對於性的態度是直接相關的；這

種態度是矛盾的。

表態上的認同與實踐中的規避構成了70後女性的一個矛盾。

從一種「表態」的角度講，大部份女性覺得性是「很正常的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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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有必要說；但是，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意思，從性感身體實踐的

角度看，大多女性傾向於有意無意地以一種否定的態度來說性，例如認

為「性不見得是那麼高雅的事情」、「那種事」。「我能夠理解別人那麼

做（性的身體的表達），但是我自己不會這麼去做（或者我不適合這麼

做）」成了一種典型的日常生活中的「性」話語。

性別差異在「性」上的抹殺與對立化構成了70後女性的另一個矛

盾。

在女性身體的泛化理解與自我鏡像裡面，不管這種身體是否被置

於男性的目光之下，不管男性的目光是否帶有「性」的色彩，女性在接收

這些目光的時候傾向於從「美」的角度，而不是（或者不願意）從「性」

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身體。

當我們把「性」的概念提出來，考察「性感」的時候，女性把男女對

於性感的理解推向了極端。女性的「性感」概念比男性的「性感」概念

要美、要非性化。以身材、嘴唇、裸露程度為特徵的「性感的身體」更是

突出了男性的存在：有意無意地把身體置於男性的目光下進行評價。有

的女性甚至認為性感、性、性吸引力這些帶「性」的詞本來就「屬於」男

性，她們自己對此沒有什麼看法，只有男性的目光才是性化的。這時候的

「性感的身體」通常是處於（想像的）男性看女性的情境之中，而且這

時候所接收到的男性目光必定是「性」的目光。也就是說，在不同的語

境中，目光的意義發生了變化。

「性感」所體現的性別差異的根源在於男女對於「性」的不同理

解。在女性的想像中，男女的「性」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其主要差距在

於情感的捲入程度上：女性首先是情感性的，男性首先是行為性的。在

女性對男女差異的這種認識原則的指導下，當身體處於女性看女性、

女性看自己的狀態的時候，其身體通常偏向非性化的一面。反之，當身

體處於男性看女性的狀態時，女性身體的性化的程度就會加強。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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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個問題上，傾向於把男女之間存在的性別差異加以本質化的強

調。

不過，我們也提到，在研究者不是顯性地提出性別框架的時候，

女性並不是把男女作為截然不同的性別概念加以強化。男女對於「性

感」、「性」這些概念的理解的差異也並不是很顯著。

這種在意識層面上對於性別對立的強化，以及字裡行間對於性別

差異的忽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生存處境：大多

數女性處於一種既無意識地接受了男性的某種影響又有意識地試圖擺

脫這種影響的矛盾之中。這種矛盾的處境的形成與女性所處的轉型期

的社會文化情境是分不開的。在這種情境裡，忽略女性的主流話語，與

強調男女差異、進而有意無意地強化男女對立的、反主流的女性研究

話語同時存在。

如果說性別差異的抹殺需要引起我們對於性別構建中權勢的思考

（正如大多數女性主義研究者所做的），那麼，作為一個社會構建的結

果，在「性」這個問題上性別差異的兩極化則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為

什麼「性」的感覺就不屬於女性？而「美」的感覺則不屬於男性？為什

麼在表達身體的「性」的一面的時候，女性就開始隱退，而男性則開始

登場？性與美為何鮮少能夠在女性的性感世界裡達成一種融合？

展現70年代出生的中國城市女性的身體與性的現狀、分析其矛盾

性質的意圖不在於個體層面上的批判，而首先在於解讀現狀背後的社

會、文化與知識話語的背景。

女性對於「性」的弱化與矛盾的表達與女性所處的「性」的社會情

境（生於70年代，長於80年代）是相關的：沒有多少讀性、談性的氣氛，

尤其是談性。在一個社會急劇變遷的時代，在一個社會出現斷裂的時代

（孫立平，2003）「性」作為一個負面的概念與「性」作為一種流行的東

西並存於我們的社會；壓抑與革命並存；意識與實踐出現了較大的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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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斷裂。

在本研究中，男性作為女性的「想像」的他者而存在，這裡也引發

了另一種思考：女性所想像的男性與男性自己的想像是否是一致的？

換句話說，女性為什麼會這麼去想像男性？這種性別差異是如何構建

起來的（注意：不是女性是如何被構建的，而是性別差異是如何被構建

的）？

女性的性別話語實踐中所體現的「男性」概念也值得反思。在日常

生活中，性別的政治性不僅體現在男性對於「女性」的建構上，也體現

為女性對於「男性」的建構上。女性對於男性的建構與想像，一部份來

源於與男性交往的生活經驗，還有一大部份則來源於媒體以及研究。在

主流女性主義的思潮下，關注話語實踐（包括電視、廣告、電影、研究

作品、小說等等）的女性形象的研究者不少，卻缺乏對於「男性形象」、

「男性氣質」的研究；尤其缺乏日常生活中，女性如何看男性，男性如何

看女性之類的性別關係的研究。

揭示現狀、分析矛盾，意圖還在於不管是在日常生活的層面還是

話語的層面去探尋女性「性的身體」的表達空間。正如本文一直在努

力闡明的，身體是流動的、多元一體的，矛盾也正說明了多樣性的同時

並存，積極與消極也是情境化與語境化的。在反對「被代表」（不管是

以什麼樣的名義）、尊重個體的主體表達（不管是什麼樣的表達）的同

時，我們缺乏去反思這種作為社會構建結果而存在的「消極的性」，以

及去尋求空間、創造空間去建設積極的性、探索多樣的「性的身體」。

我將今後的研究中作出這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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