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的掃黃運動與藝術表達
——以桂小虎 *的油畫為例

荒林

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掃黃運動是一個不定期發起的清除精神污

染運動。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網上1的定義，「掃黃運

動，即清查和取締各種宣傳淫穢色情、兇殺暴力、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和

音像製品的工作。社會上極少數人在金錢誘惑下，乘改革開放之機，製

造、翻錄、走私、倒賣、傳播色情、兇殺、暴力、封建迷信出版物和音像

製品，危害極大。198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掃

黃』工作，對淫穢物品，該禁止的要禁止，該查封的要查封，該收繳的要

收繳，該銷毀的要銷毀。對從事製作和傳播淫穢製品的人，必須繩之以

法。『掃黃』目的是為了繁榮文藝，並更好地活躍群眾文化生活，對於青

少年的健康成長、國家的長治久安都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針對長期卻不定期加強的「掃黃運動」現象探討的相關文獻不多。

由於被當成目標似乎很清楚的工作，如針對出版物和音像製品的工作，

一些相關的工作報告甚至網路上也能公開閱讀2，其大同小異的表達結

構和公文式的意義表述，如促進文藝繁榮、保證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

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等等，幾乎體現出一個繁榮昌盛時代適度精神文明

引導的必要面向；另一方面，不定期的長期特點，和幾乎所有機構都有

* 見文章末之桂小虎年表（本書067~068頁）
1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網網址：http://myy.cass.cn/；掃黃運動定義網址：

http://myy.cass.cn/file/200512197741.html。
2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的網站上設立有「掃黃打非」專欄，其中2008年1月

9日文章《山東省確定2008年「掃黃打非」總的工作思路》；又如，福建省馬尾區「掃黃
打非」領導小組辦公室在自己的工作網站上公佈了《「掃黃打非」工作總結及2006年
工作思路》；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則設立有著名的《中國掃黃打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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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加入到「掃黃運動」中來的特點3，又幾乎體現出天網恢恢，鬥爭嚴

酷而又多邊的特點。大陸的掃黃年鑒記錄了相關工作的成果，但連續長

期的工作也在證明成果的極不穩定特點。假如出版物和音像製品的色

情暴力管理可以通過借鑒西方和臺灣香港相關的色情暴力級制設立來

解決，還有什麼樣的難題是在大陸掃黃運動中避而不談的呢？

本文要探討的，不是眾所周知的黨政敏感問題，而是另一個更加深

入介入中國文化與道德，與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城鄉巨變息息相關的

性別問題，具體地說，是大陸文化中諱莫如深的娼妓問題。在「掃黃運

動」工作文獻中，娼妓既不能作為工作對象提出又不能作為研究對象

論及，但在具體的「掃黃」工作中，她們常常且往往是第一時間遭遇「打

掃」的群體。大陸一些專家學者如潘綏銘教授等，一直致力於關注這一

群體的處境和權利4，但這一群體在「掃黃運動」中究竟是什麼樣子？

她們是什麼樣子才能夠被「掃黃」的呢？本文試圖以畫家桂小虎的油

畫系列《勿視》為例，討論傳播在網路和報紙等傳媒空間的「她們」如

何經由「自取其恥」因而成為「掃黃」對象的事實，並進而探討「勿視」

所持有的權力話語對於「掃黃運動」的有力支撐。

一、大陸新政府的軍事禁娼行動之成功

1949年以來，大陸在宣導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政策方面不遺

餘力，並以成功廢除數千年娼妓制度而自豪。然而改革開放之後，上述

成果受到了嚴峻挑戰。回顧1949年前後北京市的娼妓制度取消過程，一

方面有助理解「掃黃運動」之深長歷史原因，另方面也會發現兩者性質

3 《中國掃黃打非網》上面公佈的掃黃打非成員單位有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法委、中央
編辦、中央外宣辦、國務院辦公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工業和
資訊化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監察部、民政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交通
運輸部、鐵道部、文化部、海關總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
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中國民用航空局、國家郵政局、北京市人民政
府、解放軍總政宣傳部、武警部隊政治部。

4 中國人民大學潘綏銘教授主持的性社會學研究所編有《小姐》電子版連續出版物，主
要如實記錄大陸娼妓們的不同生活，並為她們的合法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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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迥然不同。

在1949年3月至12月不到一年的短暫時間中，首先制定了《北平市公

安局對妓院的若干暫行規定》（1949年3月）5，規定「各妓院必須在留

宿住客登記簿詳細的記載住客的姓名、年齡、職業、住址。每日22時前 

把登記簿送當地派出所備核。」由此公安局及其下所屬派出所事實上控

制了各妓院，這樣才能進而發布《北平市關於處理乞丐問題與妓女問題

的工作佈置》（1949年5月）6，並很快出臺了《北平市處理妓女辦法（草

案）》（1949年9月）7，不久《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本市妓女情況和處置方

針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49年11月）8接著就有了《中共北京市委

關於封閉妓院情況給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49年12月)9。12月的報告

很詳細地總結了軍事化行動在禁娼工作中的決定作用：

「這次所以能夠於極短時間順利完成是項繁雜工作的原因：

(1)方針和實施計畫的確定，是經過長時期慎重考慮的，事前有充

分的準備。調查研究工作早在五月底即已開始，對妓女的思想情況、

數目、分布狀況及領家的姓名、住址，在七月間即已有了較為完整的材

料。

(2)設立了封閉妓院的指揮部，有妓院的地方則設立分指揮部，動員

了二千餘幹部和員警，分組二十七個行動小組，並且在事前作了思想和

工作方法的準備。

(3)事先嚴密封鎖消息，只在執行前才宣佈，故一般的未發生老闆、

領家及妓女隱匿、逃避等情形。

(4)執行封閉妓院任務時，由公安總隊負責警衛、看守、押送工作，

由市婦委、民政局、衛生局抽調的幹部負責收容妓女、教育改造、醫治

5 《黨的文獻》，1996年第4期。
6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7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8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9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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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的工作。

(5)事前召開幹部會議，講明政策，使幹部瞭解對老闆、領家（這是

鬥爭對象），對茶房、老媽，對妓女應採取的態度。行動開始，又宣佈了

工作紀律，這是樹立幹部戰士嚴肅態度，遵守紀律，未出亂子的保證。」

如果說1949年的軍事化行動中斷了維繫數千年的娼妓制度，那麼

也必須意識到，正是是因為曾經是制度，妓院集中、妓女人數明確，中

斷起來才格外見效果。然而也正是這種制度中斷，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

之後，新產生的妓女人數便難以統計、新出現的營業場所也難以管理。

這事實上也正是大陸的「掃黃運動」一直以來無法明確提出以妓院和

妓女為工作對象的現實原因。

大陸的「掃黃運動」由於不是針對制度而是針對不斷再生的新現

象，而新的妓女不斷出現的新現象顯然有悖建國之初的社會主義理想，

並與改革開放之後人們追求享樂生活有直接關係，所以將「掃除」工作

定位在與「社會上極少數人在金錢誘惑下，乘改革開放之機，製造、翻

錄、走私、倒賣、傳播色情、兇殺、暴力、封建迷信出版物和音像製品，」

同一個「危害極大」的層面，基本合符大陸的邏輯。在大陸的社會主義

邏輯中，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反娼觀點，即認為賣淫是經濟剝削的10。

雖然在經濟上開放了，大陸在意識形態上仍然堅持社會主義，而社會主

義的一個倫理尺度是沒有賣淫現象。於是「勿視」新的妓女不斷出現的

現象就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權力。因此在大陸的「掃黃運動」定義中，也

「勿視」而去除了相關妓女的內容。至此我要引出畫家桂小虎的作品，

他把自己以「掃黃運動」為題材的一系列油畫作品取名為「勿視」並以

此為畫冊名稱《勿視》。畫中妓女們皆俯首低頭，多用雙手和頭髮覆蓋

自己的面部，充滿害怕被人注視的恐懼。她們是被要求「勿視」的一群，

她們也是希望被別人「勿視」的一群。她們是改革開放大陸負載了太多

10 甯應斌《賣淫的倫理學探究》，臺灣社會研究叢刊出版，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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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重量卻在意識形態空間完全失語的一群。

二、大陸改革開放出現的城鄉巨變和「新賣淫女」
特點

在桂小虎的畫冊《勿視》中，與畫中妓女們皆俯首低頭，多用雙手

和頭髮覆蓋自己的面部，充滿害怕被人注視的恐懼情形相反，畫中妓女

們鮮豔奪目的衣裙和青春靚麗的身體被獲得充分地展示。從神情看，

她們是被要求「勿視」的一群，她們也是希望被別人「勿視」的一群，但

從服裝和身體看，她們似乎有著不可「勿視」的物質欲望，這種物質欲

望將整個畫面弄得色彩鮮明，吸人眼球。如這幅《勿視No3》，站在一邊

看管她們的公安人員似乎也被這種色彩淡化了威懾力。這當然可以看

成是畫家的有意為之，但正如畫家自己也在畫中窺視，他在「勿視」窺



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058

見了物質的力量。

大陸的改革開放自沿海地區入手，形成了東南部先富裕發達和大

城市先繁榮富強的格局。這一格局不僅帶來了大陸內部勞動力流動和

競爭的良性勢差，也帶來了地區貧富懸殊和城鄉生活差距的惡性狀態。

在日益增多的人口流動中，年輕女性的流動人口也越來越多。早在1990

年，浙江社會學家王金玲就注意到了先發展起來的江浙一帶新賣淫女

現象非常嚴重。她相當客觀地談及：「從70年代末開始，嫖娼賣淫在中

國重又出現。儘管公安部門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十幾年來，嫖娼賣

淫者人數不斷增加，乃至賣淫已成為某些女性的職業性行為，賣淫者構

成了一個新的特殊人群，嫖娼賣淫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11

王金玲、徐嗣蓀在合作的論文中寫道她們：「為加深對賣淫女性這

一特殊人群的研究，以更切實地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我

們在1990年10月對浙江省某一勞教單位正被實施勞教的452名賣淫女性

作了整體的調查。調查內容包括：（1）自編的知識(Knowledge)，如性知

識，法律知識等；態度(Attitude)，如對家庭、社會、賣淫等的看法；信仰

理想(Belief)，如幸福觀、戀愛觀、首先觀、歸屬感等；實施(Practive)，如

賣淫方式、對象及附屬行為等的KABP問卷共4大類26項153題的調查。

問卷回收率為100%，剔除基本未填寫，精神失常者等的63份，最後獲有

效問卷389份。（2）對初中文化程度者的卡特爾16PF和明尼蘇達多相人

格測量表(MMPI)中國版的心理人格測定，16PF測驗再測信度r=0.80；

MMPI在結構效度方面各量表間r=0.50，項目區分顯著。（3）管教人員

座談會和15名賣淫女性的個別訪談12。

11 王金玲、徐嗣蓀〈新生賣淫女性構成、身心特徵與行為之緣起——389名新生賣淫女
性析〉，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平等與發展》第276~27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1997年6月北京第一版。

12 王金玲、徐嗣蓀〈新生賣淫女性構成、身心特徵與行為之緣起——389名新生賣淫女
性析〉，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平等與發展》第27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1997年6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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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調查的結果令人吃驚，與1949年前的妓女相比，大陸改革開放

出現的「新賣淫女」有如下特點：

(1)賣淫女性文化程度的平均水準並不低於普通女性文化程度的平

均水準。 

(2)幼年家庭教養結構與功能的不健全或缺陷對於賣淫行為的出現

有著某種先天性的決定作用。大多數人成為賣淫者的觸發點便是在於

婚姻和戀愛的受挫。

(3)賣淫女的各種形式都屬於暗娼，不敢公開進行交易，有犯罪性

質。

(4)新生的賣淫女性中的絕大多數恰恰正是流動人口，並在農村流

向城鎮，從內地流向沿海過程中實施賣淫行為的13。

與1949年前的妓女多是掛牌營業受到法律保護不同，「新賣淫女」 

的各種形式都屬於暗娼，不敢公開進行交易，有犯罪性質。然而，她們

仍然「屢教不改」或者不斷出現，原因恰恰在於新生的賣淫女性中的絕

大多數恰恰正是流動人口，並在農村流向城鎮，從內地流向沿海過程中

實施賣淫行為的。

這個事實意味著，對物質生活享受的追求，才是「新賣淫女」新的

特點。這個事實也可以放在「掃黃運動」的擴展定義之中，因為「社會上

極少數人在金錢誘惑下，乘改革開放之機，實施賣淫行為」，與其他「傳

播色情」行為是一樣性質。

在這項調查中，「買方」也受到了注意，他們和她們相比，佔據物質

上的優勢，「由相對貧困的農村山區流向相對富裕的城鎮，由相對貧困

的內地流向相對富裕的沿海，由相對貧困的農婦、待業者、女工流向賺

個體經營者、企業承包者、專業經營者及海外遊客的錢便成為近十幾

13 此處的結論綜合了王金玲、徐嗣蓀〈新生賣淫女性構成、身心特徵與行為之緣起——
389名新生賣淫女性析〉的具體數位分析，在表格統計中呈現出如上特點。參見：李小
江、朱虹、董秀玉主編《平等與發展》第277~29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6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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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新生賣淫女性的流向。」14正是地區和性別之間在物質生活的勢差

和等級化，給了她們機會和條件，以致她們平均水準並不低於普通女性

文化程度的平均水準的情況下，也就是知情有犯罪性質的前提下，仍

然選擇了實施賣淫行為，以求相對輕鬆地獲得物質財富。她們的選擇

本身有著「自取其恥」而仍然為之的冒犯特點。顯然，物質的力量極大

地推動著她們，而這個力量又包含在整個大陸改革開放的合法語境之

中。

畫家桂小虎「窺視」到「掃黃運動」中物質力量對於意識形態權力

的淡化，並用他寫實的功夫記錄了物質與觀念交鋒的鏡頭。他自己也

加入到了鏡頭之中，加強了表達的豐富和複雜。在選擇鏡面做油畫材

料時，自我窺視、他者窺視的思考，也包括在繪畫過程中物質的體驗和

感悟中。「勿視」在繪畫中成為由現實生活向精神生活逼進的「窺視」。

「新賣淫女」作為大陸城市化過程的「勿視」群，也是物質和精神衝突

的大陸人們自我「窺視」的鏡像。

14 王金玲、徐嗣蓀〈新生賣淫女性構成、身心特徵與行為之緣起——389名新生賣淫女
性析〉，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平等與發展》第29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1997年6月北京第一版。

勿視No2 布面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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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賣淫女」的弱勢處境並沒有在物質推動力之下獲得改善。 

「賣淫」的過程被地下化，不合法的後果是「掃黃」，掃黃對「買方」幾

乎不做觸動，單方面針對「賣方」進行制裁。在各地的掃黃運動中，把打

擊妓女賣淫活動，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之一。除了採用傳統的收

容或勞教，執行罰款被當成更為普遍的懲辦方式。當她們賣淫的行為

被作為不精神文明的，就從倫理道德這樣更廣泛的日常生活層面給予

了「勿視」的理由，並由此賦予了普通民眾在倫理道德上居高她們的權

力。執法人員則有更多居高她們的權力。她們的物質財富更被作為不

正當收入，可以隨時隨地沒收。桂小虎的《勿視No2》採用傳統國畫設

色，在灰色的布面居中突現了她們這種觸目驚心的弱勢處境。油畫中被

抬出去的「賣淫女」有如被掃地出門的垃圾，三名強有力的執行者擁有

的不僅是體力、權力、還有周圍文化空間無形的道德話語權。當然，藝

術家的話語權在此刻並沒有沉默，灰色和黑色的運算式體現了他的立

場。但白色的短褲和裸露的雙腿於灰色和黑色之中仍然體現著窺視的

欲望。誠如陳丹青在《勿視》序言中所說，「這一窺視，奇異地，使性與

暴力的主題隱含社會批判，而在凸現道德困境的同時，作品本身被置於

道德的困境。」

三、桂小虎油畫《勿視》系列與大陸性的「新政
治」

多年來畫家桂小虎花費了巨大時間和精力從事油畫《勿視》系列創

作。他採用的素材均來自「掃黃運動」公開展示的照片。也就是公開傳

播的報紙和網路傳媒空間。這些照片在傳媒空間展示中往往與文字一

起具有警告勿視的作用。當然也有展覽掃黃成果的作用。

最初畫家在通常的油畫布面上再現照片，如同上述的《勿視No2》

布面油畫，畫家的立場和觀點主要通過構圖設色來傳達。後來畫家開

始探索使用新的繪畫材料，將照片搬到不銹鋼鏡面材料進行再創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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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在鏡面被用油畫方式再度呈現時，畫家和觀眾都從照片上看到了

自己與勿視對象在一起，既形成強烈而鮮明對比，也具有隨時改變畫面

角度和深度的後果。在繪畫過程中，這是一個很費力的工作，但帶來了

作品的強烈效果。下面是兩種不同材料的作品比較：（見本書062頁圖）

由布面油畫的再現到鏡面油畫的再現，「勿視」終於找到了它穿越

勿視屏障的「窺視」途徑——在此畫家和觀眾一起得到自我欲望的多

重鏡像，沉悶感和沉重感被閱讀思考所取代。畫家試圖達到他自己理想

的表達境界：從觀看的角度，對人性中窺視本能的現代表現予以特別的

關注。通過一系列作品，突顯了當代中國社會中人的窺視本能與道德、

權力、暴力、消費等問題的糾葛，折射出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

由著名畫家陳丹青作序的《勿視》畫冊主要是布面油畫。這個畫冊

並沒有獲得出版。出版社依據「掃黃運動」的定義，「清查和取締各種

宣傳淫穢色情、兇殺暴力、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和音像製品的工作。」即

可以拒絕出版。另一方面，即使出版了，它的閱讀對象也非常有限，讀者

很難從掃黃的強力警告中獲得閱讀快感，閱讀由此也陷入困境。

2008年在798藝術區光輝歲月當代藝術中心，《勿視》布面油畫系

列進行展出，蔣文博對作品的內容進行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定位「反映

底層生活」，他指出：「2007年，桂小虎創作了《作品一號》和《作品二

號》，這兩張畫的內容，居然是表現公安人員對娛樂場所賣淫行為進行

突擊檢查和清理，畫中妓女們捂著臉蛋、蜷曲身子、衣不遮身、魂不附

體……亂作一團。這兩張畫的素材直接來源於公安清理淫穢場所的現

場新聞照片——油畫竟然也模仿照片在人臉上打了馬賽克，讓人啼笑

皆非。作為表現底層人物的作品，它卻無法為底層人物言說任何實質性

的話語，因為這裏體現出的僅僅只有戲仿、反諷和挪用：首先，作品純

粹是對媒體新聞照片的複製，而新聞照片本身就是通過傳媒進行著無

窮無盡地複製、傳播、流通以及再複製……畫家採取這種遠離底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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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原型的圖像作為創作母本，切斷了繪畫與現實的聯繫。其次，馬賽克

是新聞媒體為了保護底層人物（妓女）人權的補救措施，畫家精緻地刻

畫了打在人臉上的馬賽克，當然是藉以嘲諷馬賽克背後承載的文化含

義。最後，繪畫創作指向社會學角度，而非現實主義美學角度。可見，提

前變成照片的底層人物成了現成物，畫家通過挪用將此現成物轉換成

了藝術品——底層人物雖然擁有足夠的言說能力，但他們已經不願說

話，因為他們在變成照片、經歷無盡地複製之後，言說的激情早已無可

挽回地喪失，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像「黑洞」一

樣，吸收接近它的所有能量，包括畫家的現實關懷、階級情感、人道精

神，等等，這便導致底層人物在當代藝術的層面徹底關閉了言說通道，

儘管他們在現實中依然擁有出眾的談吐能力。」15

這裏所說「底層人物」和「底層人物在當代藝術的層面徹底關閉了

言說通道」包括了物質和精神兩個層次的分析。後一個層次上，言說的

性別維度不僅是被掃黃所打斷，也被窺視所擾亂。畢竟畫家沒有採訪

過他照片中的任何現實「新賣淫女」，他所關心的是傳播空間中的圖

像。在傳播空間，她們早已經被徹底欲望化又被徹底罪化為「勿視」對

象。問題是，如果認定「與傳統和現代主義繪畫相比，當代繪畫總體上

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創作資源的轉換，即由『自然』資源轉換為『圖

像』資源，而這一轉換與當代社會文化的視覺轉向相並行。同時，當代

繪畫的文化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對圖像資源利用的基礎

上。」16那麼，桂小虎要表達的「掃黃運動」題材就是圖像中的「掃黃運

動」，其中的妓女或者「新賣淫女」就是圖像中的人物而不是現實中的

底層人物。

人類已經進入讀圖時代，視覺語言是最直接的言說方式。當生活中

15 蔣文博《意義的漂移：被中國當代藝術言說的底層人物》，《藝術地圖》2008年9月總
第16期。

16 桂小虎《視覺轉向與資源轉換——當代繪畫對圖像資源的利用》，《世界美術》2006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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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習以為常的事實以圖像的形式在網路大肆流傳的時候，人們往往

會忽略圖像背後事實真實的一面。然而，當代又是一個藝術反複製的時

代，美術作品有時採用藝術的方式複製這些被漠視的圖像，一方面借用

公開圖像已經被賦予的權力，另方面卻解構既定權力，最終完成一種

藝術表達話語模式的建構。

桂小虎《勿視》系列借用公開圖像已經被賦予的權力空間，置換成

個人的「話語」權力，實現了一種話語的尋求和表達。簡而言之，是借用

了公共話語權力完成個人話語敍事。如果說藝術本身已經產生了藝術

的張力，那麼，當桂小虎獨特的切入視角與作品深刻內容碰撞糾纏的時

候，藝術真實的再現某種真相——性與暴力、性與權力、性與政治。美

術的複製手法通過表面的複製反對權力複製，顛覆了圖像原本的公共

權力訴求，尤其是當某種圖像（現象）以藝術系列出現的時候。至此，美

術複製成為一種權力背後的權權力17，《勿視》系列具備了話語批判的

深度。表面看來，「勿視」的概念好像是被看的一方做了超出道德或者

法律範圍內的事，內心是有愧疚感的。但是，除去美術複製作品中的構

成的看與被看的關係外，任何一個欣賞美術作品的人也應該是一個看

客，那麼，《勿視》作品本身和作品系列反映的現象是不是也是「勿視」

概念中的被看者？如果說都是被看者，圖像中的不同人物也可說都是不

同身份的不同工作者，工作的權力在被看的同一性裏因被置疑而改變，

工作的處境也因為被看而被置疑。

雖然，大部份的複製作品是女性佔據了繪畫的空間，男性執法者只

占露出了半身或者側面，但是，比例大小不等於權力大小。在《勿視》系

列所反映的現象中，「性工作者」多數以手掩面不敢抬頭證實「鏡頭」，

她們是「勿視」主體；而男性執法者多是高高在上，仰頭叉腰，好不威

17 權權力，即對現時運行的權力機制進行權力質疑的權力，這種權力存在的意義建立
於對某權力結構及其合法性進行分析研究的過程，體現于文學藝術中則常常是通過
全新的形式對話語威權進行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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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手臂上醒目的「政治身份」符號和一個帶有極強進攻、指示意義的

強悍的手（有些像文革時期的宣傳畫）。弱者、強勢不言自明。在這種

情況下，集體窺視形成的「性與暴力」、「性與權力」主題十分突出，集

體的話語權力和社會的污名否定了個人的基本權利。暴力往往是強者

對弱者身體的強制性入侵，而冷暴力也許更多是強者對弱者生命尊嚴

的踐踏，也許凌駕於個體的基本人權和生命尊嚴之上。性暴力不僅僅

只是發生在家庭婚姻內部傳統性別體制的現象，或許更是暴露了一種

普遍存在、被集體忽視的權力壓迫機制——即性工作者的處境是，她

們既被婚姻制度排除，又被公共秩序排除，排除本身就是冷暴力——將

她們壓至底層和邊緣，因此，當公開的暴力／以暴力排除方式和手段存

在，或者說以制服方式出現，她們就不僅是弱者，而且是無言者，自感

「恥辱者」。

無論是女性裸體被動地展示在異性憤怒的目光之下，還是女性像

繳獲的獵物般被抬著展示給公眾（也許用魯迅的「看客」概念也許更合

適）。在這些「勿視」的現象中，個體無奈地承擔了歷史道德和公共話

語積澱的社會污名，並因為是自感「恥辱者」而極力要讓人「勿視」。桂

小虎在系列作品中對「勿視」的深度表達，深入到權力因素的底層，即

被暴力侵犯者自己不僅無權保護自己，還從內心深處接受了暴力——

「勿視」之暴力，「恥辱」之自取，以道德名義接受一種冷暴力，包括圖

像接受者在內的所有人們共同的施暴。

正如陳丹青所言「性與暴力恐怕真是永恆的主題，亦且兩相糾

纏。」桂小虎《勿視》系列作品在展示性暴力主題同時，正是借用了美術

複製的權力建構自己的話語權。在可能冒犯道德的前提下，窺視並展示

集體話語對個體權利的暴力，用複製禁區的方式解構禁區：性與暴力、

性與話語、性與政治。窺視作為顛覆性行為，也是對「勿視」之暴力的

個人政治行為。畫家將此個人政治行為進行無限複製，發展為他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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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新政治。

無論如何，性既是個人的權利，卻時時受到權力的左右，桂小虎

《勿視》是一次個人話語表達的藝術嘗試，是對中國性權利的深度思

考。無數窺視者對於性的渴望，與性工作者的性的權利，在圖像世界而

不是「底層人物」話語空間相遭遇，似乎是物質力量的推動，同時卻呈

現了精神需求的原動力。這正是大陸性問題的新政治。

結語：

桂小虎在系列作品中對「勿視」的深度表達，深入到權力因素的

底層，即被暴力侵犯者自己不僅無權保護自己，還從內心深處接受了暴

力—— 「勿視」之暴力，「恥辱」之自取，正如陳丹青所言「這一窺視，

奇異地，使性與暴力的主題隱含社會批判，而在凸現道德困境的同時，

作品本身被置於道德的困境」。道德是一種集體的意志，但不是法律，

道德往往會超越法律的範圍或者二者結合起來，以道德名義實行一種

冷暴力。在此，對性工作者的管制方法，執法者以「掃黃」取代國家法

律，就是借用了傳統文化和道德的去政治化的行為，本身可能意味著法

制的不完善，通過圖像警示「勿視」卻更意味著專制權力的力量——於

是「窺視」不得不成為表達方式——一作為性的「新政治」，其弔詭的

複雜性將在進一步深化中獲得揭示。

桂小虎年表：

桂小虎，男，1962年12月出生於安徽銅陵。 

1986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美術系。 

1997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獲碩士學位。

2001至2003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繪畫系第四工作室訪問學者。

現為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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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情況： 

年度 展名 地點

2008年 「勿視」桂小虎作品展   北京─光輝歲月當代藝術中心。

1997年
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展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

術館

2002年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第一屆工美杯優秀作品展 北京─清華大學展覽館

清華美院繪畫系第四工作室教學彙報展   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展覽館

2003年 第三屆中國油畫展北京選拔展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2004年 清華美院繪畫系第四工作室創作作品展   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展覽館

2006年
「靈感 空間」首屆青年藝術家邀請展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藝術館

北京新人新作展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陳列館

2007年 「無身之身」中韓藝術家聯展   北京─韓國大倉庫畫廊

2008年 「靈感 高原」當代西藏主題繪畫邀請展   北京─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2009年 「敘事中國：2009第四屆成都雙年展

發表文章及作品：

1998.10，〈色彩教學中的個性引導〉，《美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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