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
－魏伟
在中国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围绕同性恋
再现的“符号性灭绝”已经有些许松动，出现了目前的“受到审查的公
开”，“同志”社群的文化可见度获得了提升但是，这种文化可见度可
能一方面进一步放大和强化关于同’陛恋群体的社会污名，另一方面
也可能在同性恋群体内部制造基于其他社会差异的隔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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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热门影片《非诚勿扰》对同性恋的再现。通过对过去三十年同性恋

题材一主要是男同性恋题材——的华语电影的发展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文章把影片
关于同性恋的再现纳入一个不断变迁，映照社会政治和反思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之中。
本文对这部影片相关剧情展开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同性恋再现的公共
性是如何在审查权威的监控下得以实现的。结合影片上映后引发的各方争论，尤其是来
自同性恋社区和运动积极分子的反应，文章最后讨论了同性恋电影对当代中国同性恋社
群争取公共空间，提升社会可见度，并最终实现平等权利的意义。
［关键词］《非诚勿扰》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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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２００９年的戛纳电影节，国内的各种媒体给予了密集的关注和报道，①并为同时
有四位华人导演的作品入围竞赛单元而欣喜，它们分别是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蔡
明亮的《脸》、杜琪峰的《复仇》和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由于共同的华人背景，他们的
参赛影片都被贴上了“华语影片”的标签。然而，和往届不同的是，媒体在对此次参赛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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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影片进行报道时，着力渲染的另一个关键词却是“同性恋”——除了杜琪峰的《复仇》，
其他三位导演拍摄的电影，或是以同性恋为题材，或片中展现了大段的同性之爱。按照国

内一家媒体的说法，“有同性恋电影扎堆之感”。②虽然此次三部同性恋华语影片在戛纳的
表现并不抢眼，仅《春风沉醉的晚上》获得最佳编剧奖，但华语电影以同性恋题材参评各
大影展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自从１９９５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赢
取金棕榈大奖之后，同性恋题材的华语影片频频受到世界三大影展和美国电影学院奖的
垂青，成为世纪之交世界影坛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此次参评的李安和蔡明亮就是这
股风潮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前者凭借《喜宴》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又凭借《断背山》
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而后者的《爱情万岁》曾获得威尼斯影展金
狮奖，又凭借《河流》获得柏林影展银狮奖。虽然华人导演的同性恋题材影片在国际影坛
屡获肯定，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还是从《霸王别姬》开始，这些影片在国内严格的电影审
查体制之下，基本都无法在影院公映，③而只能通过盗版影碟或互联网等途径获得和大
众谋面的机会。这些影片无法正常上映的原因就是涉及同性恋这样一个在中国社会依旧
敏感的话题。因此，尽管国内媒体对２００９年戛纳影展华语影片的报道铺天盖地，但由于
上述原因，这几部影片也注定无法公开上映。但是，颇为出人意料的是，当代中国最为成

功的商业片导演冯４，Ｎ，在２００８年底推出的贺岁喜剧片《非诚勿扰》中，却出现了一个同
性恋者的人物形象——艾茉莉。影片延续了“冯氏喜剧”一贯注重调侃的特点，讲述了一
个由葛优扮演的“海归”秦奋回国征婚过程中遭遇形形色色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让观众
捧腹的经历，其中就包括一位同性恋者前来应征。这段戏不过４分多钟，却是国内主流商
业电影中，首次直接出现的同性恋者形象。由于影片喜剧效果突出，《非诚勿扰》取得了巨

大的商业成功，上映一个月的票房收入就突破３亿元，成为中国电影有票房数据统计以
来最成功的电影，并且获得了代表中国官方最权威声音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赞
誉。④

除了票房上的成功，《非诚勿扰》影片本身在艺术价值方面其实乏善可陈，另外，本片
也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同性恋的内容仅仅是作为次要剧情和商业噱头。但
是，作为一部国内的主流商业影片，在目前对同性恋内容进行“符号性灭绝”的严格的电

影审查制度下，能够得以公映并取得成功，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正如当代中国同性恋
权利运动的旗手人物，著名学者李银河在她的博客中写到的那样：“在受众如此众多的一
部公开发行的中国影片中，出现了一位同性恋者，而且异性恋主人公对他的反应还算正

常、自然，应当说是一个突破。”⑤影片是如何突破中国政府电影审查机构关于同性恋内
容的禁令，并非本文关注的问题。笔者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非诚勿扰》对于同性恋的再现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正如克里斯·贝瑞（Ｃｈｒｉｓ Ｂｅｒｒｙ）在谈
及东亚国家的同性恋影片评论的那样，这些电影试图表达的只是那些具有现代西方意义
下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人群，和其他人想象下的具有这样认同的人群（或者有时是其他任
何一种不同的酷儿认同）。换句话说，这些电影未必告诉了我们生活在东亚社会中的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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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者生活状况的经验现实，但它们却是告诉了我们在东亚文化中作为同性恋者意味着什
么。⑥笔者认为，妇｝诚勿扰》中对同性恋人物形象的具体再现是足够男人味抑或是娘娘腔
的？是自信乐观的抑或是压抑悲情的？是客观真实的抑或是刻板的？这些仅是本文关注

问题的一个方面；这里需要探讨的更为深入的问题是在今天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之下，掌
握意识形态控制大权的政府电影审查机构、追求创作自由和商业成功的制作团队、剧烈
社会变迁下挣扎于传统和现代的普通民众，以及权利表达日渐积极进取的同性恋社群等
多方力量的互动下，为什么关于同性恋的特定再现能够成为可能？这样再现背后的政治
和文化意义是什么？这对当代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和主流社会本身，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以矧Ｅ诚勿扰》为主要文本展开分析。首先，笔者将对过去

三十年同性恋题材——主要是男同性恋题材①一的华语电影的发展进行一个简要的
梳理，从而把《非诚勿扰》一片关于同性恋的再现纳入一个不断变迁，映照社会政治和反

思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之中。文章的主体部分对这部影片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围绕
的中心问题是同性恋再现的公共性是如何在审查权威的监控下得以实现的。结合影片上
映后引发的各方争论，尤其是来自“同志”社区和运动积极分子的反应，文章最后讨论了
同性恋电影对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争取公共空问，提升社会可见度，并最终实现平等权
利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中的同性恋：作为文化传统和政治策略的“暧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华语同性恋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大陆与
港澳台地区的社会文化对同性恋都是打击和排斥的，同性恋处于“符号性灭绝”的状况，
因此，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艺术对同性恋表现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但是，和维托·拉索
（Ｖｉｔｏ Ｒｕｓ。ｏ）在《胶片密柜》（Ｔｈｅ

Ｃｅｌｌｕｌｏｉｄ

Ｃｌｏｓｅｔ）中剖析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早期华语电

影中同样包含有同性恋“亚文本”（Ｓｕｂｔｅｘｔ）或者“隐秘文本”（Ｈｉｄｄｅｎ Ｔｅｘｔ），比如早期经典

革命电影《舞台姐妹》中关于同性情谊的刻画。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香港在２０世纪
七八十年代拍摄的警匪枪战片，特别是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中对男性情谊
浪漫深沉的表现，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同性恋的“隐秘文本”。⑧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全
球化的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华语电影在同性恋题材上实现了突破，涌现了相当数量
的把同性恋作为主题或者重要情节的电影。这里面既包括大量把同性恋作为商业性噱头
的浅薄之作，也包括具有优秀艺术表现力，获得广泛影响的大师佳作。前者集中渲染社会
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娘娘腔，大量出现在喜剧片和警匪片中，以增加影片的新
奇感，却助长了社会对同性恋者的负面认知。严肃的同性恋题材影片，有的以同性恋故事
反映宏大的历史变迁和映照社会政治，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王家
卫的《春光乍泄》和张元的《东宫西宫》；有的直面压抑人性的传统文化，借用同性恋者遭
遇的伦理困境对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和家庭压力进行深刻反省，比如虞戡平的《孽子》和李

口

万方数据

８６

经

安的《喜宴》；有的指涉都市生活，以同性恋折射现代都市人的生存梦魇，最典型的就是蔡

明亮的“水”三部曲——《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和《河流》。同为华语同性恋题材的影
片，两岸三地存在一定的差异，香港影片倾向于商业性，对同性恋的表现也更加丰富。台
湾和大陆电影总体上更倾向于艺术性，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之更为积极地呼应西方前
卫理论（比如酷儿理论），在同性恋问题的表现上更为大胆；中国大陆的电影受到政府的
严格审查，同性恋电影数量最少，而且只能以独立制作的“地下电影”的面目出现。这一时

期的华语同性恋题材电影，虽然对同性恋予以了正面的表现，但同性恋往往是作为影片
主题的表现途径，表达的是超越同性恋本身的更加宏大的人性、历史、政治和文化主题。
这些同性恋电影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华语电影佳作一起，共同构筑了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
的杰出地位。

边静认为“暖昧”是华语同性恋电影最为鲜明而独特的美学特征之一。“暖昧”在《辞
海》中的解释有四种：一是幽暗；二是歧义、含糊、可疑、不明确；三是态度不明；四是模棱

两可，有两种或多种解释的分歧，特指男女不正当关系，广义指生活中各种模糊、立场不
确定的关系。边静在文中讨论的“暖昧”，主要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体现在同性恋
影片内容／情节的暖昧性和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暖昧性，从早期同性情谊的“隐
秘文本”，到当代正面反映同性欲望和同性关系的情节，呈现出再现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这并非是巧合，而带有某种文化的必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同性恋话语，最为贴
切的概括就是“暖昧”。⑨同性恋的行为和关系与正统的儒家伦理相悖，遭到否定和排斥；
但对比西方的严酷处境，中国文化对待同性恋略显温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明清），
甚至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的风尚。⑩总的来看，同性恋在中国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片断呈现
的，既受到主流社会的压制，又拥有一定的文化空间。这样一种“暖昧”的意蕴同样影响了

现代的同性恋话语，并且在电影中得到了反映。和边静的讨论不同，本文关于华语影片中
“暖昧”的分析，更加侧重于“暖昧”对同性恋的再现方式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华语同性恋影片中的“暖昧”首先表现为身份认同的暧昧。身份认同是现代同性恋话
语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贝瑞·亚当（Ｂａｒｒｙ Ｄ．Ａｄａｍ）提出了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模
型，它包含下面这些要素：一是同性恋关系能够挣脱异性恋家庭和亲缘系统的结构；二是

排他性（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的同性恋伴侣关系成为可能，成为传统家庭之外的另一种形式；三是现
代同性恋关系具有更为明显的平等性，而不是像传统同性恋关系那样按照性别、年龄和

社会地位的差异组织起来；四是人们由于共同的性倾向发展大的社会网络和社区；五是
通过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同性恋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⑩贝瑞（Ｂａｒｒｙ Ｄ．Ａｄａｍ）对
东亚同性恋电影的研究发现，现代性和全球化促进了本地新的同性恋身份的出现，但东

亚同性恋身份的建构是一个杂合（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的过程，既有对西方同性恋（ｇａｙ）身份的模仿
和借鉴，又是深深扎根于本地传统文化之中的，特别是深受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影

响。⑥和上文谈及的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模型相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华语电影中再
现的中国当代的同性恋身份认同，体现诸多暖昧的特质。首先，和异性恋家庭和亲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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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暖昧的。西方的同性恋者通过“出柜”（ｃｏｍｉｎｇ—ｏｕｔ）获得一种独立于异性恋血缘

家庭的新的认同空间，而华人“同志”——正如《喜宴》中生动呈现的那样——通过“同志”
和父母双方的妥协，解决同性恋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同性欲望以一种暧昧的方式被纳
入异性恋主导的家庭体系之中，而不是从中挣脱出来。第二，同性恋关系和异性恋婚姻总

是纠结在一起的，绝对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常常由于巨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而历经坎坷，
甚至解体。异性恋婚姻总是笼罩在同性恋伴侣关系上的阴影，这是以国内为背景的同性

恋题材电影的永恒主题，比如《霸王别姬》、《蓝宇》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第三，中国古代
按照性别和社会地位差异组织起来的同性恋关系模式，相比平等的现代同性恋关系模
式，在华语电影中更加常见。《霸王别姬》和《喜宴》体现了“大男人”和“小女人”的关系模
式。传统社会中同性恋关系中的一尊一卑、一高一低的社会地位差异也体现在《蓝宇》和
《夜奔》中的同性情感关系之中。第四，除了极少的例外（比如《孽子》），同性恋社区在华语
电影中是很难看到的，和其他同性恋者的联系似乎仅仅限于迫不及待需要发泄的欲望。
提供情感和精神支持的社区，既不是《东宫西宫》中面临政府严厉压制下公园中的露天
“渔场”，也不是《河流》中导致乱伦悲剧的黑漆漆的同性恋桑拿房。最后，早期华语同性恋

题材电影中人物，大多不具备正面积极的身份认同，正如贝瑞（Ｂａｒｒｙ Ｄ．Ａｄａｍ）以《东宫
西宫》、《春光乍泄》和《爱情万岁》为主要文本分析的那样，这些电影的主角都无一例外地
重复“忧郁的年轻人”的形象，虽然他们身上的寂寞和孤僻源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语境，
但都通过同性恋这一另类的社会存在得到了彰显。⑩这种充满困惑和幽暗落寞的人格特
质，从另外一层语义体现了华人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暖昧性。
在华语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暖昧更是一种进行再现的政治策略，以应对严厉的电
影审查制度，这在国内尤其如此。运用这种策略的可能性，首先是来自上文分析的同性恋

在中国历史上“暧昧”的文化空间，这突出表现在与戏曲和优伶文化的关联。戏曲，是华语
同性恋电影中一个独特的意象，这是西方同性恋电影中所没有的。中国的同性恋和传统
戏曲之间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优伶同性恋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梨
园中普遍存在的看戏和狎优的现象，虽然有悖儒家的正统，但因其对审美的追求，而被社
会赋予了“风雅”的意义，在明清时期甚至成为上流社会的风尚，⑩成为最能体现中国文
化中同性恋“暖昧”特质的景观。这一段受到认可的“暖昧”的历史，为中国大陆电影突破
同性恋禁区进行“暧昧”的再现提供了一条合法的路径，这就不难理解少数几部在大陆公

映的直接涉及同性恋内容的电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黄健中的《银饰》，还有引发
同性恋联想的陈凯歌的最新作品《梅兰芳》——都是与戏曲、梨园有关的历史题材影片。
在官方审查机构看来，这些影片展现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而只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如果影片反映的是当代社会，暖昧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突出体现在２００８年
上映的顾长卫导演的《立春》中。在这部获得普遍好评的影片中，出现了一个生活在中国

北方闭塞小城中的男性舞蹈老师的形象。尽管片中并未直接表明这位胡老师是一个同性
恋者，但影片多次予以了暗示：除了女性化的举止和职业，胡老师在影片中称自己是“这

万方数据

口
８８

经

个城市的一桩丑闻”，“我这么不正常的人，还死皮赖脸地活着……我真是一个怪物，像六

指儿一样。”当他为了应对世俗压力，请求和女主角假结婚，女主角说：“其实，我挺同情你
的。你和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可我不是！”影片最为明显的暗示来自一位当地居民骂胡老
师是“二胰子”和“变态”，前者在中国北方民问语言中的意思是“不男不女的人”，也经常
成为对同性恋者的蔑称。通过这些信息的暗示，明眼人都能看出胡老师是一个男同性恋

者，但的确也可以提供另外的解读空间。通过这样一种暖昧的再现，影片不仅策略性地规
避了电影审查，而且运用真实或想象的同性恋意象服务于影片探讨卑微现实和世俗压力
之下的理想主义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春》延续了早期华语同性恋题材电影超越
同性恋本身，着眼于宏大主题的一贯风格。

进入２ｌ世纪以后，华语电影对同性恋题材的表现也大大推进，特别是反映同性恋者
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的影片，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显著增多，而且影片的样式也丰富起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是同性恋喜剧片的兴起，其中的代表作是《十七岁的天空》和
《海南鸡饭》。前者完全把异性恋撇在一边，直接坦白地表现了同性恋的世界，并且采取了
偶像剧的路线；后者和《喜宴》一样，同样是展现同性恋和家庭的关系，但和《喜宴》中通过
两代人的共同妥协解决同性恋的家庭伦理困境不同，《海南鸡饭》中的母亲最后愉快地接

受了三个儿子全是同性恋的事实。此外，这两部影片都对华人社会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同
性恋社区予以了呈现，成为影片人物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重要的支持力量。这些新近出

现的同性恋喜剧片，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霸王别姬》、《喜宴》和《爱情万岁》等影片相比，
在艺术水平方面并不出色，甚至流于肤浅。但是，早期的同性恋题材影片由于承担了过于
沉重的历史和对现实的反思，同性恋大多是作为一种表现途径，其取得的艺术成就在于

对同性恋的超越与反映更为宏大的主题。作为暖昧背景的同性恋，在映照实现宏大社会
和历史叙事的时候，特别强调其具有的为社会不容的悲剧色彩，以增强影片的社会批判
性。与此相反，当代的同性恋喜剧片，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写同性恋者应对社会压力的积

极态度，以及他们健康快乐的生活状态，一扫以前同性恋影片中常见的阴郁和悲情；同性
恋者的情感和生活是影片主要和直接反映的内容，不再只是作为商业噱头或者现实背
景。二是当今华语同性恋题材记录片的发展。随着ＤＶ的普及，“记录”成为最直接地把同
性恋加以影像化的方式，特别是在国内，纪录片的样式比较突出。早期的作品包括反映酒
吧易装（ｄｒａｇ ｑｕｅｅｎ）扮演者台上台下生活的《人面桃花》和反映女同性恋者纯净、封闭而

又易碎的两人世界的《盒子》。近期最有影响的记录片是崔子恩的《鲑同志》，该片以影像
直击的方式总结与回顾了过去３０年中国同性恋议题的发展，追踪记录了同性恋平权运
动中亲历历史的人物，展现了重要的历史变革事件。影片一改崔子恩以往电影晦涩而又

过于执着于边缘的特点，叙事流畅，在对普通大众思想意识构成冲击的同时，也极具感染
力。纪录片是最能直接标明政治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的电影形式，在西方同性恋解放运动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同性恋题材的剧情片相比，当代国内的同性恋纪录片的制作和
同性恋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表现形式上能够突破剧情片涉及同性恋情节的隐晦和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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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姿态肯定同性恋的身份和社区，并更加直接地提出权利的诉求。总

而言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华语电影对同性恋的再现，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开始
呈现一种逐步走出暖昧的态势。本文正是在一个华语同性恋电影整体发展脉络的基础
上，就电影《非诚勿扰》对当代中国同性恋的再现进行分析。

二、《非诚勿扰》：同性恋在主流电影中被允许怎样再现
电影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再现的媒介手段之一。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恪守
传统异性恋的性别秩序，同性恋被排斥在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媒体叙事之外。这种情况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有了部分改观，国内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社会科学与医学领域的
研究蓬勃兴起，社会民众的性意识逐渐觉醒，同性恋现象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讨论，特别是同性恋的“非刑事化＂和“非病理化”，⑧为同性恋者的媒介再现和社会认
知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媒体市场化背景下的商业利益驱动和艾滋病威胁的加剧，使得
同性恋群体逐渐透过媒体再现，走人社会大众的视野。和其他传统媒介相比，电影对同性
恋的再现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使得“地下＂成为国内同性恋题材电影的另一个标签；

极少数逃脱这一宿命的影片，比如《霸王别姬》和黄健中的《银饰》，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
得以和普通观众见面，但上映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和它们相比，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贺岁

影片，《非诚勿扰》第一次把同性恋的内容带到了空前广泛的受众面前。
在国内时下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下，一部面向普通大众，着眼于票房成功的影片，

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同性恋进行再现呢？笔者对《非诚勿扰》涉及同性恋的剧情进行的文
本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为了顺应主流社会文化规范和大众想象，《非诚勿扰》
对同性恋的再现必定是刻板印象化的，并受到严格审查的，以符合异性恋正统主义意识
形态的要求，这是影片观众所能感知的最为直观的层面。其次，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电

影，《非诚勿扰》的制作方也对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具有必要的敏感，这体现在影片对当
代同性恋话语的把握和呈现中，显示出和以往国内涉及同性恋内容影片不同的一面。这
样的讯息，大多数观众未见得能够接收，但却不能否认其具有的积极意义。最后，前面提
到的“与时俱进”并不能够改变影片对同性恋社群“符号性贬抑”（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的
本质。联系《非诚勿扰》的前后剧情，影片中的现代同性恋话语遭到冯氏幽默的荒谬化，从
而消解了影片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强化了异性恋正统性的文化霸权。
（一）同性恋形象：性别“小丑＂（Ｆｒｅａｋ）

媒体再现赋予同性恋群体一定的社会可见度，绝不表明同性恋的性意识正被主流社
会所接受和认可。再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实践活动，它是经由符号对意
义进行的生产。媒介并非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通过符号的选择和建构对所欲描述
之对象进行意义的生产和创造。媒介对同性恋者的再现会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对同性恋的再现，杨天华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媒体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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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等方面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媒体所呈现的同性恋群体形象与社

会真实存在着相当的偏差。媒体在同性恋议题报道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和侧重性，
虽不乏有利于同性恋者的新闻报道和形象呈现，但是媒体中的同性恋者形象多数是负面
的、不正常的、偏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这种“失真”经由媒体的再现和放大，将逐渐形成凝

固僵化的刻板印象，再次加重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贬抑和拒斥。⑩集中渲染关于同性恋者
的社会刻板印象，作为商业噱头，曾经大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和港产的警匪片和喜剧片
中。此次《非诚勿扰》中把同性恋者艾茉莉刻画为一个喜剧效果十足的“性别小丑”，其实

是早已被他人用滥了的招数。性倒错者、不男不女、娘娘腔是关于男同性恋者最为根深蒂
固的刻板印象，矧乍诚勿扰》直接迎合了这一点。影片中秦奋征婚广告招来的第一个应征
者是他以前的同事——冯远征扮演的建国，此时已更名为“艾茉莉”，两人在咖啡馆见了
面，坐在秦奋面前的艾茉莉，画着淡妆，皮肤粉白，带着硕大的戒指，说话细声细气，动不
动就用“人家”、“讨厌”等女性化的用词，还摆出用手托腮的姿势。除了仪表和举止的女性
化，透过秦奋的言语，影片用寥寥数语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对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

秦：嗨，行政处的，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
艾：什么行政处的呀，人家后勤的。
秦：反正是张罗玩的事儿的。那时候是一个小白脸。我记着你是一单眼皮啊，怎么成
双的呢？
艾：韩国做的。⑩

作为女性化的特质之一，男同性恋者都是过分注重外表的，所以艾茉莉专门跑到韩
国去做了双眼皮；男同性恋者常常是热衷于文艺的，难怪艾茉莉也是“部队文工团转业过
来的”。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刻板印象，在作者看来，秦奋的一句“反正是张罗玩的事儿
的”这一句最值得玩味。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男性同性性行为常常是和某种“不务正业”

——这个“正业”当然指的是传宗接代，履行男性在社会和家庭的义务——的“爱好”
（ｈｏｂｂｖ）联系在一起的，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狎相公”。这样的社会评价，在今天仍然是围
绕同性恋者的污名之一。“玩的事儿”的另外一层含义，还表明主流社会对于同性关系的

期待——玩玩而已，不必当真。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甚至一些同性恋者本身都持有这样的
看法。⑩这样的一种观念，构成当代争取同性婚姻权利的意识层面上的障碍。①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性恋就从公共话语中彻底消失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开放
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同性恋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日益增多的关于同性恋内容的媒体报道中，同性恋者总是作为被讲述的“他者”，叙述
的主体要么是抱有猎奇心态的媒体记者，要么是采取居高临下姿态谈论“社会问题”的医
学、心理学或者伦理学专家。ｌｅｔ常生活中，同性恋的话题似乎有悖于这个社会的公序良
俗，一般民众羞于启齿，甚至连一些同性恋者本人都忌讳“同性恋”的字眼，这是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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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身份得以流行开去的重要原因之一。⑨这似乎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性恋一贯

的暖昧态度，但从另外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度来说，“恐同主义”（ｈｏｍｏｐｈｏｂｉａ）在时下中国
最重要的形式并非是针对同性恋者的言语和暴力伤害，而是“符号性灭绝”下的社会可见
度的缺失——既然同性恋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又谈何对于同性恋的歧视呢？同性恋在公
共领域的这样一种现状，也在《ｊ｝诚勿扰》中得到了展现。

秦：你这不是给我捣乱吗？我登的是征婚广告啊。
艾：人家想见见你啊。再说呢，你广告上也没说男人免谈啊？

秦：那不是废话吗？我还能找一男的？我又不是同性恋！
（看见艾茉莉的脸色有些尴尬，秦奋停顿了一会。）
秦：你……是……？

艾：嗯。（微笑点头。）
秦：啊……（秦奋急忙向四周打望，生怕有人听见）可是我不是啊！③

在《非诚勿扰》涉及同性恋的戏份中，“同性恋”三字仅仅出现过一次，而这唯一从秦
奋嘴里不假思索地冒出的“同性恋”三字，仍然是基于一个对不在场的“他者”的叙述，暗
含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假定就是在场的两人都不是同性恋者。当秦奋发现艾茉莉可能是同

性恋者，并得到肯定的表示后，同性恋的字眼却难以出口了，只能被略去。这种约定俗成
的谈论同性恋的方式，②真实地反映了同性恋在中国公共话语体系中的边缘位置。
同性恋社群努力争取的社会可见度／可听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权力，但同

时也被既存的控制技术所捕获。④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同性恋者常常被媒体再现为
社会“异类”，冠以众多污名，以一种反面样板的形式巩固异性恋霸权主义的规训。③但是，

这也并非绝对，乔希华·盖姆森（Ｊｏｓｈｕａ Ｇａｍｓｏｎ）关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白天电视
脱口秀的出色研究显示，尽管是出于制造噱头、提高收视率的商业考虑，但这些格调低俗
的脱口秀节目，为美国社会中的那些“小丑”（ｆｒｅａｋｓ）——特别是形形色色的“性”越轨者，
包括同性恋、变性者、性工作者、不伦之恋等——进行自我表达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成
为另类情感和经历叙事的主体。这些情感和经历的表达，以其声称的“真实性”，促进了公
共话语的多元性；虽然时常引发争议，但却在整体上提升了各种非传统“性”表达的社会
合法性。⑧在今天的中国，同性恋者作为主体进行的另类情感表达，仍然面临来自公共话
语权威的压制。《非诚勿扰》中，艾茉莉向秦奋表达了长久以来的爱慕之情：

艾：你还记得？有一次厂里组织咱们去十渡郊游？
秦：噢。
艾：游泳的时候，我脚抽筋了。是你救的我呀。
秦：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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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当时我紧紧地抱着你，你一直在安慰我。从那以后我就觉得（秦奋的眼神开始躲
闪，变得不自在起来），和你在一起特有安全感。见不到你啊，我真的就想……
秦：哎哎哎！（秦奋急忙打断对方的话）⑤

艾茉莉向秦奋的真情告白，刚开始就被秦奋强行打断——或者说是被影片的制作方
强行打断的，因为这样另类的情感表达，在一部面向社会大众的商业电影中明显是不“合
适”的，虽然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和浪漫性并不亚于任何充斥银幕的异性恋情感。扮演艾茉

莉的冯远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了影片背后的一些花絮：“这段戏删去了几段话，
都是和性倾向有关的。但你一看就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物。”⑤这表明了公共话语权威对
同性恋再现所设定的界限，同性恋只能是刻板印象的，而且是经过丑化的刻板印象。冯远
征谈到艾茉莉的人物设计时说：“在人物设计上，我们也想了半天。特意粘了个双眼皮，而
且两眼还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因为是做过、做坏了的嘛！艾茉莉自己还很得意，告诉
别人是从韩国做的。”◎如果影片中的同性恋不是刻板印象化的，观众怎么知道他是同性
恋呢？当然同性之间的情感表达也可以提供线索，但正如《非诚勿扰》中展现的那样，一旦
剧情涉及“另类”的情感表达，则在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名义下予以回避甚至压制。
（二）“小丑”有话要说：传达新的同性恋话语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会学、医学、法律学等学科研究和文学艺术（包括上文提及的
同性恋题材的影片）的表现，使得政府和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逐渐开明，同性恋社群逐渐

浮出水面。伴随着新的身份认同——“同志”的建立和发展，城市中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
同性恋者社交场所纷纷出现。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艾滋病威胁，政府开始在同性恋人群
内部建立防艾的社区组织，国内的同性恋社区初具规模。④与此同时，在西方和港台同性
恋权利运动的影响之下，国内的“同志”社区也开始积极运用新的话语资源，投入到反对
性倾向歧视，争取包括同性婚姻在内的平权运动之中。①尽管和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的“同
志”运动在整体上存在“去政治化”的状况，但“同志”社群在权利表达上展现出一种更为
积极进取的姿态。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２００７年８月，男演员孙海英在江苏一家媒体进

行采访时，公开宣称同性恋是犯罪。此言一出，立即招到李银河和公开“出柜”的崔子恩、
程青松等人撰博文进行批驳，并得到了“同志”社区的积极声援，甚至有“同志”组织准备

起诉孙海英。③此次围绕孙海英“恐同”言论的论战，中国平面和网络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
报道，整体社会舆论都是偏向“同志”社区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当代中国“同志”社群和运
动初步发展的语境下，矧Ｅ诚勿扰》对同性恋的再现传递出一些新的讯息。

虽然近期港台电影中的同性恋者的人物塑造变得更加阳光，但中国大陆电影中鲜有
出现的同性恋者人物形象依旧是压抑而落寞的，故事的结局如果不是悲剧，也往往是忧

伤的，比如《蓝宇》、《立春》、《春风沉醉的晚上》以及ＤＶ作品《小五》等。和这些以往的同
性恋电影相比，《非诚勿扰》中的艾茉莉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娘娘腔”，但看起来却是
一个自信而快乐的同性恋者。如果抛开世俗的偏见，他也算是敢于公开表达自己情感，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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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福柯的观点，现代同性恋的身份认同最先是出现在那
些无法“假装异性恋”的“娘娘腔”同性恋男人身上，这些活跃而反叛的同性恋者有意炫耀
他们“引人注目的特征”，这即是福柯所说的“反向自我肯定”——通过强化自己身上被污
名化的标签，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肯定自我的身份。⑤事实上，被认为是美国同性恋解放
运动起点的１９６９年６月的“石墙暴动”，主要的发起者并非白人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者，而

是同性恋者中的底层少数民族，特别是酒吧中的易装者（ｄｒａｇ ｑｕｅｅｎ）。⑦正如笔者在下文
将要谈到的那样，虽然艾茉莉的形象在“同志”社区引发了争议，但他对同性恋身份的肯
定，却有着某种历史必然的积极意义。

影片通过秦奋的目光和言语一其实是代表了主流社会异性恋霸权的视角——呈
现了一个符合大众关于同性恋刻板印象的艾茉莉，但是艾茉莉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
笔者看来，下面的这段对话是妇Ｅ诚勿扰》全片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

秦：可是我不是啊！
艾：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以前我认为我也不是，可后来我明白了，是不敢面对，没有勇
气……

（秦奋稍微松了一１５／气，沉默了一会。）
秦：你呢？先走了一步；我呢？还没到那种境界呢。④

艾茉莉的这句话中包含了当代同性恋运动中的两个最为关键的话语：一是“出柜”

（ｃｏｍｉｎｇ－ｏｕｔ）；二是挑战异性恋正统性（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ａｔｉｖｉｔｖ）。出柜，也就是公开同性恋身份，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成为美国男女同性恋者最为重要的人生经验，在建立同性恋社区
和支撑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③出柜一般经历几个阶段，在向他人和社会
公开同性恋身份以前，同性恋者首先需要向自己“出柜”。⑤由于同性恋者生长在一个异性

恋观念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使他们自己同样否定和贬抑同性恋，拒绝
接纳自身的同性恋倾向，从而发展出对自我的憎恨，这就是内化恐同主义。④根据同性恋
身份认同发展的理论，同性恋者在完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经历内化恐同主义

的阶段；而对内化恐同主义的克服，则是发展健康的自我认知过程中至为关键的步骤。⑩
这个具体的过程，艾茉莉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以前我认为我也不是，可后来我明白了，
是不敢面对，没有勇气。”如果敢于面对，拿出勇气，那么同性恋就不是问题，同性恋者就

照样可以自信而快乐地生活，这其实就是同性恋者完成自我认同的核心叙事和道德逻
辑。艾茉莉自信肯定地说出来，的确是为国内那些还为自己异于常人的性倾向而苦苦挣
扎的同性恋者开出了一剂良方。

在秦奋声称自己不是同性恋后，艾茉莉立刻的回应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这并
非是凭空推断，而是足够“酷儿”的艾茉莉，对异性恋正统性发起的质疑和挑战。按照迈克
尔·沃纳（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ｍｅｒ）的分析，异性恋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唯一正常的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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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异性恋不仅被社会建构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情感方式，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普
遍存在的。制度化的异性恋构成合法的和符合人们期望的社会和性关系的标准。通过婚
姻以及其他基于婚姻的各种制度安排，异性恋正统主义将异性恋制度“自然化”，使其成
为一种强有力的自然法则。⑩２０世纪末期异军突起的酷儿理论和政治，正是将异性恋正
统性作为主要的批判目标。⑧面对艾茉莉对秦奋“理所当然”的异性恋假定的质疑，秦奋不

得不作出“自反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回应：“我一直在检讨，为什么那么庸俗？心里那么大地儿，
为什么就装不下一男的？腾出一女的去吧，你猜怎么着？填进来又是一女的。”

虽然艾茉莉在《非诚勿扰》中被塑造成一个“性别小丑”，但他也和盖姆森（Ｊｏｓｈｕａ
Ｇａｍｓｏｎ）的著作标题一样，“小丑”有话要说（Ｆｒｅａｋｓ

Ｔａｌｋ

Ｂａｃｋ）。◎影片对现代同性恋话语

资源的运用，是以往国内同类题材电影从未有过的，这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变化。然而，
通过下文的分析，读者就会发现这里对影片积极讯息进行的解读，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三）同性恋的荒谬化：性激进主义的消解

几年前，《非诚勿扰》的导演冯小刚接受媒体访谈，问及对李安导演的电影《断背山》
的看法。在表达对李安个人导演风格和为人非常欣赏的同时，冯４，Ｎ谈到自己“接受不了

两个男性的爱情，所以对《断背山》里有些男性间亲吻的镜头有点接受不了。”⑩这使我们
相信，冯小刚在《非诚勿扰》中安排一段同性恋的剧情，更多的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作为当
代最为成功的主流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当然了解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如果自己的影片

涉及同性恋，除了应对电影审查的考量，从一个异性恋男性的角度出发，还必须选择一个
安全的方式化解自身可能性所带来的无意识的恐惧，正如中国“同志”社区著名评论人王
浩在关于本片的影评中写到的那样：“要以喜剧的方式来正当化自己的不接受，把这样一

种感情放在大众的嬉笑怒骂中，然后做自己心安理得的异性恋。”⑩
如果将艾茉莉的这段戏和影片的其他剧情结合在一起看，那么影片制作方安排这段
戏的本意就非常清楚了。影片中除了艾茉莉是秦奋征婚广告的第一个应征者外，秦奋陆
续还和其他女性应征者见了面，包括以征婚的名义推销墓地的销售代理、急于为肚子里

的孩子寻找“下家”的未婚先孕的富家千金、温柔娴静却是“性冷淡”的二婚少妇、炒股征
婚同时运筹帷幄的炒股达人。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征婚者，冯小刚对时下各种光怪陆离

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和嘲弄。这些征婚的缘由，虽然甚为荒谬，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
今中国都市社会生活的现实。把所有的这些征婚奇遇串起来，既然其他的异性征婚都是
荒谬的，那么当然也包括艾茉莉的这～出，哪怕艾茉莉如何振振有词，并能调动新的同性

恋话语资源；哪怕中国“同志”社区如何发展，可以堂而皇之要求同性婚姻。其中蕴含的激
进的性别政治，被冯氏喜剧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从而再次捍卫了异性恋的霸权地位。

从维护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妇｝诚勿扰》针对新近出现的激进性别话语所
采取的策略似乎是奏效的。上文第四处引用的片段所包含的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显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观众的共鸣，尽管他们也可能受到了某种震动。影片上映后，很多
观众在网上撰文讨论影片中的“雷人”台词，就包括这一段。“雷人”是时下中国年轻一代

万方数据

口
９５

济

社

会

２０１ ０／０２

开

放

时

代

常用的流行词，字面意思是被电击了，感觉震撼，但通常包含令人不爽的贬意。由此看来，
观众除被艾茉莉缺乏自知之明的同性征婚的荒谬绝伦“雷”了一把，却并没有接收到其中
包含的性别政治含义。

三、“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电影再现及其政治意蕴
《非诚勿扰》刚上映，广州的“同志”运动积极分子（ａｃｔｉｖｉｓｔ）阿强在其著名的同志个人

博客“夫夫生活”中以《冯小刚，请你对同性恋群体非诚勿扰》为题撰文，⑩抨击艾茉莉这
一角色是对中国“同志”人群的丑化，强化了男同性恋都是“娘娘腔＂的刻板印象。阿强的
博文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并进而在“同志＂社区引发了新的争论，不少人认为阿强对
《非诚勿扰》的抨击本身就是对女性化男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同志”社区内部另外一种根
深蒂固的群体歧视。相比作为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的阿强的敏感和愤懑，李银河一改以往

时常引发争议的风格，认为在一部受众如此众多并公开放映的影片中，出现一位同性恋
者是一个“突破＂，她还认为从世界范围看，这符合同性恋电影中发展的规律，即同性恋电

影都有从刻板印象配角到正常形象配角，再到同性恋题材电影主角，最后是一般题材电
影主角的阶段发展。《非诚勿扰》的同性恋形象虽然只能算初级阶段同性恋形象的呈现，
但李银河劝告“同性恋朋友们稍安勿躁，我们已经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大家可以期

望中国的进步＂。⑩王浩肯定了阿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敏感，认为对待目前中国的
电影审查制度对再现同性恋的压制，“同志”社区需要更加“强势＂；但是，“审查机制让我
们单一化，平面化，缩减了那参差多态的幸福。所以，我们的努力不在于批评艾茉莉的出
现，而应该积极的推进更多元同志形象的出现。”⑩

同性恋者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希望得到公众认可的愿望格外强烈，这一愿望
通过媒体再现获得文化可见度，而“文化可见度则为同性恋人群民权的保障奠定了基
础。＂②关于同性恋者正面积极的电影再现，意味着来自主流社会的承认和肯定，从而为
争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变化提供文化上的准备。２００８年底，国内数家“同志＂社区组织

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巡回展”的全国性活动，在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
等城市放映近年“同志”社区独立制作完成的影片。此次活动提出的口号就是“我们要看
同性恋电影’’。影展的参与者们都身着印有这一ｇｌ号的创意Ｔ恤，出现在媒体和街道上，
以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挑战中国电影审查机构对同性恋的禁忌。

在中国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围绕同性恋再现的“符号性
灭绝”已经有些许松动，出现了目前的“受到审查的公开＂，“同志＂社群的文化可见度获得
了提升。但是，正如盖姆森（Ｊｏｓｈｕａ Ｇａｍｓｏｎ）提醒我们的那样，“文化可见度，特别是发生在
商业的背景下，并非一条通向解放的直途；事实上，它很容易被引向其他地方。”◎在他看

来，这种文化可见度可能一方面进一步放大和强化关于同性恋群体的社会污名，另一方
面也可能在同性恋群体内部制造基于其他社会差异的隔阂。围绕《非诚勿扰》中同性恋再

万方数据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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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前前后后引发的争论，就生动地证明了上述观点。

＋本文得到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都市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机制：西方理论和中
国经验”的支持。

注释：

①本文中的“国内”特指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②《戛纳电影节开幕，４位华语导演３位偏爱另类人生》，载《钱江晚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
③由于同时涉及同性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些敏感内容，《霸王别姬》最初也遭到了禁映，但在戛纳
拿到金棕榈奖后被允许小范围上映，但是遭到明令不得宣传和报道。２００８年在国内公映并获得好
评的顾长卫导演的《立春》中出现了一个戏份较重，但是并未明确表明身份的男同性恋人物形象。在
后文中还有关于《立春》一片的进一步讨论。
④《（非诚勿扰）票房超３．４亿冯小刚开心派红包》，新浪网，ｈｔｔｐ：／／ｅｎｔ．ｓｉｎａ．ｃｏｒｎ．ｃｒｄｍ／ｅ／２００９一ｏｌ一２３／
１

１５０２３５４８０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

⑤李银河：《（非诚勿扰＞观后》，李银河的博客，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ｎ／ｓ／ｂｌｏｇ＿４７３ｄ５３３６０１００ｂｔａａ．ｈｔｍｌ。
⑥Ｃｈｒｉｓ
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Ｆａｍｉ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Ｆｉｌｍ，Ｖｉｄｅｏ，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

Ｂｅｒｒｙ，“Ａｓｉａｎ

ｏｆ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Ｖ０１．４０，Ｎｏ．３／４，２００１，ＰＰ．２１１－２３１．

⑦女同性恋影片的拓展，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华语同性恋电影的一个突出特点，出现了《今年夏天》、《蝴
蝶》、《游园惊梦》、《面子》等从不同角度反映女性之间同性欲望和情感的电影。这些影片多数为女性
导演，在影片的创作中强化了女性视角和意识，获得普遍的好评。由于女同性恋电影和男同性恋电
影在话题内容、主体意识、权力关系方面都有相当的差异，本文将主要以男同性恋电影为讨论和分
析的文本。尽管如此，文中的一些分析对整个华语同性恋电影，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⑧参见边静：《胶片密语：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Ａｎｄｒｅｗ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Ｍｅｎ（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Ｍｅｎ）ｉｎ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 Ｇｅｎｒｅ：Ｔｈｒｅｅ Ｇａｎｇｓｔｅｒ Ｆｉｌｍ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Ｖ０１．３９，Ｎｏ．３／４，２０００，ＰＰ．２３７－２７ １．

⑨参见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⑩参见ｗｕ

Ｃｕｎｃｕｎ，Ｈｏｍｏｅｒｏ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４．

⑩Ｂａｒｒｙ Ｄ．Ａｄａｍ，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ａ

Ｇａ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ｗａｙｎｅ，１９９５，Ｐ．６．

⑩同注⑥。
⑩Ｃｈｒｉｓ

Ｂｅｒｒｙ，“Ｈａｐｐｙ

Ａｌｏｎｅ？Ｓａｄ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Ｇａｙ Ｃｉｎｅｍ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ｏｍｏｓｅｘｕ—

ａｌｉｔｙ，Ｖ０１．３９，Ｎｏ．３／４，２０００，ＰＰ．１８７—２００．

⑩同注⑨和注⑩。
⑩１９９７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过去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
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２００１年４月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 ｔ｝｝＆（ＣＣＭＤ一
３）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标志着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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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杨天华：《同性恋群体的媒介形象建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同性恋议题报道研究》，载《中国“性”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２６辑。
⑩此段台词由作者截自影片《非诚勿扰》。
⑩参见Ｂｒｅｔ

Ｈｉｎｓｃｈ，Ｐａ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 Ｓｌｅｅｖｅ：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伽Ｃｈ／ｎａ，Ｂｅｒｋｅ—

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Ｍａｔｈｅｗ Ｓｏｍｍｅｒ，“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Ｍａｌｅｓ，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Ｍａｌ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Ｍａｌｅｓ：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ａｗ”，ｉｎ Ｓｕｓａｎ

Ｂｒｏｗ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ｒｏｍ（ｅ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ｉｅｓ：Ａ Ｒｅａｄ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⑩笔者访问过的一名男同性恋者，曾将“搞”同性恋和打麻将、玩“小姐”相提并论，有关叙述参见
Ｗｅｉ Ｗｅｉ，“Ｇｏ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ｉｎ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ｙｏ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６．

①魏伟：《圈内人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对于中国“同志”的影响》，中国人民大
学第二届“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２００９年６月。
⑨参见Ｃｈｏｕ Ｗａｈ—ｓｈａｎ，Ｔｏｎｇｚｈ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ｅ—Ｓｅｘ

Ｅ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０．

②同注⑥。
②在“同志”称谓出现之前，同性恋者一般都自称“圈内人”，或者“我们这种人”，而不愿直接说出“同
性恋”。在笔者与接听“同志”热线的志愿者的交谈中，他们也提到拨打咨询电话的人也会避讳提及
“同性恋”字眼，常常拐弯抹角，才切入正题。
③参见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ａｒｄｉｎｇ，Ｓｅｘ Ａｃ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８．

⑤Ｌａｒｒｙ

Ｇｒｏｓｓ，“ｗｈａｌ ｉｓ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Ｐｉｃｔｕｒｅ？Ｌｅｓｂ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Ｇａｙ Ｍｅｎ

ｏ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ｎ

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ｉｎｇｅｒ（ｅｄ．），Ｑｕｅｅｒ Ｗｏｒｄｓ，Ｑｕｅ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ｏ－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１４３—１５６．

③参见Ｊｏｓｈｕａ

Ｇａｍｓ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附ｋ

Ｓｈｏ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０１．６，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１９０－２０５．

⑤同注⑩。
③《冯远征：再度与冯小刚合作，（非诚忽扰）中客串同性恋》，载《新京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同上。
⑦同注③；魏伟：《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载《社会））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⑨参见Ｗａｎ

Ｙａｎｈａｉ，“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Ｇａｙ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Ｖ０１．４０，Ｎｏ．３／４，２００１，ＰＰ．４７—６４；Ｈｅ Ｘｉａｏｐｅ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Ｔｏｎｇｚｈｉ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０１．３，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４７９—４９１；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ｇｔ；周丹：《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④关于这个事件，崔子恩的电影《镱同志》中也有详细的记录。
＠Ｓｔｅｖ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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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

９３／９４，１９８７，ＰＰ．９－５４．

⑦参见Ｊｏｈｎ

Ｄ’Ｅｍｉｌｉｏ，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ｕｒｎｅｄ：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Ｇａ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⑤同注⑥。
＠参见Ｓｔｅｖｅｎ

Ｅｐｓｔｅｉｎ，“Ｇａ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Ｄ．Ａｄａｍ，Ｊａｎ Ｗｉｌｌｅｍ 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 Ｋｒｏｕｗｅｌ（ｅｄ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ｓ ｏｆ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⑤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ｌｕｍｍｅｒ，Ｔｅｌｌ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ｓ，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

＠Ｊｏａｎｎｅ

ＤｉＰｌａｃｉｄｏ，“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ｌｅｓｂｉａｎｓ，ｇａｙ ｍｅｎ，ａｎｄ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ｓ：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ｔ—

ｅｒｏｓｅｘｉｓｍ，ｈｏｍｏｐｈｏｂｉａ，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Ｍ．Ｈｅｒｅｋ（ｅｄ．），Ｓｔ／ｇｍａ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ａｇａｉｎ甜ｌｅｓｂｉａｎｓ，ｇａｙ ｍｅｎ，ａｎｄ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１９９８，ＰＰ．
１３８—１５９．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ｒｏｉｄｅｎ，Ｇａ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ａｌｌ。１９８８．

④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ｒｎｅｒ，Ｆｅａｒ ｏｆ ａ Ｑｕｅｅｒ Ｐｌａｎｅｔ：Ｑｕｅ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⑧参见Ｓｔｅｖｅｎ Ｓｅｉｄｍａｎ，Ｑｕｅ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６．
④参见Ｊｏｓｈｕａ

Ｇａｍｓｏｎ，Ｆｒｅａｋｓ Ｔａｌｋ Ｂａｃｋ：Ｔａｂｌｏｉｄ Ｔａｌｋ Ｓｈｏｗｓ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钞，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看（断背山）受不了？冯小刚：记者断章取义》，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６—
０３／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２７２６２６．ｈｔｍ。

③王浩：《符号性灭绝语境下的（非诚勿扰）：同性恋被允许怎么呈现》，爱白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ｂａｉ．ｔｏｍ／
ｉｎｆｏ／ｏｐｅｎ．ｐｈｐ？ｉｄ＝１９０８８。

⑧阿强：《冯小刚，请你对同性恋群体非诚勿扰》，阿强的博客，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ｔｏｍ．ｅｎ／ｓ／ｂｌｏｇ＿４８２４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ｄ１４ｒ．ｈｔｍｌ。

⑩同注⑥。
◎同注④。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Ｑｕｅｅ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ＰＰ．３１—

７５．

◎Ｊｏｓｈｕａ

Ｇａｍ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Ｔｒａｐ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蹦ｋ

Ｓｈｏｗ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ｂｉａｎ，Ｇａｙ，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ｉｌ），，Ｖ０１．１，Ｎｏ．１１，１９９８，ＰＰ．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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