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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战争: 一个被/ 美丽0夸大了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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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两性战争0 是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 然 而也是一个被女性主义者所夸大了的命题。

这一命题发源并植根于西方文化话语, 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了 两性关系 建基于独特 的家庭关 系之上, 总体态
势是平等、和谐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 女性处于被动 和妥协, 这种事实 上的不平等 , 也说 明中国古 典形态
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地位的低下, 现代形态中两性之间的争战不 是根源于 人性, 而是中国社 会生产力 和生产关
系所决定的。建构现代形态的两性美学对于最终消除两 性战争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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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学以/ 五四0 新文化运动为开端, 至

概念上执著, 因为, 本文的主旨是就女性文学中经常

今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 这一现象的

见的/ 两性战争0这一命题展开讨论的, 力图澄清/ 两

出现无疑是新千年文学研究的一个好兆头, 但可惜

性战争0之事实、
根源与本质, 引起人们关注文学史

的是, 关于什 么是女性文学, 我想, 不管是学者、
专

上两性审美, 建构现代形态的两性美学。

家, 还是作家与读者, 似乎都不太容易给它下一个定

一

义。这可能是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尴尬。正如刘思
谦所分析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 人们总是习惯于从

关于/ 两性战争0的提法, 由来已久, 特别是西方

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

在/ 二战0 以来, 这一提法非常盛行, 有关战争与两性

学, 就像青年文学按年 龄分类, 西部文学按地 域分

战争的书籍也非常之多。在中国, 是伴随着西方/ 女

类, 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

权0 与/ 女权主义0 思潮引入之后出现的。考其渊源,

方言罢了。果真如此, 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

实际上是把性与暴力( 战争) 联系起来的结果, 特别

码的理论意义, 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 第二性. 位

是/ 二战0 后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应该说, 这是一个

置的作用, 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

非正常的历史产 物, 因为 战争本来就是非 正常的。

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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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个命

女性文学研究由于一开始就强调其性别意识, 故而

名遭到了许多女作家的抵抗, 她们不愿意把自己归

似乎对/ 两性战争0 格外关注。有关此类的研究成果

入女性文学的旗下。吊诡的是, 绝大多数学者, 都是

也很多, 这里只提及王澄霞女士的研究成果5 两性争

把女性文学首先理解为一种性别文学, 研究的对象

战何时休6 [ 2] 一文( 以下简称/ 王文0 ) 。

也基本上是现当代女性作家。在此基础上, 有的加

王澄霞从对四部相同题材的小说、
影视作品即

以进一步修正, 如刘思谦提出了/ 女性文学既是性别

5 杀夫65 杀妻65 人妻65 伙伴6 的分析, 得出一个结论:

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0 , 也就只好在概念上

两性争战之所以历史久远、
旷日持久, 其根源在于人

使用排除法, 即先搞清/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0 。看来

类本性中的占有欲和统治欲, 并指出这是一种动物

这一悖论不是/ 三下五除二0 就能除掉的, 于是徐坤

式的本能。虽然我很赞同她对四部作品的分析, 深

就在她的著作5 双调夜航船6 中使用了/ 女性写作0 的

刻有力, 切中肯綮, 但我仍不能同意其观点。我在此

概念。依我看, 如果把女性文学理解成性别文学, 还

提出三个疑问:

不如叫/ 女性写作0 更恰当。不过, 本文无须在这一

*

其一, 两性 战争果 如斯 言, 历史 久远, 旷 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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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吗?

之外。整体来看, 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基本上从事着

其二, 两性战争之根源是人性吗?

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 受到男性的保护的。这里不

其三, 两性战争是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压

排除一部分男性性格与品质低劣而以暴力压制女性

制吗?

的精神和肉体。但这与两性战争是划不了等号的,

王文首先提出, 两性战争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

更谈不上一个性别对另一性别的 压制。5 论语6 中

就开始了, 母系氏族社会是女性一方占据上风, / 男

/ 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0, 5 程颐语录6 中有/ 饿死事

性只是女性手中的生殖工具和生产工具0 , 最近五千

小失节事大0 , 这些几乎成了现代女性心目中/ 两性

年, 风水变了, / 男性一方对失势的女性一方的专制

战争0 的宣言, 成为女性解放和女权主义的控诉书和

和奴役, 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0 。我认为, 这是

血泪状, 其实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理解, 而没有考虑它

不符合历史事实和 考古发现的。至少也是以 偏概

们的历史语境。徐复观指出, 中国文化中, / 最有社

全, 以局部代整体。现代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

会生活实践意义的是孝( 包括悌)0 , / 孝0 的对象不仅

究证明, 史前时代以从事游牧、
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

是指父亲, 也指母亲, 儒家强调/ 爱亲0 , 包括父母的

的原始民族, 不一定存 在严格意义上 的母系制, 相

舐犊深情( 即慈) , 也包括了子女的孝敬。/ 这种道义

反, 游牧和狩猎的性质突出了男子在氏族中的自存

精神, 可以缓和在经济结合中常常无法避免的利害

和自卫作用, 这些民族大多是父系制或父- 母系制

冲突, ,在灾难中, 不仅不会因外部的压迫而解体,

交融并存的。/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由于妇女从事的

且常因此而加强其内部团结0 , [ 4] 有人或以为/ 孝0 是

采集活动是维系氏族生活的根本保证0 , / 渔猎经济

一种自私的表现, 殊不知, 古往今来, 慈易来孝难, 不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但

是明见吗? 历史上出现 的贞节牌坊同 样是一种人

是, 妇女从事的采集活动却比渔猎生产的收获稳定

祸, 侵犯女性的性自由, 是女性没有地位的表现。殊

得多, 因而在整个生活中居主导地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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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

不知, 这是一种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影响下的现代

代发生了农业革命, 畜牧、
制陶、
纺织等相继出现, 妇

意识。在古代, 在正常的儒家家庭里, 不存在性自

女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 这种社会经济地位, 是尊

由, 除了离开家庭去做娼妓。杜维明说得好:

重女性和建立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0 , / 但是, 史前时

/ 儒家式的妻子就像一笔财产一样为丈夫

代的考古材料并不能表明当时存在过一个母权制或

所- 拥有. , 这种看法并不真实。妻子的地位不

女性权力至上的时期, 我们所说的- 母系制. 更多是

但由其丈夫的地位所决定, 而且取决于她自己

生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
0 换言之, 母系制的产

家世的显赫程度。 ,,儒家式的妻子以其容忍

生, 不是两性战争的结果, 而是与妇女在社会生产中

著称。不过, 妻子的容忍与克制绝非软弱的标

的主导地位有关, 是/ 当时人们的生育信仰和生殖观

志, 而常常是内在力量的一种表达。
0 [ 5]

念的结果0 。所以, 那个时候出现的女神崇拜或地母

这种表达可能隐含着对抗, 但由于妻子巧妙的

崇拜并非两性战争的表征。妇女之所以能在生产活

操作而化解, 故在今天可能导致/ 两性战争0 的家庭

动中占主导地位, 是与当时简单的社会分工所决定

琐事在古代反而成为一种和解艺术。

了的, 也是后世/ 男主外, 女主内0 的雏形。把男性说

梁漱溟说过: / 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 则于近

成是女性手中的生殖工具和生产工具更是无根无据

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 将必恍然有悟, 灼然有

的。至于以后出现的变化, 并非女性在/ 两性战争0

见。
0 [ 6] 这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中国人的两性

中失败的结果, 同样是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 它是一

关系是由家庭囊括了的, 比如古代的妓女都是无家

种自然过程。人类要生存、
要发展, 谁也不能违背这

庭之人, 这种人一般是不允许进入一个正常家庭的。

个过程。

家庭和谐则两性和谐, 则社会和谐, 对中国家庭的认

我也不否认在几千年的历史中, 出现过男性对
女性的/ 压迫0, 特别是/ 三纲0 对女性的禁锢。但是,

识之 深刻, 莫若 70 多年前 的卢 作孚先 生( 18931952 年) , 他说:

客观地、
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现象, 把它上升为/ 两

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 亲

性战争0 , 似乎是言过其实的。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

戚邻里朋友等关 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

化为核心精神, 先秦儒家尤其强调家庭内部的和谐,

活。这两重社会生活, 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 范

/ 男有分, 女有归0 , / 长幼有序0 。这一精神基本上是

围了中国人的活动, 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

贯穿了中国历史, 但自两汉以后, 出现了政治化的儒

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 ,,人每责备中国人只

家, 强调/ 三纲0 , 儒家为统治者所利用, 不仅/ 夫为妻

知有家庭, 不知有社会; 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

纲0 , 还有二纲/ 父为子纲0 、
/ 君为臣纲0 都是针对男

没有社会。就农业言, 一个农业经营是一个家

性的。与其说女性受到了男性的压制, 毋宁说是受

庭。就商业言, 外面是商店, 里面就是家庭。就

到了专制政体的压制。因为男性也没有出乎/ 三纲0

工业言, 一个家庭里安了几部纺机, 便是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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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言, 旧时教散馆是在自己家庭里, 教专馆

其实这种冲动不是无缘无故的, 而是或出于美, 或出

是在人家家庭里。就政治言, 一个衙门往往就

于爱。

是一个家庭; 一个官吏来了, 就是一个家长来了

从善、
以善为美, 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正是

,,人从降生到老死的时候, 脱离不了家庭生

因为这样, 使得中国文化中没有多大的进攻性, 而任

活, 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赖。你可以没

何战争当然都 是出于利益之争的攻守, 在/ 两性战

有职业, 然而不可以没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

争0 中, 我们难以发现这种利益冲突。在中国传统文

供给于家庭当中。你病了, 家庭便是医院, 家人

化中, 一个家庭中, 女性的利益也就是男性的利益,

便是看护。你是家族培育大的, 你老了, 只有家

二者是不可分的。而中国传统女性所受最多的教育

庭养你, 你死了, 只有家庭替你办丧事。家庭亦

就是/ 相夫教子0, 以此作为美德, 事实上这种美德仍

许倚赖你成功, 家庭却亦帮助你成功。你须用

有其现实意义。现在不都在讲/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

尽力量去维持经营你的家庭。你须为它增加财

后都有一个好女人0 , / 好女人是男人的一所好学校0

富, 你须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这样仰

吗? 中国传统女性之所以被人认可称赞, 在于有如

望于你, 社会众人亦是以你的家庭兴败为奖惩。

下优点: 聪明( 才) 贤惠( 德) , 宽容忍让, 重情轻利, 美

最好是你能兴家; 其次是你能管家; 最叹息的是

丽优雅, 能干( 才) 温和( 德) , 忠贞敬( 长) 爱( 幼) 。怨

[ 7]

不幸而败家。

妇、
泼女、
荡妇则相当少。

因而, 中国文化从家庭出发, 认可的两性关系就

梁漱溟说: / 中国文物制度正是根本于自然法,

是夫妻关系, 并把它作为人伦之始。因违背这一人

故亦与自然同其悠久。礼俗本来随时在变的, 其能

伦而导致的任何问题都不必套用西方的观念。西洋

行之如此久远者, 盖自有其根据于人心, 非任何一种

人一人可成一家, 中国一人不成为家; 西洋人一家可

势力所能维持。
0 [ 6] 此话诚为确论, 中国文化与西方

能分为几处, 而一人一家。中国人一家如分几处, 仍

文化之不同点就在于中国人重集团轻个人, 中国的

是一家。

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庭, 而西方则认个人与社会

二

为对立的本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就是西方的
一大问题。因为西方文物制度是建基于权利, 个人

王文还指出,/ 两性战争0 的根源是出于人性中

与个人之间,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依赖于法

的自私、
占有欲和统治欲即王文中的关键词/ 动物本

律来解决。故而才有/ 两性战争0 这个提法。但中国

能0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韩非就是把人的欲望看

轻个人并不意识着个人就不重要, 儒家首先着眼的

作是一切祸难的根源, 因为在韩非看来, 欲的表现就

便是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 即如何做人。中国文

是追求美。关于人性, 先秦儒家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物制度与社会秩序即由此着眼。

一是孟子所说的/ 人性善0 , 一是荀子所说 的/ 人性

还有一个最能为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作为例证

恶0 。到底谁是谁非呢? 这一直是思想家们研究争

的便是中国妇女的缠足。/ 五四0 中的精英们首先提

论的焦点之一。我不便在此置喙。但是从历史上来

出的便是要解放妇女的裹脚布, 无疑这是具有历史

看, 中国文化中始终强调的是孟子所说的/ 人性善0 。

意义的。诚然, 缠足是使中国女性接受女性这种角

而/ 人性恶0 没有多大市场, 原因就在于在/ 性恶论0

色的方式, 但是, 在历史中, 缠足却是被当成一种女

中, 人欲的积极意义及本质皆丧失, 失去了向人文精

性美学而传播开来的。尽管我们以现代意识看, 这

神转化的可能性。

种/ 美学0 是丑陋的, 但无论如何是与/ 两性战争0 风

人身上到底有无动物本能? 一般的看法是, 人

马牛不相及的, 就类似于今天女性热衷于整形一样。

既然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就难免带有动物的胎记。

女性主义认为这是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而出现的,

生物进化论者持这种观点。其实, 这是一种基于表

是男性自私的表现。其实这和很多人以为自私是人

象浅显的逻辑顺推, 混淆了人与动 物的根本区别。

的本性一样完全是一误解。男性要欣赏女性美, 有

因为人类固然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但这种进化不是

着许多的方式, 非止缠足一途。

简单的生物进化, 而恰恰是从动物的本能中解放出

男性控制着女性的身体, 当然是一种不平等的

来的。舍此便不成其为人, 舍此也就是让动物混进

关系。所以, 必然发生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正如

了人类。因为动物的本能是以生存为限, 而人类恰

娜拉一样, 她意识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人, 其次才是

恰突破了这个界限, 悠然于外。把自私归诸于人的

一个女人时, 她离家出走了。这本身说明男性控制

动物本能就是这样一种误解。人类的自私、
占有、
统

不了女性 的身体, 她有 出走的自由。娜拉成了/ 五

治欲与动物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譬如这种自私、

四0 解放运动的一个很好的符号。然而, 娜拉出走容

占有与统治欲往往出于 追求事业、
爱美向善之心。

易, 但走出去之后怎么生存尚是个问题。正是在这

再譬如人的性欲冲动, 常被人视为一种动物本能, 究

个意义上, 鲁迅先生写了5娜拉走后怎样6 , 指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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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斗争取得平等的经济圈, 徐复观先生也说:
/ 在一个沉滞的社会里, 提倡娜拉从家庭出
走, 这很容易使人耳目一新。但欧洲近代妇女

当然, 男性岂能心甘情愿? / 性战争0 就先于/ 两性战
争0 而爆发。然而, 社会的进步, 时势的迁移又是男
性所挡不住的历史车轮, 时代帮了女性这个大忙。

从家庭走向工厂的前一段历史, 未必可以代表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此轻松了, 弗洛伊德

妇女的解放, 而我国则中上人家的妇女, 多从家

曾这么说过,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的性自由

庭走向麻雀牌桌子上 ,,0 [ 4]

不断被剥夺和限制的历史。/ 性解放0 常常导致更残

所以简单地鼓吹/ 两性战争0 , 未必符合历史事

酷的性掠夺, 因为男人常常仅仅因为带女人出去吃

实。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一般把/ 两性战争0 归诸两性

了一顿饭或看了一次戏, 就强迫女人为他提供性服

关系中的等级制度, 这种等级制度不是由人性引发

务) ) ) 有时( 譬如,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 约会强

的, 换句话说, 人性的优劣不必然导致等级差别或者

奸0 中) , 女人被迫与男人性交[ 8] 。

两性战争。

这样, 新的/ 两性战争0 必然继起。这恐怕与人

综上所述, 王文的观点代表了当前女性文学研

性无关了, 与性别压制无关了吧。所以, 要终结现代

究的一个普遍观点, 历史上的/ 两性战争0 是一个被

意义上的/ 两性战争0 , 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来寻找出

/ 美丽0 夸大了的命题。如果说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中

路, 可能太过于空想, 须知, 真正是人性上的原因, 要

的/ 两性战争0有其宗教、
文化、
历史等背景, 那么中

改变人性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 还是一个漫长的历

国女性主义文学话语中的/ 两性战争0 纯乎一个植根

程, 五千年来都没有改变的人性, 通过运动就能改变

于西方话语中的外来词。而过去乃至目前的西方女

得了吗?

权主义简直就是一个新的教主, 一边死盯着天主教
对女性的偏见, 一边散发着对女性主义的各种指令,

三

这一串串新名词的底下大都透露出现代女性的感性

本文也以时下比较热门的几部小说或影视作品

直觉, 不容你有任何微辞。也许对这种新教主式的

为例, 进一步说明现时代的/ 两性战争0 的发生及其

话语进行冷静的剖析, 有助于清理这些话语背后的

实质。一部是5 中国式 离婚6 ( 王海

思想逻辑。

/ 中国0 , 是 20 世纪末以来国内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

性解放、
叛逆、
权力、
独立、
平等、
女人等等常常

) 。凡事冠以

形态话语表现, 意在标示/ 中国特色0 , 反映/ 中国国

是女性主义、
女性文学的几大关键词。这些关键词,

情0 。离婚自来被认为是/ 两个人的战争0 的最终结

首先是作为意识形态出现的, 它们俨然构成一部/ 性

果, 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根源当然还是因为男性

政治0 学。然而, 我们无论如何看不成/ 两性美学0 这

的压迫。作品中的女主角林小枫只为在自己家中看

个词。现代意义上的/ 两性战争0 说到底就是权力的

见肖莉一件上衣, 就断定丈夫和肖莉有/ 奸情0; 只是

战争。正是由于现代女性对权力的欲望和因为缺乏

看到宋建平在街上把娟子抱起, 不问事故缘由, 就怀

金钱和地位而无法获得权力的叛逆, 而出现/ 两性战

疑二人有越轨行为。根本就没有进一步的思考, 更

争0 这一概念的。所以, 经济上要求独立, 地位上要

没有进一步的调查, 就大吵大闹, 没根据的怀疑、
跟

求平等是女性解放最早的两大呼吁与诉求。因为只

踪, 到单位去闹, 扇实际无辜的肖莉和娟子嘴巴, 甚

有获得了这二项才有可能获得权力。我不反对甚至

至想方设法, 摆下/ 鸿门宴0 : 请客, 以便用酒菜里下

积极主张女性获得权力, 但是女性要获取这些权力,

安眠药的办法使中计后的老宋娟子躺在一起拍照以

尚任重道远。获取权力的方式无非是两种: 一是直

取伪证来绳之以法。这些情节无疑是不可能发生在

接进行权力迁移, 这种迁移常常意味着/ 战争0 , 因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身上的, 林小枫作为 21 世纪

男性不大可能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 两性战争0 由

的一个知识女性,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思想的影

此爆发。一是间接地进行交换以获取权力, 而交换

响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大概是中西方女

是需要有资本的。女性手中仅有的资本可能就是身

权主义者乐见的叛逆与反抗。可是溯其根源, 我们

体, 即/ 性资本0 。有人说, 知识不是一种资本吗? 诚

看不到作为男性的丈夫和男性社会的压迫, 相反, 作

然, 通过知识获得权力的女性并非没有, 在现代社会

品揭示的 却是女 性本 身的原 因而导 致的/ 两 性战

是越来越多, 但是要付出比男性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争0 。这样一种两性关系, 没有审美的成分, 更不存

因为这种资本并非女性所独有, 男性同样拥有, 女性

在互相审美。这里, 我们看不出女性的个性, 相反,

必须与男性展开自由竞争, 这种竞争很有可能升级

倒有着 21 世纪的共性: 那就是女性对中国传统社会

为/ 战争0 。正因为性资本是女性所独有的, 于是/ 性

中希望/ 夫荣妻贵0 的反复强调。稍微有些现代气息

解放0 就成为女性解放和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

的便是, 一旦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 女性们有了反抗

唯有把自己仅有的资本从男性的附庸下解放出来,

的权力。如果稍稍进行深度人性追问, 不难发现现

获得自由支配的权力, 女性才有可能运用这一资本。

代女性在经历挣脱男性控制, 获取较为宽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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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 与男性一样追 逐社会, 饱经沧桑和磨 砺之

战争与和平是不可避免的。不过, 正是由于这种社

后, 还是发现这样一种好不容易获得的解放, 与目前

会性, 和大自然比起来, 两性间的/ 战争0 更有可能稍

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脱节, 这种

不小心就会破坏这种生态平衡, 甚至摧毁整个人类。

脱节就是疏离社会现实, 或者说是一种/ 乌托邦0 的

但是这种/ 战争0 毕竟又是在文明之中进行的, 人类

现实, 于是甘愿退回到传统。但是女性现代意识中

发展至今, 两性间的和谐总是居于主流。人类有克

的传统却又不完全是建立在过去, 她们希望获得身

服/ 两性战争0 的智慧与办法, 虽然没能永久地消除、

体和精神上的/ 幸福0, 那就是男性全部的爱和经济

终结/ 战争0 。历史上/ 重男轻女0 的习俗虽然是由劳

上的自足, 而把爱情这种两性审美关系中的最重要

动分工而产生的, 但是它的不合理性确实在某种意

元素等同于婚姻, 索取的成分多于奉献, 世俗的成份

义上导致了/ 两性战争0 的残酷性和长期性, 也是导

多于审美。最后上演的那场鸿门宴其实就是5 杀夫6

致女性地位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性的劳动分工

的另一个版本, 这种精神上的/ 杀夫0 比肉体上的/ 杀

使得男性以社会为主, 女性以家庭为主, 影响到生产

夫0 甚至更为出色。

资料占有形式, 从而影响到两性的社会地位, 进而影

无独有偶, 与现实生活更为切近的5 手机6 , 虽然

响到对两性教育重视程度的区别、
婚姻的形式、
一种

不能归入/ 女性文学0, 但它反映的两性关系更有普

性别对另一种性别从政治到经济再对心理的依赖关

适性。如果说5 中国式离婚6 可以解释为/ 男权格局

系等等, 这种依赖关系还会影响到两性一般的行为

下的女性视角0 [ 9] , 那么5手机6 无疑更是男权格局下

方式, 如女性的被动性、
对自身外表吸引力注重, 对

的男性视角了。其实文学批评这种过分强调作家的

于侍奉男性的技能、
性情的自觉培养; 同样也会影响

性别意识或性别视角于事无补, 这世间只有两性, 非

到男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注重, 对于独立承担社会

男即女, 任何事物都逃不脱这两性的审视, 其结果只

角色的技能和主动性、
支配性人格的培养等等。

会是纠缠在性别差异之间。5 手机6 中费墨的一声长

而且这种由生产劳动关系而引起的偏见或者歧

叹, 与5 中国式离婚6 中林小枫的回归/ 夫荣妻贵0 有

视只有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而有所改变。中国

着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上长期的小农经济正是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本原

/ 还是古代好啊, 古人进京赶考, 一去两三

因, 马克思主义那种/ 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

年, 回来后说什么都是成立的。
0

改变0 的观点正适合为此做出解释。不过, 这种改变

林小枫的反复强调与费墨的一声叹息, 代表当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又是有限度的, 生产力不可能一

代两性对现实的无奈和 逃避, 目的 地都是一致的。

下子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科学

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着重大的区分。费墨和严守一作

技术的高度发展, 到今天/ 两性战争0 反而越来越成

为 21 世纪的男性知识分子, 试图同时周旋在几个女

为令人关注的问题之原因所在了。但是女权主义把

人之间, 而恰恰因为现代媒介经常泄露/ 天机0 : 侵犯

两性战争归诸于阶级或等级制度也是有问题的。这

个人隐私空间。小说和电影的主旨, 再度演绎/ 男人

是因为, 社会性别学家已承认, 从时间上看, 性别的

爱撒谎0 的经典版本。这里面的/ 两性战争0 不再是

社会建构源于两性的社会分工, 而这种社会分工又

权力或利益的问题了, 而是换了一个新的视角: 现代

早于阶级的产生。因此, 阶级理论尚不能触及性别

科技文明暴露出来的两性关系中的真实性问题。男

的社会建构的源头, 它只能为社会性别理论提供某

性在这里 ( 确切地 说是在 女性主 义面前) 再次/ 失

种参照。西方后女权主义也已意识到女权主义的激

语0 。5 手机6 中的一个经典情节就是接电话中/ 对、

进, 逐渐转向温和与理性, 而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后女

啊、
行、
噢、
啊、
嗨0 这一系列感叹词被编导发挥为一

权主义时代尚不可知。

对情侣之间的亲密谈话, 让人忍俊不禁。

现阶段那种依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主要是指

二部作品其实都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考, 那就是

经济上的发展即发达, 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

在现代社会里, 两性之间的伤害也许不可避免, 面对

应。鉴于此, 上世纪 90 年代,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

这种伤害, 该如何应对和选择的问题。换言之, 是如

和安娜# 布里吉特#凯恩提出了/ 超越发展0 [ 10] 的重

何建构两性生态的思考。

要概念, 并指出/ 社会进入工业化后便可实现福利,

作为社会关系的两性关系是一种生态关系, 和

缩小极端的不平等, 并给予个人尽量多的幸福0 其实

大自然生态关系一样, 是一个生态链。但又毕竟不

是一个/ 神话0 , / 经济增长是推动社会、
精神、
道德诸

同于大自然, 两性关系经过多次进化才超越大自然,

方面发 展所必 要的和 足够的 动力0 , 也过于/ 简单

那种适者生存的理论并不适合于两性关系, 因为这

化0 。现实的例子是在国际关系中, 尽管全球都在讲

种两性生态相对于大自然要单纯得多。并且这种生

发展, 但南北之间的差距却不仅没有缩小, 而且越来

态既是自然形成的, 又是社会赋予的。它是一种社

越大。所以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应是/ 意味着在理解、

会化的生态关系, 其内涵和本质又十分复杂, 因而,

团结和同情中生活, 在不受剥削、
辱骂和歧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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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活0 , / 发展的目标涉及到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

学家如培根、
黑格尔等的探索。中国哲学思想中虽

经济因素应受到控制, 并把人类的和伦理的标准作

然没有此类专门论述两性美的著述, 但两性审美的

为目标0 , / 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

历史同样是悠久的。

西方的经济、
文明和文化模式0 。因而, 在我看来, 在

20 世纪以来, 美学领域出现了以蔡仪为代表的

两性生态上也应该超越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模

认识美学、
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
以潘知常为

式, 突破西方的文化话语和价值思想观, 那就是把两

代表的生命美学这样几个美学学派。同时也出现了

性生态关系纳入美学的范畴, 而不仅仅拘束于生产

带有学科性质的美学研究, 如文艺美学, 生态美学等

关系, 确立其审美关系,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

等。那么两性美学的提出究竟该归入学派还是学科

现代形态的两性美学, 这样就可以把/ 重男轻女0 这

性质呢? 就中国的过去和目前来看, 中国没有/ 两性

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剔除出历史舞台, 把/ 两性战

美学0 这样一个概念, 因而, 也没有专门的系统研究,

争0 化为两性和谐, 一种审美的和谐。

倒是有些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有过/ 性美学0 的说

四

法, 但是从研究情况来看, / 性美学0 无异于/ 性别美
学0 , 主要内容是男性和女性的性美特征。/ 两性美

两性关系不仅是家庭关系之一, 而且也是社会

学0 不等于/ 性美学0 , 两性美学应是以研究男女两性

关系之一。单纯突出某一性都是不合情理的, 也是

之间的审美关系的学问, 但性美学无疑也是两性美

不现实的。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 而不是相互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两性美学是一门科学, 当然

对立的。要避免/ 战争0, 就要摆平这种关系, 取得两

应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可以是社 会学和心理

性关系的平衡与和谐。

学、
文化人类学和美学、
伦理学甚至生物科学等相互

在中外文学史上, 两性审美可以说是一个共同

交融的一门交叉科学。社会学中的女性学, 心理学

的主流命题。西方的5 灰姑娘6 和5 睡美人6 , 都是主

中的性心理学, 无疑也都可以用来作为建构两性美

动的男性营救被动的女性; 中国的5 诗经6 开篇便是

学的资源。同时它也不 排除其他学科 的介入与融

/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0 表达

合。比如西方女权主义, 也可以被用来作参照。女

的是男性对女性主动的爱和追求。倘若没有男女两

权主义主要是从/ 性政治0的角度来研究两性的社会

性之间的这种审美关系, 文学史上不大可能出现如

性别角色与作用, 虽然与我们所讲的两性审美关系

此和谐、
美妙的音符。中国文学史上正是以5 诗经6

建构无关, 但也可以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

为发端, 绵延数千年,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两性美学,
构建了一部独特的两性审美史。

正如女性文学得益于女权主义思潮一样, 两性
美学的体系研究完全可以把文学艺术作为文本和研

两性美学并非笔者提出的一个新名词, 在康德

究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 这面镜子中反映

那里, 论述男女两性在美和崇高的特征上, 就包含着

出来的生活情况与问题, 要比从意识形态出发进行

两性美学的丰富内涵, 具体体现在他的5 对美感和崇

的抽象的思辨和讨 伐要明确得多、
具体得多、
真实

高感的观察6 中, 康德把女性称作为美的性类, 男性

得多。

则称作为崇高的性类, 两种性别都在自身结合崇高

两性美学的研究虽然还是一个空白, 但是古今

和美, 女性对一切美丽的东西有着天然的爱好, 她们

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

热衷于打扮, 爱好清洁, 品格善良, 能控制自己并富

的实例。文学史上反映出来的两性审美观念, 对于

有同情心。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有理智, 女性的理智

建构两性美学的理论体系, 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资源

是优美的理智, 男性的理智是深邃的理智。康德认

和财富。

为, 深思熟虑, 艰难地学习, 痛苦地思考, 是不适合女

五

性的, 这些品质使女人成为冷漠和惊异的对象, 减弱
了女性的魅力。康德还认为, 女性的美最终和性的

两性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在目前十分

吸引有关,/ 这种令人消魂的力量在其根本上是同性

必要,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两性审美关系和审

的吸引有关0 [ 11] , 把人的美和道德联系起来 是文艺

美观念上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有

复兴以来的思想。人的容貌美在于表情的温和、
活

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比如家庭伦理

泼和严肃, 之所以美, 是由于它们是内在道德善的表

问题, 艾滋病问题, 两性战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

征, 外在美以内在善为根基。康德也以为, 没有道德

系列社会问题。

性, 容貌即使很漂亮悦人, 也使人发生冷漠。
这里, 康德以崇高和优美作为区分两性性类的
美学思想, 可能被女权主义批驳为男性中心主义, 但
它无疑具有开创性, 在两性美学上, 开启了以后的哲

两性美学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便是两性之间到底
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关系, 以及如何建构这种
关系。
两性之间可以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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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建立一种统治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历史上都

的, 但问题是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而不单单是一

出现过, 并且都同时存在过。在中国, 以儒家主张的

种生理性别而存在, 它只是两性关系中的一个方面,

性本善出发, 主张建立一种和谐的、
亲密的、
典雅的

单纯地研究、
审视女性而把另一性抛在一边, 似乎于

两性审美关系; 以法家主张的性本恶即人性本有逐

女性研究并不利。所以 只有把两性平 等地结合起

利的天性出发, 主张建立一种严刑峻法来控制的统

来, 展开双向互动的审美研究, 才是最恰当的途径。

治关系。这种统治关系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被统

把女性作为一种主体也好, 作为一种客体也好, 都是

治阶级拿来作工具的/ 三纲0 教条。这样建立起来的

相对片面的, 最好的办法是既当作主体又当作客体,

两性审美关系必然是一种畸形的审美。比如把女色

超越于主客体这种关系。两性美学就应该是这样一

当作一件物品, 或 把女性当成淫乐 或生殖的工具。

种超越主客体关系的美学范型, 强调两性的相互依

( 值得指出的是, 不仅如是, 也有把男性如俳优、
乐师

存、
平等和谐。

当成玩物的。
)

两性美学严格地讲是美学的一个范畴。因为美

中国文化最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儒家

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人的/ 审美活动0 , 当然就包

重视/ 友0 ,5 论语6 开篇就是/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

括了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审美活动。不过, 两性美学

乎! 0同性之间可以建立/ 友0 , 两性之间同样可以建

更突出两性双方的审美互动。美学又是研究美的,

立/ 友0 。在儒家, 两性间的/ 友0 , 在家庭内部表现为

包括研究美的本质和规律。那么两性美学就可以是

夫妻关系, 主张/ 相敬如宾0; 在社会上表现为/ 仁0 ,

研究两性美的本质和规律的。美学研究还是研究审

/ 仁者爱人0 。因此, 自古以来, 中国人两性间的关系

美关系的, 包括研究主客体的审美关系, 艺术与现实

主流是神圣的欢爱关系。

的审美关系, 研究对象的内容与形式及形式间各部

这样一种神圣的欢爱关系, 通过文学艺术表现

分的审美关系。那么这种审美关系中本身就应包括

出来就是健康的审美关系。爱情和性爱, 一直是这

两性之间的审美关系。美学同时还研究审美经验,

种关系的主要讴歌对象。所以在先秦时期, 孔子说:

审美经验是审美活动的产物, 它包括审美主体的审

/ 不学诗, 无以言0 。即是想通过学习5 诗经6, 懂得爱

美态度、
审 美心理、
审美 趣味以及审美 走向等等内

情的神圣和相思的无邪。孔子的/ 诗教0 就是要建立

容。两性美学不同的是, 两性双方既是审美主体, 同

这样一种和谐的两性审美关系, 让人们从小就树立

时又是审美客体, 或者说都是审美主体, 又都是审美

一种典雅、
中和的两性审美观念, 这样的人才算是一

客体。两性美学中的审美经验应该更丰富、
更复杂、

个人, 否则就和不会说话的动物没有区别。

更深刻。

孔子强调/ 爱0, 而/ 罕言性0 。但是也强调爱发

这样, 两性美学固然依存于美学, 因为美学研究

源于性, 即人的天性, 是天命所赐。这与后世的性当

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两性审美研究, 为两性美学提

然不同。我们今天讲的性侧重于美, 而先秦儒家讲

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同时又可以从美学中独立出

的性侧重于善, 善是一种价值判断, 重视价值判断,

来, 建构一个现代形态的两性美学体系。既是可行

主要是要建立人的价值至上观。性之美包括两性主

的, 又有必要性。当然, 这种现代形态的两性美学体

体的美和两性关系的美。前者又包括男性美和女性

系无疑是东方的, 中国的。这是因为, 在过去, 讲到

美, 后者又包括性爱美和爱情美。性美的领域大致

美学基本上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范畴, 而东方美学特

包括心灵美、
人体美、
服饰美、
行为美等主要方面。

别是古典美学型态至今还没有形成理论表述。而我

先秦儒家没有一个与主体性的美相对的概念, 但在

们所要建立的两性美学体系, 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的

先秦儒家那里, 比较强调的是心灵美、
行为美、
服饰

实际。而要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 必然不能脱离自

美, 且把它们纳入礼的行为规范中。而人体美大概

己的文化背景, 特别是有着二千多年的审美文化背

与儒家强调的德政没有什么关联, 而主要通过诗教

景, 脱离了这个背景, 必然会脱离中国的现实。尽管

得以体现。儒家是把美与道德联系起来的, 这比康

全球化迫使我们接纳西方审美文化观念和经验, 但

德要早了许多年, 强调了对人体美的超越。

我们只能采取吸纳、
消化、
相互融合的态度, 而不能

正如单纯地只讲/ 爱0 而不谈/ 性0 一样, 如今的

抛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不 顾。尤其是 在两性审美

局面是力捧女性研究而不提两性研究, 特别是一些

上, 人们更容易把西方两性审美经验和审美观念套

研究机构挂出来的都是/ 女性研究中心0 、
/ 妇女问题

进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观念之中。

研究0 、
/ 女性文学研究0、
/ 女性文学批评0 等等, 如果

总之, 我们建构自己的两性美学体系, 不是为了

说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侧重或强调男性, 导致女性地

取悦别人, 更不是为了取悦两性中的任何一方, 而是

位偏低、
女性声音偏小, 女性精神偏弱等不平等的事

通过建构起现代形态的两性美学体系, 消除两性之

实, 那么今天走向另一个极端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

间的紧张, 建立两性之间互信、
互爱、
相互欣赏、
相互

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当然有人 说这种担心是 多余

促进的审美关系, 逐步消除两性战争, 最终以建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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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谐两性、
和谐社会为目标, 真正实现人类几千年

的真谛和规律。在此基础上, 研究两性审美的发展

来的/ 大同0 理想。

历史, 了解其发展和嬗变的规律和特征, 进而探索其

为着这一目标, 我们从两性审美发生学入手, 探

发展方向。

讨两性审美活动的起源与发生, 掌握两性审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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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debate as an over- exaggerated proposition of beauty
) ) ) Reconstruction of t he modern morpholog ical est het ics of sex
LIU Xu- yi
( School of Chinese, Y angzhou U niversity, Yangz 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As the debate over sexes is regarded as a crit ical issue in t he modern feminist ic lit erary researches, it is more oft en ex aggerated by feminists. T his proposit ion is root ed in the w est ern cult ural discourse. In
cont rast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is a unique phenomenon and remains st able of family relations in Chinese cult ure.
How ever, females are vulnerable and compromising throughout history. T his inequality speaks for the lower stat us of w omen in old t imes. T he paper reveals that t he real cause is not humanism, but the social relat ions. So it
is posit ive t o reconstruct the modern morphological est hetics in event ually elim inat ing sexual debat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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