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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鐵姑娘」到「超女」：兩個「革時代」圖像中的

身體隱喻與政治修辭── 一個政治社會學的視角

⊙ 魯明軍

歷史總顯得那麼譎詭而不可知。然而，它嬗變的表象卻始終遮蔽著一條鐵律：歷史無法迴避

反覆與重演。

1966年夏天，中國上演了一幕後來長達十年的「文革大劇」，全能主義政治背景下的「不愛

紅裝愛武裝」的「鐵姑娘」一時成了這個時代生產運動和工業革命的象徵和標誌；近四十年

後的2005年夏天，湖南衛視發起的「超女運動」在還處於政治改革轉型期的中國掀起了一股

集體的消費狂歡和民主浪潮，這種民間性的、非官方的民主自覺為當下中國民主化及政治體

制改革進程無疑注入了一絲新血液和強醒劑。不能說「超女」是文革的重演，但是無論從形

式上，還是從其能指、甚至所指的層面上，還是存在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

從「革命時代」的「人民文化」到「改革時代」的「大眾文化」，「鐵姑娘」和「超女」都

屬於「革時代」的集體或社群文化，且都具有相似的中性形象。儘管我們的解讀只停留在圖

像的層面，但是不管是從潘諾夫斯基（Panofsky），還是從貢布里希（Gombrich）的理論

中，我們都不難發現圖像與文化、社會、政治之間的象徵關係。甚至與其說圖像是絕對意義

上被「創造」（形式主義和表現主義的觀點）出來的，不如說是「製造」出來的。所以，圖

像學家們也用「製造」一詞來說明對圖像的生產和運用。（楊小彥，2005：1）由此可見，圖

像中的形象並非是藝術家憑空想像出來的，它是有現實社會依據的，不管這個依據是顯在的

還是隱蔽的，作為圖像與其說是藝術家的產物，毋寧說是藝術家所處時代的產物。如果說

「鐵姑娘」是革命的產物，那麼，「超女」就是改革的產物。由此可見，她們都不可避免地

被貼上了「政治」的標籤。而事實上，政治本身作為主導力量，自然與社會、文化及身體有

著不可避免的糾纏甚至支配關係。反過來說，文化與身體的時代嬗變也同樣成為政治變革不

可或缺的因素。

一 從「革命」到「改革」

時代決定了女性的身體特徵及其隱喻。革命時代的圖像是革命的，革命圖像中的「鐵姑娘」

就是革命的；改革時代圖像中的「超女」就是改革的。當然，反革命、反改革也含括在革命

和改革當中。也就是說，「鐵姑娘」和「超女」還分別潛在著「反革命」的批判和對現實改

革的質疑。只是，這並非是圖像中的主體形象所賦予的，而常常是由圖像本身、圖像的創造

者以及圖像的解讀者所賦予的。

在討論圖像之前，有必要先弄清「革命」和「改革」兩個語詞的不同含義及其現實關聯。

根據《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解釋，現代社會科學家往往把革命這一術語用來專指



期間發生了政權更替並伴隨著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大規模重建的歷史時期。（戴維‧米

勒，2002：705-707）楊小彥則根據英國南安普敦大學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學教授彼得‧卡爾

佛特(Peter Calvert)在《革命與反革命》中的闡述對「革命」做了一個相對清晰的梳理。關

於「革命」，楊小彥參考了卡爾佛特引述的《企鵝政治學辭典》中的定義，這條定義說：

「我們所稱謂的革命，嚴格意義上說，是政治系統的一場全面的暴力變革，不僅僅改變了社

會的權力分布，還導致了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改變。」這與《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

中的解釋似乎並無二致。他接著指出，符合這個定義的人類革命有三場，它們分別是法國革

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接著，卡爾佛特對三場革命的特徵進行了一些必要的分析。之

後，他指出：「所有觀察者們會一致同意的一點是，『革命』是一個指一種大規模社會轉型

過程的術語。」在「革命模型」一章中，作者進一步給出了更為具體的定義：「首先，革命

是突發的。」「其次，革命是暴力性質的。」「第三，革命是政治演替。」「第四，革命是

變革。」「可見，革命是一個複雜的術語，至少包含四個方面。首先，它指一個過程：一些

重要的集團不再留戀既有的政權，並轉向反對這一政權的過程。其次，它指一個事件，一個

政府被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個計劃，新成立的政府試圖改變它

所要負責的社會的各個方面的計劃。最後一個但並非最終一個方面，它指一個政治神話，討

論的更多的是應該是什麼而非實際上是什麼。」（楊小彥，2005：1-2）作為「革命」的產

物，「革命圖像」及其中的「鐵姑娘形象」某種意義上它意在討論應該是什麼，而非實際是

什麼。顯然，這樣的命題本身就具有政治支配的涵義。

什麼是「改革」呢？《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指把事物中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

適應客觀情況的。（呂叔湘、丁樹聲，1998：402）可見，相對「革命」，改革首先不是突發

的，而往往是緩進的；其次，改革不具有暴力性質，它往往建立在一種自覺的實踐層面；最

後，改革不一定是徹底的政治演替，它常常是局部的修正、補充和完善。當然，二者都具有

變革的性質。也就是說，不管是「鐵姑娘」，還是「超女」，它都是源自政治的變革、轉型

期。問題就在於，這一建基於變革層面之上的「圖像」到底產生於什麼樣的政治社會背景之

下呢？而這亦正是「革命」與「改革」的區分所在。

對於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歷來是國內知識界的禁區。而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官

方對此似乎有所意識並逐漸自覺解禁，知識界慢慢地多了類似的歷史性反思與批判。換言

之，處於文革時代的主體似乎並不自覺（或不能自覺、不敢自覺）革命本身對自身身體形成

的異化與規約，而只有通過後文革時代的反思才可能意識到自身被壓抑的事實。也就是說，

文革時代的「革命藝術」充當著革命工具或政治符號，革命的角色對自身是否主體、是否自

由並不自覺。不同於革命時代的是，改革時代的圖像製造是在相對自由、寬鬆的環境下實現

的。但是這並不能說明行動的自由就意味著政治的自由，因此改革時代的藝術家常常以自身

有限的藝術行動自由用以批判當下政治社會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包括諸多政治的不自由以及

在政治改革中及其常見的非正當、非合法的現象和趨勢。可見，改革時代的「改革圖像」因

為其自覺性，反而形成了對改革本身有效的回應和批判。

二 從「人民文化」到「大眾文化」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或範式，文革時代的「鐵姑娘」文化常常被冠以「人民文化」，改革時代

的「超女」文化則被稱為「大眾文化」。二者都是建基於一定群眾基礎的集體或社群文化。

自韋伯以來，個人魅力這個概念就不加區分地用來描述受人愛戴的出現。在一個個人魅力型



領導的重視追隨者眼裏，領袖說什麼就是什麼，目標由領袖確定，手段由領袖選擇。然而恩

格斯則認為，任何涉及大多數人的運動都不應看作「單個人的活動」，而應理解為是「全民

需求和必然性的、自發的、不可遏制的表現」。（王紹光，1993：3-8）從這個意義上說，不

管是文革時期「人民文化」中的「鐵姑娘」現象，還是改革年代「大眾文化」中的「超女」

運動，「集體文化」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它顯然並不僅是政治規訓的結果（這在以下幾節將

作詳述），也是民眾自覺需求的結果。

文革時代的群眾基本分為三個類型：積極分子、中間分子和落後分子，「鐵姑娘」在其中屬

佔大多數的積極分子和中間分子。這就是說「鐵姑娘」不是從人人可當的，她源自一個從落

後到中間再到積極分子的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這其中，政治階級常常通過廉價的精神獎賞

（比如評為「優秀積極分子」、「積極分子」或入黨、入團）以代替昂貴的物質報酬。在這

種精神獎賞背後，隱藏著「鐵姑娘」三重的依附：對所在集體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依附、對

領導在政治上的依附、對直接領導的個人依附。顯然，這種依附所依託的非正式權力在此形

成了一種權威的制度文化。因此，革命時代的「人民文化」是一個從「政治規訓」到「大眾

依附」，從被政治規訓到依附於政治階級的過程，其中貫穿著的是「鐵姑娘」對於毛澤東這

惟一偶像的絕對崇拜。

不同的是，改革時代的「大眾文化」則是一個從「大眾反依附」到「反政治規訓」的過程，

反對對家庭、對學校、對國家及對任何集體、社群的依附，主張個體獨立與自由。表象看上

去崇拜的是李宇春、周筆暢，實質上，她們不過是崇拜者自我的「幻象」，實質上崇拜的是

自己或自己的親朋。「超女」不過是拉康（Lakan）、克里斯蒂瓦（Kristeva）所謂的

Symbolic，是一種鏡像、象徵，用以反觀自己，亦或說不過是大眾自戀的表現。（趙毅

衡，2006）偶像很多，偶像也很不同，這正是大眾文化的多元特徵。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主

體權力和選擇自由，正是這些政治階級和社會公共中心視野中的「他者」、「邊緣者」建構

了大眾文化的格局並付諸了時間與行動，亦如菲斯克所謂的「大眾文化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它

是由居於從屬地位或被剝奪了權力的人群所創造」。（約翰‧菲斯克，2006：1）當然，大眾

文化的根本意義還不在於表象的社會消費、公眾娛樂層面，其賦予政治微觀層面上的反規訓

及民主啟示才是其根本意指。

三 去身份的身份認同

無論是從異化到規訓的「鐵姑娘」，還是從規訓到反規訓的「超女」，這本身就是一種身份

認同的嬗變。換言之，在這種身份的轉換過程中，作為主體的「鐵姑娘」和「超女」都自覺

選擇了認同，且這一轉換還似乎存在著一種因果關聯。比如，「鐵姑娘」因為認同了「半邊

天」，所以也就認同了「婦工」身份，「超女」正是因為認同了消費者的身份，所以也認同

了自己作為被消費者的身份。這種特殊的相關性，恰恰源自「革時代」特殊的政治、社會症

候，即「鐵姑娘」身份認同的轉換主要取決於政治規訓的「施恩回報」心理，「超女」身份

認同的轉換則主要取決於社會消費及其市場導向。由此可見，無論是「鐵姑娘」，還是「超

女」都是沒有主體性的，表象看上去，「鐵姑娘」成了當家作主的主人，「超女」更是作為

主體崛起的一代，但真正的主體性往往並非是自身所賦予的，歷史決定了她們皆屬於「非主

體」的一代。

1、從「半邊天」到「婦工」



關於「半邊天」的正式出處迄今也沒有找到，社會學家金一虹研究發現「婦女能頂半邊天」

出處不詳（《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也從未做正式語錄引用過）；倒是發現「時代不同

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本是1964年6月毛澤東和劉少奇

在十三陵水庫游泳，毛看到幾個女青年從身後游上來發出的感慨，此後便頻繁地被引用，有

時甚至是鋪天蓋地而來，甚至成為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對男女平等的最高詮釋。（金一

虹，2006：180）但事實上，真正此後廣為流傳、影響最大的並不是「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

樣」，而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簡稱「半邊天」。文革時期的婦女們都積極響應毛澤東

「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積極投身繁重的生產勞動和工業革命中，而這種選擇與投身完

全是建立在對這種時代感召的響應，建立在對新生活、新時代的希冀與憧憬之上的。

幾代婦女都同時投身革命與勞動中，成為了一名合法的「女工」，成為了一名正式的「國家

人」或「公家人」。此前多少年來，大多婦女都處於被社會、男權壓制的境地，如此走出家

門不獲得社會認同從而凸顯了自己的社會主體地位，而且公共的主體──「國家」或「公

家」──成為其與男權抗衡的撐腰者和依賴者。殊不知，「鐵姑娘」實則非但沒有成為主

人，反而不幸地被淪為一個時代的工具和政治的符號；非但沒有成為合法的「女工」，反而

不幸成為 「受制於封建制度式」的一名「婦工」。

說到「婦工」，有必要對這一稱謂做一說明。美國學者白馥蘭對此作了溯源和闡述，她指

出：

「婦工」是女性四種品質之一──其他是婦德、婦言和婦行──這是漢代著名的女學者班昭

在她的《女誡》中規定的。米切爾‧卡特耶爾（Michel Cartier）認為，中國早期政治哲學

家使用這一術語表達了他們的這一觀點，婦女所織之布不僅僅滿足了基本的需要，而且有利

於潛在的剩餘價值的產生。我對此有所補充：在早期和整個中國歷史上，能轉化為個人收益

的那種剩餘價值被視為使社會破裂的因素而遭到輕蔑和猜忌。「工」作為「技巧」被疑為這

種破壞性的剩餘價值的來源──這種事情對於上等人來說是貶低身份的，但是婦女勞動所帶

來的這種剩餘價值是有功的，因為它被認為是轉化為賦稅的支付而非私人收益。（白馥

蘭，2006：145）

基於此，白馥蘭還將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婦工」與普適意義上的「女工」做了區分。她認

為，「婦工」是表示道德家和官員所使用的女工（是按曼素恩和高彥頤等學者的使用方

法），他們在女性工作中看到的是一種與性別身份聯繫在一起和具體化於紡織生產裏的道德

活動。這種觀念暗含著婦女是國家積極的臣民，她的作用是其丈夫的必要輔助。而「女工」

則是表達在私人家庭層面上的操作，是在蓋茨所稱的小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市場經濟的框

架內。晚明和清代的改革官員與道德家似乎仍然堅持抱有把「女工」轉化成為「婦工」的期

許，他們希望將其所蘊含的全部道德力量及心理暗示都發揮來重建一個更理想的社會秩序。

（白馥蘭，2006：202-203）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文革時代的「鐵姑娘」是一名合法的「女

工」，毋寧說是一名國家規訓下的「婦工」。但不同於傳統封建社會意義上「婦工」概念的

是，文革時代的「婦工」是將其道德力量和國家意識膨脹化、最大化了，從而以此建構了一

個畸形的集體無意識化的「社會秩序」。

從「半邊天」到「婦工」，在這樣一個實質上的因果關聯中，「鐵姑娘」只是一個被政治所

欺騙者，以「解放的名義」反而被規訓。可悲的是，「鐵姑娘」對此並不絕對自覺，即便自

覺，也還似乎心存一份期待──期待另一種「解放」的可能。這也說明了身份的確定不僅源

自規訓，亦是自覺認同的結果。且就是在這種自覺認同的背後，潛藏著一種複雜的心理背



景。政治社會學家Anthony M. Orum（中譯：安東尼‧奧羅姆）在分析社會政治運動起因的時

候提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和「期待需要的滿足」兩個因素（Anthony M. Orum，1992：

397），雖然這本屬於政治命題「相對剝奪」的兩個因素，但在「鐵姑娘」的心理分析中我們

發現其同樣有效。因為解放後「鐵姑娘」們實現了實際需要的滿足，成為一名合法的「婦

工」，但同時也生成了「期待需要的滿足」，期待更新更好的生活，而這儘管具有想像的成

分，但正是這種滿足和期待的雙重心理，致使她們再苦再累也毫無怨言。按照華爾德

（Andrew G. Walder）的邏輯看，國家或政治階級與「鐵姑娘」上下間實存有一種「施恩回

報」的網絡關係。他認為，在「鐵姑娘」的服從背後潛在著一種隱形的權力模式。與黨進行

社會動員的制度所體現出來的模式──該模式下人們被要求對嚴格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表示

無條件服從──相比較，這一模式要遠為複雜與精緻。甚至對那些一心一意的積極分子來

說，忠誠的目的也是含混模糊的，既有為公的一面，也有為私的成分。他們為黨所規範的民

族利益而工作，但同時也表現出來的無私與自我犧牲中獲得相當多的個人利益。（當然有時

這樣的利益只能在後來兌現。）（華爾德，1997：26、278） 或許，正是這種含混性、複雜

性，一方面導致了「鐵姑娘」去身份化，另一方面也致使「鐵姑娘」反而對這種無身份的身

份自覺選擇了認同。

2、從「鄰家女孩」到「超女」

設若李宇春、周筆暢、尚文婕等尚未成名，還只是一個普通的鄰家女孩的話，她們也許只是

一個普通的社會消費者，具有社會消費的權利及任何合法的言行權利，愛怎麼打扮就怎麼打

扮，愛唱什麼就唱什麼，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別人管不著，也不會

管。可一旦成為「超女」，一旦成名，就不一樣了，大眾文化的消費特徵決定了「超女」李

宇春不是此前的李宇春，她不是個體的，已屬於公共，她的行為、她的言語已經定格在全國

數千萬「玉米」（李宇春歌迷的昵稱）對她的關注視野中，一旦其發生某種改變，必將影響

到對她的消費，影響到她可能產生的公共利益，乃至千萬個「玉米」的利益。這就意味著，

從「鄰家女孩」到「超女」這個身份的轉換過程，亦是從「消費者」到「被消費者」的轉換

過程。顯然，對於「超女」自身而言，這個轉換過程亦是一個主體性失卻的過程，亦是一個

去身份化的過程。輔以中性化的形象同樣去了她們的性別，倒是與「鐵姑娘」沒什麼區別

了。

我們承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沒有了主體性，甚至她們自己也承認成為「超女」反而少了自

由，甚至沒有了自由。但是她們已經認同這種身份轉換，認同這種沒有主體性的身份。正是

在以自己的形象和歌聲對千萬「粉絲」（指Fans，即歌迷）的支配過程中，她們獲得了一種

虛在的主體感。反過來說，千萬「粉絲」若作為一個整體更是絕對地支配著任何一個「超

女」。那麼，在這一主體間性中，是否存在第三個主體呢？顯然，這個主體就是其背後操縱

的政治、社會利益集團和階級。從這個意義上，作為「男不男、女不女」的中性化形象的

「超女運動」儘管試圖打破中國社會二元對立的結構，但實質上其依然沒有走出政治二元支

配的格局。當然，「超女」的真正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她作為被消費者的身份認同和最終命

運，而在於「超女」作為一個民間性的社會運動給予當下中國改革的民主啟示和政治反思。

作為一種權力游戲，其中暗含著一種有力的變化：集權式的「審判」變成了更具人性的平等

「對話」。（朱大可，2006：365）

四 圖像中的身體隱喻



身體及其快感一直是並且仍將是權力與規避、規訓與解放相互鬥爭的場所。雖然身體看起來

是我們最個人化的部分，但它也是身體政治（階級性的身體、種族性的身體以及性別化的身

體）的物質形式。圍繞身體的意義與快感之控制權所展開的鬥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身體

既是「社會」層面被表述為「個人」層面最可靠的場所，也是政治將自身偽裝為人性的最佳

所在地。（菲斯克，1996：85）顯然，從「鐵姑娘」到「超女」，為什麼都是女性呢？這一

方面源自歷史客觀性導致了「鐵姑娘」和「超女」這兩種極具時代特徵的女性形象及其身體

特徵；另一方面女性不管是從社會性別學的角度，還是從社會權力格局本身，都含有一種潛

在的被支配身份，既是一種男權對女權的性別支配，亦是社會對女性的一種權力支配。那麼

反過來說，不管女權主義者對這種支配關係反抗的結果如何，至少其本身承認了這種支配關

係存在的事實。當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用來陳述這一支配關係，而是在承認這一支配關係存

在的前提下，分析和比較兩個「革時代」被支配女性形象、身體及其隱喻的不同。

1、從異化到規訓

文革時代的「鐵姑娘」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特殊遺產。「鐵姑娘」這一稱呼一是源自當時

很多女性都參與民兵隊伍，時時與槍支器械為伴，另一個方面是當時以「男女平等」的名義

要求很多女性要參與工業生產和革命運動中，包括鐵路、煤礦、鋼鐵、建築、電焊等各行業

不管崗位適不適合女性作業都要參與，而這些工作都與「鐵」相關，女工常常少不了與

「鐵」打交道，久而久之，本來的柔弱身體也自然練就成了「鋼板軀體」，「鐵姑娘」的稱

呼也自然在情理之中。據資料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報刊就有了關於「第一個『三八女子

測量隊』」、「第一個女煉鋼爐長」、「建築工地中首次出現女瓦工、女拖拉機手」等相關

事跡的報道。（金一虹，2006：180）而到六、七十年代時，女工在中國已經很普遍了。

關於「鐵姑娘」形象的圖像作品很多，基本可以分兩個類型，一是描繪女民兵形象的，包括

趙淑欽的《我們都是神槍手》（油畫）、裴建華的《西沙女民兵》（油畫）、邵增虎的《螺

號響了》（油畫）等；另一個是描繪女工形象的，主要有劉三多、伍振權的《地下長城》

（油畫）、楊之光的《礦山新兵》（中國畫）、柳青的《青春紅似火》（油畫）、朱昭林的

《巨大的動力》（版畫）、潘嘉峻的《我是海燕》（油畫）等。（蕭悟了，2002：77-99）上

述所列的都是美術作品，除此還有很多攝影、戲劇作品更是形象地反映了這個時代的女性特

徵和現實狀況，比如朱憲民的攝影作品，包括《不愛紅裝愛武裝》（1968）、《女民兵換

崗》（1969）等，（朱憲民，2006：43-65）戲劇作品中的八個樣板戲，如《紅燈記》中的鐵

梅、《海港》中的方海珍、《龍江頌》中的江水英和《杜鵑山》中的柯湘等都是典型的「鐵

姑娘」形象。綜觀這些圖像，圖像中的女性形象都幾乎如出一轍。如果說美術、戲劇作品中

存在藝術家有意渲染的嫌疑的話，那麼，我們在朱憲民的攝影作品中則不難發現，文革的時

代的女性形象真實就如美術作品中所表現的，至少在形象氣質上是一致的。

「鐵姑娘」個個紅光滿面，神情飽滿。民兵身份的常常目光嚴肅，似有即臨戰鬥的警覺；女

工形象的則往往一臉燦爛，表現了對生活和工作無限熱愛的幸福感。她們一改傳統女性的柔

弱之媚，手臂粗壯，姿勢誇張，體態粗放，儼然是一副男性形象。比如圖像中出現最多的站

立的姿勢就別具意味：神情莊重，昂首挺胸，頭部與身體通常稍稍錯向而自然生成一種力量

感，風吹發絲，如臨大敵，真所謂「滿臉的階級鬥爭」。她們著裝除了工作服以外，大部分

都是穿軍裝，系腰帶，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上衣袖口常常利落地從手腕處捲起，很多時候

還手捧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樣板戲中的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都是黨支部



書記、黨代表，但她們是否是妻子、母親在劇中都隱而不談，似乎表現了她們的家庭角色就

會削減她們的英雄氣概，這使得中國人進入了一個「無性無家」的時代。無疑，正是在國家

的硬性干預下，「鐵姑娘」即去了性別，也去了身份。（金一虹，2006：171-194）

如果說，攝影作品中的「鐵姑娘」形象屬於現實的真實反映的話，那麼，美術作品中的「鐵

姑娘」形象則無疑涵有一定的藝術家的審美意識。而藝術家等審美本身也往往取決於一個時

代的集體性審美意識，亦即大眾的審美意識：身體造型是一樣的，穿著是一樣的，甚至連面

部表情也同出一轍。在她們看來，這種相同或相似正是政治上、道德上、社會上平等的自洽

體現和反映。從國家到民眾，都懷揣著一種「絕對平等」的烏托邦想像。亦如蕭悟了所說

的：「一個女人已經有了一種統一規格的美的標準。這種標準同其他時代的另一種女人美的

標準一樣，概括了一個時代。這些明朗的笑臉或堅硬的仇恨，還有服飾（服裝和飾物：槍、

像章、紅寶書等），姿態等等，都被統一了。這種統一的美中少了一樣的東西：肉感或性

感。……有了一套全新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美的標準。這套標準超越了生活和女性本

身，顯出聖潔的光輝，顯出超凡的神采，並且超越了性別。」（蕭悟了，2002：86）對此，

華爾德認為，毛澤東的這種禁欲主義在六七十年代中國工廠裏的實踐為那些關於集體主義和

平等主義的在現代工業中實現的可能性理論提供了一個非常糟糕的樣板。（華爾德，1997：

218）

然而，這種集體的審美意識源自什麼呢？這套標準是自覺生成的嗎？顯然，這就不是簡單的

藝術問題了，因為作為文化問題的審美標準總是無法規避政治的限制，某種意義上文化、審

美就是取決於政治。這在文革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和突出。具體而言，「鐵姑娘」形象本身

就是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產生的，泛政治性更是決定了這一形象的普遍化與統一化。這是政

治對圖像形象或者說大眾審美的一種集體規制。但事實上，政治還不僅僅只對宣傳形象做了

統一規制，女性的身體形象、審美取向本身就已經被政治規訓和限定了。金一虹分析認為，

將馬克思主義奠基人關於「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公共勞動是婦女解放前提」的論述作為婦女

解放理論的經典，造成在中國很長一個時期內，把留在家裏「圍著鍋台轉」視為蒙昧、落

後、不解放同義。（金一虹，2006：194）的確，毛澤東一句「婦女是半邊天」從此將全中國

大部分女性從閨閣中拉出來投身到繁重的工農業勞動和革命鬥爭中，從身體到心理，中國女

性從此被徹底地異化了整整十餘年。異化的結果是身體變形，心理異化，從而自覺地演替為

一個徹底的政治符號和工具。

問題是難道就沒有人提出反對或抗議嗎？因為畢竟在女性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是有限的。事

實上，當我們回頭審視其歷史背景時，我們不難發現，文革時代的政治規訓不僅僅是身體的

支配，更重要的是心理上支配的全能性滲透。這就決定了女性在當時是一種自覺的服從，甚

至是以服從為榮。從這個意義上，文革時代的政治支配就形同宗教統治，女性作為被支配者

將勞動、受苦、受難作為衡量自身幸福的標準，與此同時，也強化了女性對國家、社會的依

賴程度。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理性的政治信徒」。因此，規制化、統一化的身體圖像背

後隱喻著的不僅是社會變革，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潛在的政治支配關係。

2、從規訓到反規訓

如果說文革時代的「鐵姑娘」形象是政治規訓的結果，那麼，改革時代的「超女」形象則是

從規訓到反規訓的一個文化產物。而這種規訓已不是單維的政治規訓，除此還包括社會道德

維度。通常而言，規訓與反規訓的表象屬於社會道德的層面，由此延伸到內在的政治規訓脈



絡。

有關超女的圖像，在當下中國則是鋪天蓋地了，大街小巷，處處可見。有藝術創作，也有日

常攝影、海報、廣告，在此不一一例舉。值得一提的是，當代藝術家安迪以李宇春、向鼎

（「好男兒」）為題材的作品「雌雄同體」極具調侃和反諷。藝術家試圖以這一方式詰問第

三性是否可能呢？另外，今年10月份宋莊文化藝術節上，雕塑家孫振華的作品《超女紀念

碑》在知識界、乃至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各地媒體爭相報道，公共效應不遜於「超女」運

動本身。當然，無論是策展人鄒躍進認為這是對「超女」的反諷也好，還是在作者孫振華自

己看來這是對當代文化的記錄也罷，至少從這件雕塑作品的形式中，亦即從它的「儀式感」

及其所隱含的「權力象徵意義」中可以認定它與「超女」運動本身在價值取向上不存在分

歧，甚至是趨同的或一致的。（陳杰，2006；崔菁菁，2006）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思想解禁以來，中國民眾的身體、心理都不再受政治的絕對支配，特別

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經濟體制轉型和社會多元格局的形成，人的身體、思想都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釋放。於是，人所面臨的挑戰已不再是政治支配及規訓，而是傳統社會道德的局限

性。女性衣服穿得露一點、舉止行為過一點首先不再是一個「合法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

「正當與否」的問題，於是也常常遭遇社會道德的責難，且已漸漸自覺地成為多元的底線。

但事實上，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人的觀念的變化，這個底線本身也在逐漸發生著變化。但不管

怎麼變化，底線卻總是無從消解，也就是說這種社會道德的限制和規訓本身則始終存在。因

此，對既有底線的挑戰則成為反規訓的體現。

「超女」引發的集體狂歡儘管有大眾社會心理學的原因，但也不能迴避「超女」的形象本

身，亦即普遍中性化的審美傾向所具有的公共涵義。按照古斯塔夫‧勒龐和莫斯科維奇的邏

輯，這種從眾的心理並不具有多少主體性，大多不過是盲從的結果。（古斯塔夫‧勒

龐，2001；莫斯科維奇，2003）既然如此，為什麼受歡迎程度最高的不是形象女性化的張靚

穎、葉一茜、譚維維，而是中性化的李宇春、周筆暢、尚文婕呢？顯然，這是一個極其複雜

的問題，許多答案都不過是主觀猜測和臆想而已，比如有一種說法是大多參與投票者都相貌

平平，所以將票投給同樣相貌平平的上述幾個形象中性化的「超女」，從而心理上獲得了自

我的形象認同和精神慰藉；還有一種說法是因當下雙性戀泛濫，在李宇春等形象中性化的

「超女」的肢體、聲音語言中，雙性戀者獲得了一種心理互應和精神碰撞；……等等，諸多

說法，不一而足。但是，從中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中性化，還是雙性戀，都無不具有反傳

統限制和反道德規訓的含義。因為，中性化也好，雙性戀也罷，這在傳統的道德規範中都是

不良的、反動的和受譴責的。由此可見，作為「超女」本身之所以最大限度地釋放、裸呈自

己的肢體和聲音語言，本身就具有反傳統、反規約的意義。對於他們──所謂的「80

後」──這一代儘管出生於新時代，但是自小依然受父母的言傳身教很深，家庭的禮教，學

校的限制，成長在規訓、約束和壓力中。於是，隨著資本的膨脹和自身年齡的增長，身體、

思想在當下社會中的交錯碰撞使得她們對自小所受的禮教傳統產生了懷疑，並以最大的勇氣

踐行叛逆、對抗。

對於其政治規訓的層面，我們可迴避「超女」形象本身，而是從湖南衛視操作這項活動說

起。中國的一黨統治決定了政治規訓的不可避免性，不管是顯在的，還是潛隱的，它總存

在，因為其本身就是政治保護和政治辯護的一個手段，這就決定了政治本身通常情況下對既

有的政治性規訓不會主動地做出妥協，只有在地方性的反規訓力量下，或許會做出適當的支

配性讓步，但與此同時又生成新的規訓，也就是說，規訓本身是不可能得到徹底消解的。湖

南衛視操作這一活動顯然也不是基於反政治規訓的目的和初衷，但始料未及的是其卻為具有



反規訓心理的這一代女性搭建了表達和實踐的平台。

和文革時代的「鐵姑娘」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超女」形象亦是中性化的。但是，不同

在於從形象及其普遍性而言，它已經走出了模式化、統一化的格局，而變得多元、繁複。顯

然，李宇春、周筆暢和尚文婕三者之間也存在著很大差異，但是本文避開這些不同之處，單

就其共同點而言，其恰恰成為政治規訓與反規訓的回應所在。她們相貌平平，裝束中性化

──有男性裝束，也有女性裝飾，行為或肢體語言大方、率性，毫無傳統女性的嫵媚、柔弱

風格，聲音中性化，甚至單憑此很難辨別性別，……等等。這種形象儘管有天生的一面（比

如長相、聲音及氣質等），但是更多的則依賴於打扮和包裝，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公共

質疑和道德責難。但毋庸置疑的是她們這種身體與精神的釋放實踐不僅基於自身心理的需

要，也是通過質疑和責難反而形成了對一元化政治背景下的多元「景象」的批判性回應與反

省，因為中性本身就具有二元之外的「第三者」意指。

五 政治修辭與修辭政治：象徵的力量

楊小彥將「革命藝術」中的「場景與儀式」感歸結為一種視覺的政治修辭術。（楊小

彥，2005：1）事實上，不管是文革時代的「鐵姑娘」形象，還是當下改革時代的「超女」形

象，它們都一致地追求一種儀式及其帶來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象徵力量，而這恰恰基於修辭

的效果。如果說，修辭本身是基於事實層面的話，那麼，修辭的過程及其修辭的結果，就已

經與事實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而一旦事實經過了修辭，事實本身可能引發的效應也遠不是非

經修辭的事實所比擬的。由此可見，「鐵姑娘」形象和「超女」形象作為政治修辭有它的政

治目的，也就是說，只有通過這種儀式化、統一化、中性化了的女性形象，才能更有效地呈

現政治支配和利益格局中的象徵力量。

按照「修辭學」的邏輯，修辭者與受眾之間潛在著一種權力關係，亦即修辭關係。而這一關

係的形成是因為修辭者有求於受眾而不是相反。作為修辭行動的發起者，修辭者在訴諸一個

由自己所追求的或者服務的一些利益休戚相關，而為了這些利益的實現，又必須促使該受眾

接受說服，采取某一立場或做出某一決定。尤其是對於政治修辭，人們幾乎立即本能地聯想

到擁有各種資源的權勢者（the resource-rich powers that be）和無權無勢、資源匱乏的

普通老百姓之間的一場力量懸殊的信息鬥爭。然而事情遠非那麼簡單。事實上政治修辭的典

型幾乎都不包括那些真正無權無勢、資源匱乏的普通老百姓，而往往是由所謂「政治階級」

（the political class）的成員組成的。（劉亞猛，2004：133-134）由此可見，政治修辭

某種意義上亦是一種政治陰謀和社會陰謀。當然，以上的討論主要是基於西方政治制度背景

下的，對於中國而言，顯然不是那麼簡單，也不是那麼回事。比如在「鐵姑娘」和「超女」

之間就存在一個本質的區分，即：革命時代的政治修辭者是官方政治，修辭的目的基於官方

的統治；而改革時代的政治修辭者不是官方，而是官方外的民間潛流，修辭的目的則基於對

政治現實的批判。但修辭本身的特徵和性質是沒有改變的，只是主客身份發生了錯位。

1、從極權主義到全能主義

若果說，「鐵姑娘」的修辭形象自源自文革時代婦女的真實情狀，某種意義上似乎也無可厚

非，但是，還有一種說法就是「鐵姑娘」形象意識源自當時最高政治統治者毛澤東對女性的

審美評價。據資料記載，有次毛澤東視察上海，上海官員為毛安排了當時上海的一些從三四

十年代過來的女電影明星。毛看了很不高興。他不喜歡充滿了舊貴族和世家小姐味道以及都



市污染色彩的小姐。從日後被部分公開的一些文章，我們也看到，他在這方面言行一致。為

他服務工作的人員，沒有一個有「明星作派」，他對「颯爽英姿」情有獨鍾。他欣賞、愛好

自然的山水，並毫不猶豫地表現他對此的欣賞和愛好，滲入政治鬥爭的動機。因此，在這樣

一個毛澤東統治和駕馭的時代裏，中國女人，宿命注定要在一個相當短也相當長的時期裏，

成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為理想而獻身的、改天換地的「半邊天」，成為「鐵姑娘」。

（蕭悟了，2002：79）這就意味著，毛的審美取向成了全中國婦女形象的標準。

那麼，這一政治修辭顯然還不是源自通常意義上的政治極權統治，比如一方面毛通過在各種

場合修辭性地傳達他對女性審美標準的信息，獲得政治階級對這一修辭的回應。當然，這顯

然不同於西方政治修辭學，中國政治修辭學往往哪個是一種潛在的統治暗示。也就是說，修

辭者並不有求於受眾的政治階級，修辭只是為了礙於修辭者自身表達的情面需要，是為了受

眾更廣泛、更多維地實現對修辭本身的理解和實踐。那麼，從政治極權主義到政治全能主義

無疑是這一政治修辭的最好實踐途徑和方式。

政治學家鄒讜認為，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還不完全是極權主義政治，而是一種全能主義政

治。極權主義與全能主義的區分就在於極權主義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形式，統治

者並沒有對民眾實施過多的直接統治實踐和行為。而全能主義是統治者則是將自身的統治觀

念和實踐滲透到民眾的各個層面和角落。區別還在於，極權主義不會社會革命（文化大革

命），而全能主義則是社會革命的直接手段。全能主義政治的擴大與縮小，與個人崇拜、個

人獨裁、權力高度集中是相互依存，同步增長的，文革十年災難就是最好的例子。（鄒

讜，1994：3-7）可見，文革時期為什麼會形成那麼多象徵？那麼多符號呢？顯然不是極權主

義的結果，而在於政治修辭及其全能主體特徵的無限滲透與蔓延。

2、從公共協商到道德妥協

不同於文革時代的是，改革時代的「超女」形象作為政治修辭迥異於通常意義上的政治修

辭。「鐵姑娘」是政治修辭的結果呈現，「超女」則成為修辭政治的方式、途徑。最明顯的

區分就在於「超女」作為修辭其修辭者並非是當下政治主體，所謂的政治修辭是指修辭本身

具有政治性這一核心主旨，亦可以理解為這一修辭的目的是政治的，但是修辭過程本身並不

一定具有嚴格意義上的修辭規定。

這一修辭的含義就體現在「超女」本身是一個合法的實踐，它本身並不受政治支配而具有一

定的政治目的。亦可以說，這一修辭本不具有政治目的，但在實踐的過程中生成了政治性，

所以也可以稱為「政治修辭」。

李宇春形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封面是這一政治修辭的標誌。因為，這一形象及其

象徵意義的產生不是如文革時期政治規訓的結果或者說傳統體制政治修辭的結果，而是從全

民參選這一政治民主形式給予當下體制的政治性啟示與反思中生成的。表象的消費狂歡卻暗

示了中國政治一個的根本性症候：民主。而「超女」形象的產生或這一修辭的實踐本身正是

一個從體制到反體制的過程。修辭者亦即修辭的主體成了公眾，受眾成了政治體制或政治階

級，同樣，修辭者並沒有求於受眾，只是通過這種完全社會消費性的途徑和方式從而賦予體

制和階級的政治自覺。吳稼祥將「超女」喻為「粉色憲政」，認為它模仿的是滲透於美國所

有生活方式中的憲政制度。憲政制度並不是追求真理的制度，而是平衡與協調利益的制度；

也模仿了美國的權力分立制度：專家評委相當於政治制度中的上議院，代表貴族與權威；票

選觀眾相當於下議院，代表鄉土；發短信的全國觀眾相當於投票的公民，投票相當於普選。



（吳稼祥，2006）在這裏，「粉色憲政」正是基於對民主的訴求。

事實上，與其說是「超女」的形象，不如說是其過程、方式賦予了民主自覺，因此單就這一

實踐過程而言，還不僅是以反消費的立場對中國的社會現實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過程本身就

貫穿著一條民主和公共協商的脈絡。政治學家詹姆斯·博曼認為，民主就意味著某種形式的

公共協商。如果決策不是強加給公民的話，他們之間的協商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超女」運

動的民主性初始並非是官方的決策，而是公眾後來賦予這種形式的判斷。因此，問題的關鍵

就在於公眾是否正當地參與協商，這才是民主本身。

而博曼所謂的「公共協商」實則不但實現了從「形式上」的民主（即只是強調周期性的選舉

和投票）到「實質」的民主（即強調「政治意願」形成中公民的真正參與）的過度，而且避

免了哈貝馬斯所謂的「民主無法將社會組織為一個整體」的危機，著重考慮到多元主義和複

雜性的情況下依然保證公民自治和主權的民主理想。（詹姆斯·博曼，2006：4-13）博曼指

出，公共協商作為交換理性的對話性過程，目的是解決那些只有通過人際間的協作與合作才

能解決的問題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根據這個定義，協商與其說是一種對話或

辯論形式，不如說是一種共同的合作性活動。公共標準不需要建立在很強的、不指稱任何實

際協商的理想化預設之上。（詹姆斯‧博曼，2006：25）由此可見，「超女」不但是一種合

作性活動，而且其沒有預設具體的公共性標準──這個標準本身就是協商的結果，亦即比賽

的結果及其引發的公共效應。可貴的是，這一公共協商還不是建立在公眾與國家的二元對話

中，而是建立在公眾、國家、媒體三者之間的隱性互動中，尤其是媒體在其中起了很好的調

節作用。

當然，多元格局下的當代中國社會的公共協商最易出現的問難題便是民主與道德的衝突，比

如民主或公共協商的結果之一是雙性戀的合法化，但事實上這在普遍的道德層面上常常是被

貶斥的異端。也就是說，既然普遍性的道德原則的多樣性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構成部分，那麼

在理性的公共運用中，如何避免這些衝突呢？在博曼看來，政治統一（Political unity）不

要求只存在「一種公共理性」。相反，普遍衝突所要求的是真正的道德妥協。與此同時，它

允許而不是否認或迴避民主政治中的道德衝突或分歧，亦即一種動態與多元一致的公共協商

模式。（詹姆斯‧博曼，2006：73-74）不管是對於其中政治與道德的衝突，還是道德間的衝

突，在民主或公共協商的前提下，道德只能做出妥協。也就是說，民主協商允許道德衝突的

存在，但道德本身必須向民主做出妥協。雙性戀也好，去身份也罷，在這裏它的合法化或者

說普遍的被認同不是因為道德，而是民主。

毋庸置疑，大眾文化相對精英文化在上述政治微觀層面上具有明顯的效力。精英文化或先鋒

藝術只是在美學和倫理領域對資產階級提出了挑戰，卻沒有對其經濟與政治權力產生影響。

而作為大眾文化的「超女」運動所帶來的力量感，某種程度上已經引導或者鼓勵進步的社會

行動。（菲斯克，1996：225）

作為「革命」和「改革」兩個「革時代」的身體隱喻和政治修辭，「鐵姑娘」和「超女」及

其產生過程賦予當下諸多反思和啟示，這不僅僅是藝術的，還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等層

面。因此，理清藝術與政治的時代互動或政治與時代的（群體）文化互動，將無疑是一個圖

像解讀、歷史梳理、現實反思的另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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