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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男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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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笔下描写男性性工作者题材的小说进行分析、考察，

揭示作为边缘性群体的男性性工作者在女性作家视野中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经历、思维方式以及感情体验，
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本分析男性如何被性化、物化，以及女作家如何对这些男性进行价值判断，进而
反映男性性工作者形象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和个人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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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西方思潮的涌入，对性和身体知识获得的渠道越来越多，女性的自我意识
也越来越强。整体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更坚定于性别不平等的控

诉，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性工作者（狭义而言，也俗称男色），是女性的“他者”。女性站在“他者”对面，
对男性形象进行特殊建构，将他们从父权制的整体社会制度下推远，拉进边缘的阴影里，展现他们生
命状态里被遮蔽的角落，刻画他们雌伏的一面。女性作家在作品里一再对男性实施“侵犯”和“阉割”，
这既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一定程度上让两性之间传统的较为温情的相处之道表现出赤裸化倾
向，反映出两性斗争的泥淖仍然在持续，
但在斗争之中，却也存在讲和和沟通，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提出了有关身体的“权力技术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肉体也直接
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
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肉体也是一种生产力，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肉体只有既
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权力正是施之于个体，才得以在社会
的各个层面得以传播复制[1]。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环境逐渐变得宽容，女性解放运动也能相对深入发
展，女人的经济和消费相对都从容起来，种种传统伦理和政治话语逐渐失去了权威性。于是，男色消
费开始逐渐变得多起来。男性的身体也开始大量在市场的消费环境中接受女性目光的审视，开始扮
[1]〔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7-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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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商品的角色。本文主要分析张洁的《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
（1993 年）、叶弥的《城市里的露珠》
（1999 年）、陈玉春的《男色》
（2002 年）三篇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从中探求不同年代女性作家塑造
的不同的男色形象以及女性对异性、对感情的渴望与诉求。

一、女性对抗男性
张洁的小说《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
（以下简称《烟》
）写了一个靠推销自己性能力傍富婆的男
性性工作者，结果推而不销落入尴尬的境地。张洁的写法，除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西方思潮在中国
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张洁在《烟》之前的作品《方舟》，对于其他女性作家很有影响。王安忆、陈染、
林白等许多女作家殊途同归沿着这一条女权主义标杆的线路创作了很多作品。但张洁自己，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变化。在《烟》这篇女权色彩特别浓厚的小说里，有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反省，但更多表
达的是对男性以性为霸权中心潜意识渴望以此征服女性的蔑视和愤怒。在作品里，女舞蹈家角色反
转，借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羞辱了一番男性。
小说《烟》里，张洁不再固执地坚持“爱，是不能忘记的”，她笔下的男性不再是童话和神话里的男
性，开始跌倒在尘埃的世俗生活里，变得猥琐不堪。张洁用尖刻、老辣的中老年女性的目光，一方面向
内审视自我的性别意识和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对男性的情欲和意图进行了描写和批判。年老色衰的
女舞蹈家，当然，因为成功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多年沧桑让她对男性没有了什么兴趣，但是当一个年
轻男人通过多次写信表达自己的性能力，想通过男色勾引她的时候，她还是将计就计，给了他一个展
演自己的机会。在落地灯的暗影里，她气定神闲地指挥着这个男人一件一件剥光了自己的衣服。不
过，她用他所不断强调的性能力成功地羞辱了他，使他渴望通过献出男色来达到目的的美梦破产。在
这里，张洁通过塑造一个男性性工作者的畸形心理来表达对男性的看法，但同时也暴露了年老色衰的
女舞蹈家变态畸形的一面。男女性别的强烈对抗让这篇小说的格局显得有点狭隘，男性神话被剥开，
中老年妇女在对爱情婚姻幻灭之后的琐屑尴尬以及无止境的怨毒也流泻出来。
这部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改写了看与被看的性别对象。大多数文学作品里，女性是被看的，女
性的身体可以展览和销售，男性身体则有太多的禁忌，但在《烟》里面，老年女舞蹈家是观看对象，既观
看年轻男性的身体，也观看他的灵魂。在历史和文学史语境里，女色总是受到种种曲解，女人因为
“性”受到各种非难，为了生存或者因为被剥夺生活的主动权，很多女性进入到出卖肉体的古老的行业
里，甚至，性工作者产业链，也多指的是女性。新世纪之初，
“妓女”二字被换成“失足妇女”写进相关的
法制条文，但是，
“失足妇女”仍然是女性，强调女性卖身的可能性。然而，张洁却在 90 年代，将传统的

性别视角颠倒过来。在这篇小说里，追求被女性消费的男色出现在舞台。可以说，在历来不平等的关
于性工作者的描写中，大胆的描写男性渴望通过变卖自己的身体谋取利益的意识，张洁算是较早拥有
者。通过作品，张洁将男性对自身集体的性优越提出质疑，它的独特性是鲜明的，带给人特别的触动
和震撼。

二、女性欲望与男性的生存危机
叶弥《城市里的露珠》
（简称《露珠》
）女主人公“我”出于“我需要”的感受，同时“养两个男人”，东西
城各一，就如东宫西宫一般，是对古代宫廷的戏仿。王小波的《东宫西宫》亦如此隐喻，这是作家的有
意为之，无非表明女主人公能力超强，居高临下。
“我”如同露水夫妻一样养着两个男人，可是两个男人
提出生孩子的要求时，
“我”明确地拒绝了，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导意识。在这里，传统女性的
温柔与善良、牺牲与奉献已经被遮盖，女性不再靠性行为和性生育来体现自己的主要价值，而是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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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结成小集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进行嘲弄和反抗。
《露珠》中，以“我”为代表的女性消遣男
色，砸烂以男性为消费对象的俱乐部，建立“夏娃俱乐部”
，顾名思义，是女子为主的俱乐部。
“夏娃俱乐部”和虹影在书本上所建立的“康乃馨俱乐部”是一致的，是一种对传统的破坏和颠覆，
同时也是女性的自建。但是如同王安忆借助“弟兄们”男性化的词汇来表达女子情谊一样，这样的俱
乐部的精神是可怀疑的，它的建构从开始就是脆弱的。这种女性联盟的提出首先从陈染开始。1994
年，陈染提出“超性别意识”，她认为真正的爱（主要指爱情之爱）应该超于性别之上。她解释超性别意
识时说：
“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
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她预言“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1]。
《露珠》中，
男色公关更多是性欲对象，作为女性情欲对象的，则是同性。这点上，叶弥践行着，也可以说是尝试着
走向“超性别意识”，探讨女子的互助与共存，她写出了这种女性情谊联盟的艰难和不易，这种联盟注
定受挫。
首先，维持这样的俱乐部的是金钱。女主人公对父亲炫耀自己有钱，炫耀养几个男人别人会佩
服，但李佳梅们后来砸了男性为主的俱乐部不怕拘留，也并不是因为自己真正的势力如何大，而是仗
着有超过千万的资产加上自身的容貌。这种女性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只不过因为自身
钱财的充满，才有权利支配男人，而本身用的方式和观点还是男权社会话语建立的。其次，这些女性
情谊的维持靠的多是表象，如随意和男性同居，互相包养同一个吃软饭的男人而不争风吃醋，这些本
来也是一种伪饰。再次，她们所建立的俱乐部，只是个人的，并没有得到来自男性的尤其是社会的集
体认同。对男人的渴望，
或者是渴望成为男人，
使她们用的是男人的方式来对抗男人。所以，
最后的结
局是女性的突围彻底破灭了，
“夏娃俱乐部”
最终宣布了破产。男色们依然你方唱罢我登场，活跃在这
些缺性又缺爱的富婆女人中间，寻找他们的猎物，
也同时成为猎人手中的货物，
彼此成全。
叶弥 2014 年发表于《花城》首期的《幸存记》，也是以一个年轻的男性性工作者口吻来描写男妓的

生活，写到了由于性事过度，死在富婆们中间的一个同事。叙述者是一个男色，明知灰暗的结局在等

着他，但是他仍然前仆后继，在生存和物质面前，停不下自己的脚步。叶弥的这种对时代人物卑琐命
运的书写，除了体现女子不易，也体现了男性的不易。时代的焦灼感赶着大多数人在欲望的沼泽里奔
走，人们已经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甚至，作家如此写，也是感受到了这种焦灼对自己的索命追捕。
另外，其他一些女作家也不同侧面地写到不同面相不同性格的男性性工作者，表现女性的欲望与
男性的生存危机。九丹《女人床》、孙瑜《空心床》都是以女性的眼光书写男性性工作者，既反映了此是
消费文化盛行之后流行的产物，也反映了文化迷失者们在社会中空虚无聊的一面，同时也表达了性工
作者不光有性别划分，亦有等级划分。不同的性工作者，由于个人际遇和个人性格经历的不同，命运
也不同。周洁茹《你疼吗》写到一个美容院的男性老板喜欢对顾客动手动脚，各种轻柔撩拨若即若离，
结识了一群“表姐们”，他给她们提供身体，
她们给他提供资金，让他拓展事业。
一般而言，女性较为感性，在现实常态生活中，女性的爱情多以结婚为结果，而婚姻，实际多半是
以外在的社会标准为前提，一些男女的结合并不纯然因为爱情，但即便是因为爱情，在这个文化快餐
时代，爱情也几乎变为快餐的一部分，婚姻的建立和维持，就多建筑在物质基础上，以利益交换为目
的，生儿育女，维持表面的社会形象。实际上，女性的心思比较复杂幽微，社会地位和能力大小在婚姻
里并不对等，这必然导致婚姻冲突。女性在婚姻内被性化或者被作为生育机器生育化，如果经济条件
[1]陈染：
《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 选自《断片残简》，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4-127 页。原载《钟

山》199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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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对传统的男女关系失望，难免寻找男性性工作者对自己进行身体和情感的补偿和抚慰，甚至可
以说，报复。这些小说集中反映了女性的欲望是无助的，注定落空，陷入时代的黑洞里，但同时也显示
了资本侵蚀下青年男性对自己的异化出售行为。男性以潜在的性出售，换取丰富的利益以求自身发
展，而他们的灵魂在日渐漂泊的生活里走向随波逐流，他们也同样陷入时代的危机之中。

三、消费男色：欲望背后的权力关系
色情业在世界范围内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但是色情业的受惠者大多都是男性，女性作为受害的一
方存在着。中国古代文人，更是将青楼描绘为一处旖旎之所，中国古人的恋爱，也多发生于青楼妓
馆。女性作为被消费的对象，一直存在着，即使是 1949 年之后的 30 年，权力与女色的交换，权力对女

性的压榨，也一直存在。关于女性真正消费男色的长篇小说，女作家陈玉春《男色》
（又名《男人陷阱》
）
可以算第一部。
《男色》讲述的是中国一批现代富婆和中国男性性工作者之间复杂的另类的上层生活，
书中描绘了一群为女人提供性服务的年轻男性性工作者。虽然他们出身贫寒，无什么学历，但是他们
年轻英俊，作为“公关先生”，也是一笔非常有效的资源。女作家在作品里如此大规模的描写男色，不
能不说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
在消费时代，对于男色的不同形式的消费，除了与媒体传播以及消费文化的兴盛相关外，更与消
费男色的主要对象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身份的提高有关系。也就如博德里亚所说一样：
“不论在
何处，问题都在于性膨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
整个意义领域……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1]女性对性的消费欲望和男性一样，有很强的生理欲望和
精神欲望。在“文明化”的进程里，相对而言，女性的性欲显得被动消极，但是，从当下对于男色文化的
热烈反映可以看出，女性也可以是并且也能够是男性肉身的消费者。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消费
者，
都逃不出时代的陷阱，
都可能互为消费品，
无论是不同性别的相互消费，
还是同一性别的相互消费，
一切物（包括观念上的物）都可以是消费品，
比如情感的商品消费。在这种语境和社会环境下，
男色成为
女性消费对象的一部分，
就是
“符合意义”
的消费，
也是女性在建立自己主体文化，
建立新的女性形象。
小说中，艾珊、弥、周洁等是几个婚姻触礁的富有女子，有着较宽裕的经济和时间，也受过高等教
育。为了平衡自己和报复在婚姻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她们各自私下找男性性工作者，寻求身体和精
神的慰藉，成为费兵、李森、石头等一群年轻男性工作者的“雇主”。费兵、李森、石头等男色是一批寻
找发财梦的外省青年，出身家境不好，文化低，无特长技能，但是因为长相英俊，他们被聘为“公关先
生”，和男作家王宛夫《机关滋味》里面的公关先生有一致之处。这些人主要是向可以支配金钱和权力
的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
借以获得钱财和其他报酬，
他们或者被迫、或者主动地操着皮肉生意。
作品中，以“我”
（艾珊）的口吻叙事，
“我”年轻貌美，丈夫却性无能，所以过着无正常意义上的婚姻
生活，身体乃至心理都受着情欲饥渴的折磨。在去俱乐部游玩时认识了年轻的费兵，被其英俊打动，
因此随后就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而一直服务于老丑有钱的女人的费兵在“我”艾珊身上第一次尝到了
生理的快感，由此对顾客产生了爱情。然而，这种似乎是交易又似乎是爱情的复杂关系不为社会和伦
理道德所接受。最后，费兵如同大多的生意人一样，走上了卖身者正常的道路，被一个香港富婆包养，
与“我”
（艾珊）在车站充满伤感地告别。
艾珊的朋友弥有当代社会所说的畏触症，这是西美尔提出的观点，尼采也有过简单的表述。弥并
不喜欢找情人，怕被缠住，得养着他，索性只是找男人玩。跟李森在一起不求其他，不拖不欠玩的开心
[1]博德里亚：
《消费社会》，
刘成富、金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9 页。

江苏社会科学 2016/3 ·221 ·

情欲书写与性别政治

就好。李森有个至爱的女朋友，为了与女朋友摆脱贫困生活才卖身的。李森为赚钱不惜一切，随意与
人发生关系，最后在一颗贵重的钻戒的诱惑下，和一个香港来的男人发生了同性肉体关系，不小心染
上了艾滋病，最终悲惨地跳河死去。其遭遇和很多陷入贫困被迫卖身的女性性工作者相似，很模式
化，但是苦难的叙事还是隐隐地为其作品加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相比较而言，周洁与石头的关系相
对简单一些，他们没有肉体上的紧密关联，多是精神抚慰，但同样也是游离在正常的社会关系之外的，
不受祝福。
费兵、李森、石头，这三个男性性工作者，靠出卖色相为生，虽然是自主选择自身难辞其咎，但也是
社会一步步引诱的后果。艾珊、弥、周洁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相貌还可以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的女性，
挣扎在很不美满的婚姻里。出于身体和心理需要，出于对生理的以及精神的爱的渴望和需要，远离了
婚姻的轨道，看起来也是应该审问的。但是，从一定程度来说，她们在婚姻之外，得到了一种慰藉和满
足，谁又能全然否定这种感情呢？整本小说，人物的挣扎无处不在。无论是婚姻里不幸福职场上成功
的女性，还是作为性工作者的男性，他们的挣扎都是严肃的，都来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求
得并不多，但是，他们挣扎的那么艰辛。如同女性性工作者一样，他们一样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生活
在人们暧昧的眼光里，演绎着生之不易、爱之艰辛。
“女性对男权的解构是软弱的，女性的解构之路也是相当漫长的，男性文化早已巩固好的一整套
霸权话语，规定着这个世界的秩序，也规定着两性不同的形象。”[1]陈玉春以细腻的笔调揭开了这一块
隐蔽的角落。在当代文学作品里，以此为描写主题的尚为鲜见。虽然作品里每个角色都是软弱的，但
是显示了作者对男女关系探索的努力。女性作家更注重社会发展对个人的影响，而不是宏大叙事。
小说鞭挞丑恶，但也从不和谐的性交易里，寻找隐藏在人性幽暗之地的亮色，以及小人物的彷徨无奈、
颓废，
甚至罪恶。
与《男色》题名同样有趣的，是发表于同一年的《男豆》，其作者是女性作家钟物言。顾名思义，
《男
豆》也是写男性性工作者的小说。
《男豆》的女性主人公叫男豆，徘徊在包养自己的大款王波和自己包
养的情人林峰之间，辗转演绎资本与爱情不断发生冲突的故事。就本质而言，
《男豆》也是在“影响的
焦虑”下产生的一种对两性生存和斗争的表达方式的追寻。与《男色》同样，
《男豆》同样是在一个较大
的尺度之内，表现了“性”在女性写作中的特殊的意义。
《男豆》中有一段话表达欲望：
“在这个崭新的时
代里，卖淫也不失为一种时髦。是男人的时髦，也是女人的时髦。”[2]很显然，无论男性性工者，还是女
性性工作者，都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的符号，进入消费体系。而就书名而言，
《男豆》和《男色》都有一种
挑衅心理在里面，是多年来男性对女性不公所导致的那种郁郁不平之气的反弹。对于这种故意以性
别色彩命名且含有明显敌意和贬损的写法，长远而言是不利于女性文学的成长和发展的，但从客观方
面来讲，
是可以更容易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
男性，被文化建构为“力”的产物，女性作家在建构男性性工作者时，相对而言，是在反抗现有的大
众文化中男性形象的特征，在重新确立女性的坐标，建构属于女性的话语体系、权力体系、身体欲望体
系。女性作家描写男性性工作者的小说，就是在当代，也是大胆且勇敢的。相对于传统的男性作家描
写男性性工作者侧重于从身体和社会地位进行表面的描述书写，女性作家塑造男性性工作者，更注重
心理的描写，
注重从女性的审美角度出发，
满足女性对男性在生理和情感方面的某种想象。
女性作家描写受辱的不被肯定的容易屈服于生活的男性性工作者，一方面是变相宣泄自身在社
[1]许志英、丁帆主编：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1 页。
[2]钟物言：
《男豆》，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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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性别压力，以看客的姿态在作品里消费男性，寻求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在一种虚构的文学
建筑里，潜意识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女性作家书写男性性工作者，体现了女性微妙的心理矛盾，一
方面，在人物设定方面，不得不符合女性诉求的理想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将现实中男女关系的
不平等兑换为作品里女男关系的不平等。一方面想表现女性的独立和反抗，寻求自身性别价值，另一
方面却不得不借助男性的权力机制话语体系重构女性形象，以此弱化男性性工作者，来显示自身的强
大，实际上却暴露了女性内心的不坚强，以及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势力的强大。

小

结

总之，女性作家描写男性性工作者，是女性渴望建立和掌握自己的女性话语权，也是在追求一种
新鲜刺激的书写体验，是对于性欲和爱情在婚姻家庭之外人性的追求和想象，同时也是对以男权文化
为中心的社会的一种性意淫，在生活和书写中建立虚拟的安全感，回击男性。女性作家塑造的男性性
工作者形象，有着明显的男权烙印的意识，是恋父情结的一种特别置换，在传统的“看”与“被看”间努
力逆转性别对抗。身为女性却不断试图向男性文化靠拢，一面寻求自我价值，一面脆弱，渴望被保护，
这也显示了女性建构男性性工作者形象的无力以及女性自身的脆弱。
在现代化进程中，性工作者与性工作者所面对的顾客，几乎都是由于物的匮乏在寻求支撑，这种
“物”既指物质的，也指精神的，是一种填不满的欲望，归根到底，是信仰缺失或者信仰异化而产生的，
是时代发展进程中必然面对的“茫然若失”。 在弗洛伊德看来：
“满足没有受到自我驯服的狂野本能
冲动可以产生幸福感，这种感觉绝对比通过满足受到自我驯服的狂野本能所产生的幸福更强烈。”[1]弗
洛伊德这里所说的“满足”，主要是一种性欲的满足。对“物”的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性欲的转化，是
一种原始的狂野冲动经过文明熏陶的转移。归根到底，这一切问题，是作为人的信仰的严重缺失所导
致的精神疲软。然而，作为一种女性写作，女性在对男性性工作者的揣度和描摹时，宣泄了自身在男
女感情中受挫的体验，抛弃了传统的主流话语和道德，在禁忌里寻找安慰和佑护，是进步的。女性作
家通过对男性性工作者的幻想和描述，解构了传统文学、传统伦理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营造了超越大
部分人所居于期间的现实，构建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文本，使得性，尤其是男性的性，男性性的出售，不
再为男性作家所把持，争夺了部分的话语权，突破了之前女性在这个领域被遮蔽的状态。这既归功于
当代社会女性取得的较为突出的表达平台，也一定程度上客观显示了娱乐至死年代的一种精神追
求。但客观地说，
女作家在异化男性的时候，
也异化了自身。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先是关注自身内心的呼求，关注自己的身体，虚构女

性身体和经验以供男性观看；接着关注男人的身体，对男人的身体进行想象和描绘，进行批判和修改，
逐渐瓦解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以及叙事模式，将男性当作观看和把玩娱乐的对象，在作品里描
摹，获得审美的快感。从女性自身出发，建构一种新的男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方
式表达女性的自由意志、权力向往（日常生活的政治权力）。女性作家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热情的书
写，是一种女性文化实践行为，不过这一文化行为并没有改变男性根深蒂固的主导地位，女性面对的
仍然是一个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女性仍需努力。
〔责任编辑：
平

啸〕

[1]〔奥〕弗洛伊德：
《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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