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象的政治：“耽美”迷群体的文本书写与性别实践

一、研究缘起：作为一种想像的女性表达途径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关注边缘亚文化群体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而“耽美”文化作为一种涉及

性别及性的青年亚文化，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持续关注并连接更大的社会语境和时代

语境去进行思考和探究的领域。

“耽”，意为沉迷，“耽美”就是沉迷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该词源于日本近代文学流派——耽美派
[1]，之后被日本动漫引用，特指“一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涉及生殖的恋情”，即BL
（boys’love）。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网络BL小说（俗称“耽美”小说），它是女性创作并以女性为主要

读者群、描写男性与男性恋情的浪漫小说。在英语世界中存在着一种与日本“耽美”没有渊源、却与

其性质相同的类型，称之为“斜线”（slash）[2]，主要形式是小说和插图。20世纪90年代初，“耽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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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文たんび，日文发音为TANBI，音译为“耽美”。“耽美”文学流派反对暴露人性丑恶面的自然主义，主张找出

“官能美”，陶醉其中并找出文学的意义。

[2]在“斜线”文中，两个男主角会用A/B的方式表示，所以称为 slash。Slash大多以科幻作品为原本进行二次创

作。在西方，最早、最经典、最知名并拥有最多“斜线”作品的就是以《星际迷航》小说为原本、讲述两名男主人公Kirk和
Spock浪漫性关系的K/S2系列。

-- 202



文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日本动漫进入中国。相较于国内其他类型的小说迷群体，“耽美”迷群体的线上活动最为活跃，“耽美

小说”迷的网络交流活动空间主要有：QQ群、贴吧、论坛、作者的新浪微博、文学网站。

关于“耽美”的研究，一种经典路径是迷/粉丝研究。美国学者巴斯和海力克森（Kristina Busse&
Karen Hellekson）在其2006年出版的《互联网时代的粉丝小说和粉丝社群》一书中认为，“西方的粉丝

小说研究史，基本上就是一个试图理解女性创作斜线小说动机的历史。”[1]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

关于“斜线”粉丝的研究出现。1992年美国媒介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文本盗猎者：电

视迷和参与性文化》和民俗学家贝肯·史密斯（Bacon Smith）的《进取的女人们：电视粉丝群和通俗神

话的创造》，分别从媒介研究和人类学两个角度开创了粉丝研究的繁荣局面。粉丝不再被当成被动

的文本接受者，而被作为最积极主动的阅读/消费者。“粉都成了一个参与性文化，这种文化将媒介消

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2]“斜线小说”作为一种粉丝小说，就是最好的

证明。同年，美国加州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的电影和媒介研

究教授康斯坦斯·潘黎（Constance Penley）发表了她的论文著作《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及大众文化研

究》，较早地以女性粉都——“斜线”粉都为研究对象，从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了“斜线”粉

丝的女性认同、叙事哲学等方面，是研究“斜线”粉丝的经典之作。1991年中岛梓的《沟通不全症候

群》拉开了日本“yaoi”（Yaoi是日语Yama nashi，ochinashi，iminsahi”的首字母缩写，是指一种番外漫画

程式）研究的序幕。学者们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的角度，把对“yaoi”的喜欢当做一种“问题”、一种症

候来看待。谷川珠江是最先反驳上述研究论调的学者，他肯定了女性喜欢“yaoi”的心理动机及女性

的性欲望等等。之后，野火伸太、斋藤环等持中立或正面态度的研究者越来也多，性别论式的研究中

又衍生出了“酷儿（Queer）式”的“yaoi”论。2007年日本学者沟口开辟了“yaoi的女同性恋·女权论者

（Lesbian Feminist）式解读”，同年的石田，讲述了将“yaoi”与“实际的 gay”分别作为独立领域被认知的

历史原委及社会意义[3]。2004年，马修·索恩发表论文《失控的女孩和女人们——日本业余漫画社群

的愉悦和政治》[4]，对日本“耽美”迷群体做了详实的描述。索恩认为，“耽美”反映了一种女性对男性

身体和性的窥探。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者，索恩从“yaoi”迷和“斜线”粉的对比中感受

到，日本“耽美”爱好者有一种原型女性主义意识，但又没有彻底激进化。

中国对“耽美”迷现象研究的文章目前有六十篇左右。从研究内容来分，包括“耽美”小说的流行

成因、出版研究、文本类型研究、网络传播研究、伦理学研究、传播影响研究等。最主要的还是对“耽

美”流行成因的研究。对于流行成因的解释，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和迷群的女性身份两点出

发。吕品《现代性背景下网络趣缘群体对自我认同的建构》（2008）[5]认为：“耽美”迷群的产生与现代

性认同危机密不可分，尤其体现在自我认同和性别认同上；张红芳《自我与他者：腐女群体的互动与

认同研究》（2012）[6]考察了“耽美”中的腐女群体之间、以及腐女与同性恋群体之间的互动与认同。刘

[1]杨玲：《粉丝小说和同人文——当西方和东方相遇》，《济宁学院学报》第30卷，2009年第1期，第47页。

[2]Henry Jenkins，“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2，转引自陶

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12页。

[3]关于日本“yaoi”的研究综述资料来源于金田淳子：《yaoi论，为了明天其之二》，《ユリイカ》临时增刊特集《BLス
タディーズ》，2007年12月，第48-54页。

[4]马修·索恩：《失控的女孩和女人们——日本业余漫画社群的愉悦和政治》，转引自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

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385页。

[5]吕品：《现代性背景下网络趣缘群体对自我认同的建构——以“同人女”群体以及耽美现象为例》，〔武汉〕华中科

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6]张红芳：《自我与他者：腐女群体的互动与认同研究》，〔杭州〕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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芊玥（2012）[1]、郑丹丹（2009）[2]、张博（2011）[3]等都有研究论及“耽美”迷群在大众化、低龄化发展中出

现的种种问题和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但总体而言，目前结论总体还是倾向于将“耽美”迷群当成具

有女性主义精神的实践。

本文以线上观察和深度访谈结合的研究方法介入，研究者选取“事件记录吧”作为观察迷群的主

要阵地。“事件记录吧”是目前大陆最大的“耽美”小说迷聚集地。目前“事件记录吧”的吧友已经超过34
万，帖子数近1700万[4]。整个线上观察的时间从2011年的11月份开始，持续到2014年3月份。深访

对象一共9名,另外有3位男同志被访对象。基于研究伦理，深访对象均为化名。

在“耽美”迷现象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两种“被想象”：一是“耽美”迷群被部分学者想象成“女性主

义实践者”；一是“耽美”被“耽美”迷群想象成是一种描述更加平等爱情关系的文本，还被少部分“耽

美”小说迷和部分非“耽美”人士想象成是一种“同性恋政治”的声明行为。这两种“被想象”与现实社

会语境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前一种被想象，它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而这种现实境

遇又产生于社会语境的大背景之下。本文意在透过“耽美”小说的表层符号，结合“耽美”迷群的线下

实践，来考察“耽美”迷群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并试图探讨社会语境中的何种层面决定

了“耽美”迷群的性别实践。

二、“耽美”迷群的伪女性主义解读与性别认同危机

现有的女性主义研究阐释倾向很容易让人认为女性“耽美”迷们是一个具有女性自觉意识、并积

极抵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与约束的群体。她们厌恶传统的女性气质、书写男性并将男性作为欲

望的对象、渴求平等的两性关系、追求纯粹的爱情等等，因此可以看成是对现有性别秩序的反叛。但

是更深一步追问：如果女性“耽美”迷们讨厌传统的女性气质，那么她们喜欢的女性气质又是怎样

的？在“耽美”小说文本中，两个男主角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吗？纯粹爱情的设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牢

不可破的？性对于迷群是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她们在文本阅读时的认同位置是“受”吗？在

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研究发现女性主义的解释在迷群的性别政治态度上似乎过于乐观。

1.“松动”的反抗：性别规范的侵蚀

以上女性主义的解释，是根据“耽美”迷群内的某些现象做出的结论。其问题之一是它有意凸显

了某些局部现象而忽略了其他，这种选择性解读给人造成一种迷群内部相当一致的错觉。“耽美”迷

群内部的性别政治态度其实非常复杂。异性恋规范中的那种支配与顺从的关系仍然体现在大多数

的“耽美”小说中，这也是“耽美”文化为什么成为同性恋群体抵制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耽美”

小说都在复制主流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这是完全违背女性主义政治追求的描述的，那么小说迷们

口中的“平等感”到底又是来源于何方呢？

比如“生子文”，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受到迷群内部很多成员的反对，但五六年过去了，这种文类

依然在迷群内占据了相当的市场。《花容天下》就是一篇“生子文”，它将其中的小受重莲设定为一个

同时拥有两性生殖器官的“双性人”，从而赋予其生育能力。另外，小说文本普遍有意弱化了禁忌恋

的紧张感，使得两个男主角之间的恋情“畅通无阻”，这些事实无疑打击到了上文所提到的“纯爱”理由。

相比较于BG小说迷，“耽美”迷群内部明显有更加活泛的性意识，但狂热地执着于H文（有性描

写的小说）也只是一种局部现象。露西弗俱乐部的会员自主地在社群内发起了对H的讨论。

[1]刘芊玥：《作为实验性文化文本的耽美小说及其女性阅读空间》，〔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郑丹丹：《女性集体行动与社会空间塑造——以耽美现象及粉丝组织为例》，中国社会学年会“中国社会变迁与

女性发展”论坛论文集，2009年，第78-97页。

[3]张博：《父权的偷换——论耽美小说的女性阉割情节》，〔长沙〕《文学界》2011年第9期。

[4]数据采集于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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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 h可有可无。当然，感情发展到 一定程度时的 h才和谐。那时的 h就不纯粹

是h了。要看纯h文还不如直接去看yellow小说得了，那些更露骨，都是直接描写，不会用意

象来含蓄地表达。[1]

——SZ
在“耽美”迷中，有一帮女性只对“清水文”[2]情有独钟，而对H有相同接受经历的粉丝们的存在，

也证明性描写可能只在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是一个吸引点。而且规避代入感带来的羞怯这种解释，

似乎恰恰说明那些喜欢看BG色情小说的女性，才是真正的性开放，从而自相矛盾。

以上现象说明，如果认为“耽美”迷是反抗传统性别秩序的女性主义实践者，那么这种反抗至少

也是“松动的”。在现象举证方面的选择性使得女性主义的解释带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从迷群对

文本内容的认同角度看，“耽美”迷群内部的喜好差异是较大的，它反映的是一种多元意识。迷群内

部涌动的多元意识可能恰恰是主流性别话语与反抗话语相博弈的反映，其间有受主流性别秩序规训

的意识，也的确散落有琐碎的女性主义光芒，一些现有研究将其看成是一种微观政治。

2.“耽美”迷群的女性身份与性别认同危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那些原先喜爱看言情小说、接触“耽美”后成为“耽美”小说迷的女性粉

丝，她们大多数就再也不能接受一般的BG小说了。“耽美”迷们戏谑地说“一入耽美深似海，从此BG
是路人。”从“耽美”文本和访谈看，迷群呈现如下特色：

（1）自卑的女性意识。BG小说文本和BL小说文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多位受访对象表示，除了

主角的性别配对不一样，BL文和BG文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将BL中的“受”直接改成一个女性或

将BG文中的女主直接改为一个男性，都可以使其成功地完成“身份转换”，并不会有多少阻碍（一些

追求商业利益的作者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却遭到耽美迷们的强烈谴责[3]）。实际上，如果真的对“强大

的女主”心生向往，女尊类小说可能更贴合这种心理。而且，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大陆原创言情小说已

经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台湾言情小说，独立强大的女主形象在BG文中并不少见，毫不逊色于BL文中

的“强受”。但以往研究中的受访者和本文的受访者却又“众口一词”地认为，“耽美”小说中两个男性

之间是更平等的，小受的形象是更讨喜的（比起BG小说中的女主角）。

（2）性别偏袒：喜爱男性。虽然迷群对“弱、傻”的女性形象似乎一致的排斥，但她们中的有些人

也明确表示不喜欢“强大的女主”。

我喜欢的并不是很强的……我特别喜欢的性格是善良但又别扭的。我看过的BG小说

里也有喜欢的女性角色，但是是少数，而且一般都不是作为主角出现的……你看了《love》[4]

么？郭采洁演的那个大小姐是我比较会喜欢的形象。我喜欢傲娇型的。……后来开始看

耽美之后发现许多文章中的男主角的性格都是我喜欢的，后来就越看越多，越看越爱看，对

BG向的就更加接受不了啦。

——筑汐和

对此，采访对象夜凉如水认为，女孩喜爱看“耽美”是因为“BG的萌点 [5]太少，BL中却处处有萌

点”。这种叙述恰恰与筑汐和的描述不谋而合。如果说她们对主流通俗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感到失

[1]引文出自深度访谈记录，以下引文均同。

[2]几乎没有性描写的小说被称为“清水文”。

[3]被迷群奉为“耽美”界大神的天籁纸鸢曾为了出版，在微博上声明要将《天神右翼》改成BG版，顿时引起网上的

一场口水战，遭到“耽美”迷的强烈谴责，最终作者让步。

[4]一部台湾电影，在与筑汐和的这次访谈中，恰逢《love》上映，所以她以此为例。

[5]萌，源于日语萌える（MOERU），可理解为喜爱，现在网络用法已经多元。夜凉如水所说的萌点，是指小说中让

人喜爱和激动的人物属性。“耽美”小说迷经常使用“属性”一词，它指涉人物的性格、行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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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又惊喜地发现BL小说中有很多自己喜爱的人物属性，那么耽美迷们喜爱的人物属性是什么？

浏览“事件记录吧”，笔者发现，虽然都是“耽美”小说迷，但迷群内部个人喜爱的人物属性有很大

差别。有人萌傲娇受，有人萌腹黑攻，有人喜欢严肃正经，有人喜欢天然呆[1]，不一而足。可以说每一

种人物属性都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讨厌。而且，BL小说中不乏又傻又弱的受甚至攻，但是“耽美”迷

们却并不排斥。她们对两性的性格认同似乎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衡量尺度，很多人物属性在BG恋中

不被认可，但放在BL恋中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最近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虽然我没看，但我就觉得程又青真的是作得要命，李大仁

孬的要命，但是如果程又青换成是男的，那一切都说得通了[2]……

——筑汐和

《我可能不会爱你》中的程又青是一个漂亮知性、成熟大方的女性形象，三十多岁，事业有成，没

有婚嫁，性格独立要强又坚持内心的正义，无疑是符合女性主义期待的新女性形象，但是筑汐和却认

为这种形象是做作的。对于“耽美”迷来说，似乎同样的人物属性套在男女角色身上会产生某种“难

以言明”的差别。以天然呆为例，迷群大多厌恶具有这个属性的女性，却又表示喜欢这个属性的男

性。对此，采访对象也很难说清楚这种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吧，虽然男女

都可以天然呆……我会觉得是有些方式不一样，而且有些是性格的原因……我也讲不清楚。”（夜凉

如水）

“耽美”迷群可能是一个偏爱男性的群体，这表现在：再糟糕的人物属性放在男性角色身上都可

能会受到喜爱，而再美好的人物属性放在女性角色身上都“欠了点味道”。夜凉如水和水珀都觉得两

个男性在一起会让“耽美”迷有更好的审美享受。

（3）排挤的女性心理与缺失的女性。对待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女性“耽美”迷还有一种独特的同

性竞争的焦虑心理。当BG中的女主性格小白时，她们觉得这个女主还不如自己，完美的男主搭配这

样的女主简直暴殄天物；当女主的性格过于完美时，她们一方面觉得写作的作者（一般都是女性）将

自身带入作品中，自恋倾向过于浓烈，一方面又嫉妒女主，认为如果这个完美的男子不能被自己俘

虏，那宁愿让他投入另一个完美男子的怀抱。当主角是两个男性时，自己并不是比不过，而是根本就

没办法比，因为并不在同一天平上：“万能女主不接受，万能小受能接受……可能是女性自卑感吧。”

（水珀）

如果将女性“耽美”迷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实践者，最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许在于：这个迷群喜爱的

文本中没有女性角色，即使有，也常常是炮灰的角色，是成就男男之间美好爱情的绊脚石或助推器；

这个迷群的社群交流中关注的对象永远是小说中的男性或现实中的男同志，女性几乎不构成任何话

题，她们自己的女性身份及生活经历也不被提及。很难想象一个被称为女性主义实践者的群体是闭

口不提“女性”的。“耽美”迷们好像是一群在幻想中更易被“现实”打扰的女性，她们不停想到女性的

现实地位和自身的性别焦虑，受到传统性别话语的干扰，对于理想女性的想象变得困难，反而更认同

男性这个性别，以致于对传统男女恋情的幻想与认同变得困难。她们在幻想世界中对男性的宠爱与

对女性的排斥，很有几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阳具嫉羡”和“阴道仇视”的色彩。从这方面来

说，她们的确认识到了男女现实的不平等，但她们的女性意识表现为潜在的自卑而不是积极主动的

反抗，从而在政治态度上与女性主义分道扬镳。

[1]傲娇受，指平日态度冷傲但外冷内热的受；腹黑攻，指表面温和善良实则很有心计的攻；天然呆，指人物傻乎乎、

反应迟钝木讷。

[2]《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台湾的一部偶像剧，程又青是其中的女主角，是一个骄傲、独立、自强的剩女，李大仁是男

主角，一直以“好友”身份守护程又青。筑汐和所用的“作”，是做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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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讨论：想象的政治

1. 选择性解读：被夸大的女性主义实践

在本文文献综述所及的39篇研究“耽美”迷现象的论文中，有31篇从性别角度解析“耽美”迷现

象，其中又有22篇是倾向于认为女性“耽美”小说迷群是女性主义的实践者，在性别政治上对其抱有

乐观态度。但与其相悖的是，这些“耽美”女性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耽美与女性主义完全没

有关系啊，就只是娱乐而已。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也没有看到什么女性主义的帖

子。”（水珀）康斯坦斯·潘黎甚至在研究“斜线”粉丝时发现迷群对女性主义是疏离的。

“耽美”小说的书写和阅读主体都是女性，书写对象是男性。这显然颠覆了传统媒介话语中劳

拉·穆尔维在其著名的《观影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论及的所谓“男性看，女性被看”[1]的经典模式。这

一特点很容易使其被认定为女性主义实践的政治领域。而迷群内部也的确闪现有女性主义的光芒，

但女性主义式的“耽美”迷现象解读的问题在于，它只注意到符合女性主义旨趣的现象，选择性地将

其挑拣出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夸大了迷群女性主义的那部分，却似乎有意识地忽略了那些并不

难发现的相悖的现象。甚至即使发现了，也只是在文中或文末匆匆带过，包括马修·索恩的研究亦是

如此。他显然注意到了“耽美”迷群内有女性自我憎恶的现象，却不以为意。

这种选择性解读，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带有较强的情感倾向，从而在研究中无法保持客观中立，并

造成思维上的惰性。有些女性主义倾向的“耽美”解释站在女性的立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新女性”

的立场，构建了男与女、传统女性与新女性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在行文间似乎在说着这样的话语:一
个传统女性就是拥有“柔弱、善良、矜持、笨傻，热衷婚姻与孕育子嗣”等属性的集合，而一个具有颠覆

意义的新女性就是颠覆前者属性的属性集合；一个传统女性是顺从于、甚至共谋于父权社会的性别

话语的，她遵从社会性别秩序并认可传统的性别气质，而反向书写男性、消费男性则被认为是一个具

有反抗意识的“新女性”；并且一致给予“新女性”更高的评价。

这样的理论倾向要面临政治风险。一方面它分裂女性自身。不仅是在女性群体内部造成新与

旧的区隔，也是在分裂女性个体。一个现代女性可能兼具新与旧女性气质，她在两极的话语中发现

了自己个体的分裂，而现实的可能是，在这个男人主导的世界，她发现自己不得不既要扮演旧女性又

要扮演新女性，从而生活在两重压力之下。另一方面，这套新与旧的话语看上去是相互对抗的，但其

本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女性的性别角色，只是从一个框架跳到另一个框架罢

了，限制了性别的多样化表达。

“耽美”迷群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实际上女性主义虽然一直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改善，但

它似乎也并没有获得女性大众的高声拥戴。女性主义揭示了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的压迫，却并没有

为此提供真正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对每一个女性个体，女性意识的觉醒常常使其处于“自苦”的状态，

她应当如何在这种现实境遇中自处？这或许是女性主义政治践行在女性群体中始终困难的原因。

同时，“耽美”迷现象的女性主义解释一直将男性放在女性的对立面，一再肯定女性反向书写男

性的行为本身，而不考虑书写内容，把它当成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承认这种书

写可以任意，可以带有任何情感色彩，从而使女性主义长期以来反对的父权社会任意书写女性的行

为有了合法性。当然，最严重的问题可能还不是书写内容本身，而是将这种书写行为放在“男-女”二元

对立的框架内进行对抗的思考，将使女性主义的政治抱负举步维艰，也不符合当代女性主义的理念。

2. 媒介与市场：新的性别规训话语生产者

[1]劳拉·穆尔维：《观影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转引自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0-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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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语境来看，除了旧有的传统父权文化影响着性别平等的实现，现代媒介与商业的联合，也

使得女性主义的政治抱负难上加难。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女人味”的话语不断被生产。以广告为

例，一方面，传统文化推崇的温柔贤惠的女性形象，在各类厨房用品、婴儿用品、家具用品等广告中频

频出现，另一方面对女人身体的性的凝视仍是商业和媒体吸引受众的重要策略，而网络更是加剧了

这种凝视感：角色扮演类的网络游戏常以性感撩人的女性形象做广告，各大视频网站对视频的介绍

词和截图也总是“性”味十足，而网络上的娱乐花边新闻也乐此不疲地展现女性身体，而且往往比电

视媒体尺度大。同时，消费主义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她们被编辑在各类化妆品、鞋包服饰的

消费叙事中，这类广告将女性对物的欲望的那部分加以夸大，打造了新的女性气质神话，并不断规训

着女性的身体与行为。可以看到，市场打造了新的女性气质神话，成为约束、规范女性形象与行为的

新的话语力量。这样的“消费新女性形象”总体而言是被男性文化和商业文化推动的，并没有女性主

体意识的体现。它带有强迫性，实际上也已经影响到很多女性的认知与行为，她们将消费作为自己

“天生的”“合理的”权利来标榜，“男人赚钱，女人消费”又成为一种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生成了。

3. 性、性别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依旧相互区隔的群体

在对“耽美”的研究中还涉及到了男同志群体。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比较明晰地表

示，“耽美”与同性恋亚文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少部分研究者会认为“耽美”迷群是一个同

性恋亚文化认同群体，而迷群内部也有部分粉丝对男同志圈充满好奇与想象。“耽美”之所以让很多

非“耽美”人士感到奇怪甚至排斥，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禁忌的同性爱题材。社会总体对LGBT群体[1]还

是避讳谈及的，LGBT群体作为性与性别的少数派，还是被作为多数派的异性恋群体所边缘化。“异

类”的标签，也使得少数派成员选择“躲在柜子里”，甚至无法自我认同，导致精神上的紧张或分裂状态。

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群体区隔，是年轻的“耽美”迷群对同性恋群体产生好奇与想象的原因之

所在。当代女性主义声称其关注的视野已不再拘囿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实，而是一切性与性别

的不平等现象，所以它将LGBT群体也纳入了其人文关怀的范围。但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对LGBT的

研究关注还是远远少于对女性群体的研究关注，尤其是对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关注。至

今，同志权利的争取、同志运动的开展，还是主要以同志推动的，女性主义者与LGBT还是两个相互区

隔的群体，还没有同盟者的感觉。

而且人的身份是多样的，譬如男同性恋者，他既有男性身份，又有同性恋者的身份。作为同性恋

者，他的性权力是受到压抑诋毁的，但是作为男性，他的性别感受又不一样了。一个男同性恋者很有

可能也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者。事实上从各类男同志的研究看，这个圈子是非常注重所谓男子气概

的。他们对于女性经验的了解与同情，可能和异性恋男性大众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由此产生的问题

是，将LGBT群体纳入女性主义关照的范围是真实可行的吗？如果可行，又如何处理这样的内部区隔？

目前的女性主义研究不仅对LGBT群体的生活经验缺乏揭示，更扩大一步来讲，女性主义研究似

乎对现实男性的经验也缺乏真实的把握。如果说过往的男性文本描述的不是“真实的女性”，那么女

性主义是否描述了“真实的男性”呢？这也是本文之所以不赞成女性学者将“耽美小说”书写男性、消

费男性”作为积极的女性主义实践看待的原因，因为它罔顾了真实的男性经验、男同性恋者经验，是

一种臆想下的娱乐消遣品。女性平等地位的获取需要赢得男性的支持与理解，女性地位的争取与男

性息息相关，当代女性主义想要在男女的关系范围里实现男女平等，要走的路还很远。

〔责任编辑：平 啸〕

[1]LGBT：Lesbians（女同性恋者）、Gays（男同性恋者）、Bisexuals（双性恋者）与Transgender（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

母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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