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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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审查

Abstract：This essay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recent hit

fJ|m If You Are the One．Through a bnef review of Chinese cinema on homosexualit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this essay plac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a changing dis-

course system that constant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social milieu and political climate．With its

major part devoted to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lot of the film，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how the representation of homosexuality can be made public under the cen-

sorship of mainstream ideologies．Drawing on the debates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the film，par—

ticularly the msponses from the homosexual circles，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homosexual

cinema has lent voices to the marginalized homosexual community fighting for their social visi-

b,ity and equal rights．

Keywords：If You Are the One．homosexuality．fiIm 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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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85

经 济 社 会

万方数据



2010／02 开 放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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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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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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