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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玫瑰思语

■刘晓晨

“剩女”概念最早流行于坊间，
是网络时代的产物。然而，2007年
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报告（2006）》将“剩女”作为新词汇选
录，使之成为一个正规的汉语词汇。

“剩女”定义基本包括如下几点要素：
高学历、高收入、大龄未婚。简称为
3s（single, seventies, stuck），即单身、

“70后”和被卡住了。
“3s”勾勒出现代都市“剩女”的

基本形象，伴随时间的推移，广大的
80后也即将步入此行列，随之，“剩
女”的概念又被延展。80后“剩女”
称为“ses”。其中“e”指的是“80后”。
此外，近年来，随着“剩女”概念的通
俗化，对于“剩女”的定义也趋于“去
精英化”的特点，即包括了非高学历、
高收入的普通大龄女子。至此，新
时期的“剩女”概念形成，并植根于公
众心中，家喻户晓。

“剩女”，一个明显带有歧视色
彩的词汇，它提醒人们：作为一个女
性，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多么优秀，如
果你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娶你，
那么你都是可悲又可怜的。这
个词汇揭示了现实世界中，一
些男性对于“觉醒”中的女性的
不满与愤懑，也告诫女性对其
不婚或单身状态要警惕。

以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男
女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并不是由男女生理差异所决定
的，而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所塑
造的，它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等
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近一个世纪以来，妇
女运动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当今社会，是
以信息传递、沟通交流等“软”素质取胜的
年代，而不再是男耕女织社会里，依靠体力
等“硬”实力才能生存。而这些恰恰是女性
的优势所在。《学校里的“第二性”》一文曾
援引了如下一组数据：从 1999 年到 2008
年，不到10年时间，高考状元中男女生的
比例发生了逆转，男生由 66.2%下降到
60.3%。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高等教育
数 据 ，女 本 科 生 占 48.15% ，女 硕 士 占
48.16%，女博士占34.7%，而2008年女性占

总人口的比例为48.53%。
诸如此类的改变都极大地影响了男女

的关系与地位，一种新型的分庭抗礼式的
关系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传统的父权观念
却又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剩
女”的出现，是新旧观念交替与博弈的最好
体现。本质上来说，这一词汇直接阐明了
性别统治的霸权，它将女性划分了“已婚”
和“剩女”两类，认为女性的最大价值在于
嫁人，然后传宗接代云云。对于新女性崇
尚自由自在，抱定不婚主义等则给予极大
的讽刺与打击。在结婚和不结婚这条道路
上，女性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对男

性则要包容许多。30 岁的高学
历、高收入女性称为“剩女”，而同
样年龄、同等条件的男性则是“钻
石王老五”。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文献都
重点关注“剩女”出现的成因及对
策，着重分析“剩女”之所以剩下的
原因并力图提出应对措施。这种
研究从一开始便坚定地认为：“剩
女”是一种问题，所以是需要去改
变的。那么，“剩女”到底是不是一
个问题？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
题？

诚然，“剩女”出现有其主客观
方面的原因，在现阶段亦有必要对
此现象提出积极的应对建议。但
是跳出现象本身来看，当面对这些
大龄未婚女性的时候，不妨以社会

性别的视角来看待，在社会文
化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我们有必要提问：女人的终极
价值是否就在于婚姻？或者
说，当我们考量一个人幸福的
标准时，究竟是以大众眼光来
评判，认为符合常规的生活轨
迹才是幸福，还是更应该倾向
于以当事人自身感受为评价
标准。

伴随女性经济地位的不
断提高，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家庭
结构向多元化家庭结构的转变，必然带来
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自在地选择自己
想要的生活，也许才是人们追逐幸福道路
的目标。因此，“剩女”这一带有浓烈感情
色彩的词汇，在包容度不断拓展的当今社
会，将渐渐失去或淡化其所带有的歧视意
义。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体现在：
高度的包容性和广阔的接纳性，实现两性
的真正平等与和谐共处。

我们可以期待：“剩女”将成为“盛女”，
如鲜花盛开，知性成熟。

在有关女性身体的词汇
里，“阴道”是一个让人说不出
口的词，是一个让人害怕的词，
是一个几乎是禁忌的词。阴
道，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可是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或女人可以
坦然地在公众面前说出这个词
而不觉得不安或迟疑。著名的
话剧《阴道独白》的作者伊芙·
恩斯勒在一次采访中说，在世
界上的各种语言里，阴道这个
词都让很多人害怕，好像说出

这个词就玷污了空气。我看她
的采访，我点头，我知道，我也
曾这样感觉过。

为什么“阴道”比“杀人”或
“强奸”这些词还危险？为什么
说出“阴道”这个词就脏了？阴
道是女性的性器官，是人类延
续的每个人都要经过的绵长的
温暖的通道，为什么这个词以
及关于阴道的知识却让人望而
生畏？大多数的女人在 2012
年仍然不知道她们的阴道是什

么样子，她们也不知道阴蒂的功
能，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快乐，她
们不敢抚摸自己的身体，觉得如
果这样做，就是一种“犯罪”。

认真而诚实地看待女人的
身体，并注重提高女人身心健
康水平，这是女权思想的出发
点。西方女权主义已经打破了
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为女性
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在性这
个领域，在《阴道独白》大声地
说出了“阴道”这个词16年之
后，女性在成为自己身体的主
人这点上并没有取得让人满意
的进步，而传统的阴魂却时时
聚力重来。

由于美国的宗教传统和
文化，很多女孩子是在宗教和
传统思想的氛围中长大的。
美国的中小学虽然都有生理
以及防治艾滋病教育，但是女
孩子对身体的了解并不是上
了一门课就能解决得了的。
记得我曾经工作的一个大学
给新生考试，在谈到男女区别
上，居然有61%的人写到女性
比男性多一根肋骨，因为男性
的那根肋骨，上帝拿去造了女
人。我那时对这个结果十分
吃惊。让我更吃惊的是那个
学期我正好做“妇女研究入
门”一课的助教。在这门课
上，我第一次发现了阴道。我
跟着我的学生一起，突然醒悟
过来一样看着女性的阴道。

“妇女研究入门”一课有一
个章节专门讲女性的身体。那
天去上课，我并不知道教授将
怎样讲。那时《我们的身体，我
们的健康》一书已经出版二十
多年了，连中国都已经翻译了
这本书，女性的身体这样的题
目，我觉得自己不会有任何问
题。那天我坐在教室的后面等
上课开始。教授进来，几句开
场白之后，她就开始放幻灯
片。我看着幻灯片，愣了。原
来她播出的幻灯片上是女性阴

道的照片。我身体一下子紧张
地绷起来。我虽然看过《我们
的身体，我们的健康》这本书，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过，更没
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别人一起
分享过各种阴道的照片。

教 授 当 然 知 道 这 个 效
果。全教室一百多名学生大
概都跟我差不多，都紧张地一
声不出地看着这些照片。教
授在一连放了好些张阴道的
照片之后，停下来，开始问问
题，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们
对这些照片有什么评论？”我，
以及所有的学生，听了这个问
题之后，似乎都喘了一口气。
我们好像才从震惊中回过神
来。学生开始回答问题。啊，
原来阴道是这个样子的。原
来每个女人的阴道的样子和
颜色都不一样，如同每个人的
面孔。原来看阴道的照片并
没有让我们都昏厥过去，相反，
这是我们理解阴道、理解女性，
理解女性对性的感受以及生
育、女性健康的开始。

说出阴道这个词，看阴道
的照片，讨论阴道是怎样被社
会、文化以及政治定义，是我自
己走向女权思考的界碑。每年
的2月14日是西方的“爱节”，也
是世界“反对对女性的暴力日
——V-Day”。在这一天，全世
界有五千多个地方上演《阴道独
白》这个话剧，全世界有很多女
性将第一次说出阴道这个词，将
第一次思考阴道的各种意义，将
第一次走向自我的解放。

阴道曾经属于男人，是男
人的性工具；阴道曾经属于家
族，是传宗接代的工具；阴道曾
经属于军队，强奸是一个群体或
部落征服其他群体或部落的力
量的象征；阴道曾经属于国家，
中国古代的王昭君不就是“和
亲”的用品吗？直到今天，无论
是西方还是东方，阴道，很多女
人的阴道，还不属于她自己。

在情人节或爱节里，在这
个反对对女性的暴力的节日
里，我们应该温习并时时提醒
自己的是：你的阴道，我的阴
道，属于每个女人自己。我希
望每个女人都能大声地说：“身
体是我的，我爱我的身体。”

（作者为旅美学者、大学教
授，主要著作有《荒原上的芭
蕾》《假装浪漫》等）

亚依，其实是我的小名，也可以算是我
们珞巴族的昵称。“依”在珞巴语里是“最小”
的意思，“亚”一般用于女性的名字，“达”一
般用于男性的名字。我的真正的名字叫

“普洛木·纽玛玛依”。
今天我们吃一点清淡的。要说饮食习

惯，还是想念家乡的东西，野菜呀，山菌呀，
特别清香，一下子就有回到童年的感觉。
现在，我越来越向往我的大森林，我不喜欢
都市里那种浮躁的生活，越来越不喜欢。
我后来到了拉萨，到了北京，又去了世界上
很多地方，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
等等。我想，城市也是值得人们留恋的地
方，一个有激情的人可以在那儿做点事情，
毕竟方便嘛！

我是12岁离开家的。那一天，我们那
个山沟里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几个人，说
是要招考舞蹈演员，我那会没有什么演员
的概念，只是憧憬着到外面看看。那个舞
蹈学校的老师看了我，好像也没有考我什
么就走了。我很失望，心想自己一定是没
有被录取。可是，我总不甘心。每天都到
村边的大路上去张望，希望那辆吉普车再
次出现。终于有一天，那辆吉普车又来了，
车上下来上次见过的老师，他问我“是亚依
吗？”我点点头。“我们是来接你的。”就这样，
我跟着吉普车走了。离开家乡，生活在完
全陌生的世界里，那种感觉挺复杂的。我
不会汉语，也不会藏语，只能用眼睛和心灵
去感知世界，但我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
劲头，别人能做到的我决不能掉队。

舞蹈学院无非就是上课、练功，永远都
是这些。我那时腰腿都是硬邦邦的，为了
拉开韧带，晚上就把腿绑在床上。总算功
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毕业的汇报演出好评
如潮，而我竟连北京的名胜古迹都没怎么
游览。很多年后，我回到家乡。父母几乎
认不出我了。在家里不经意发现父亲过去
存放糖果的铁盒子，那糖盒还是许多年前
当地驻军送给父亲的，里面居然还保存着
一颗发黑的糖块，童年的温馨回忆涌上了
心头，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不是为我存
的？”父亲说：“就是你走那年存的，都快忘
了。每次看到它就想到有辆车子把你带
走，无影无踪，只留下汽车的轮印。走的时
候，你光着脚，蓬乱着头发，是个爱咬指甲
的小姑娘。”

那一刻，仿佛有一道无法回避的伤痕
在隐隐作痛。我知道，自己的灵魂几乎要
分裂成两半，一半留在温馨的故乡，另一半
仍在顽强地找寻新的梦想。离开故乡，走
上一条完全背离前辈的路，有时想起来，又
是庆幸，又是痛惜。

父母对我的爱，不是表现在行为上的，
是一种通融，让你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你
的。可以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
的。妈妈是纽布，在珞巴习俗里，纽布就是
负责与神对话的人，汉语通常把它翻译成
巫师。作为巫师，妈妈在村子里享有很高
的威望，但在家里，还是父亲说了算。我们
珞巴族的传统和藏族是不一样的，妈妈只
有到了仪式上，才负责与神对话，但在平
常，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不需要人们供
奉，也没有人去供奉，敬重她就行了。

母亲是神的对话者，但却有两种角色，
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在占卜的时候，很
陌生，完全是另一个人。从她的眼神里看
出来，她连我也不认识，完全进入巫师的状
态。母亲用杀鸡看肝的方式解释世间万
象，她看的那些肝纹真的是太深奥了。这
些东西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妈妈又是跟谁
学的？或者说是哪个先辈传教给她的？这
也是一个谜。母亲成为巫师是自然形
成的，她并没有现实中的老师，她只说
自己心里有个老师，她能够把老师描
述的活灵活现。比如妈妈说，老师在
的时候，自然万物欣欣向荣，路边的花
儿也在笑。有一次，村里的牛病倒了，
后来又接连病倒了许多牛。妈妈杀鸡
看了肝纹，然后就开始跳巫舞，边跳边
唱这头牛是怎么回事，人们按照妈妈
的指点去做，牛的病就好了。从此，人
们对妈妈刮目相看，出了什么事都来
找她占卜，次数多了，人们相信妈妈就
是现世的“纽布”。从我记事以来，妈
妈就是村庄里的“纽布”。算起来，这
个“纽布”应该干了四五十年吧。

珞巴族也有男尊女卑的传统，一

个家里如果没有男丁，就意味着断了传宗
接代的根脉。在珞巴族，男的是掌管大事
情的，女的当然是管家务事了。父亲的教
育方法非常好，他全是用我们珞巴族的古
谚来开导和启发我，小时候我特别淘气，在
父母面前闹啊，哈哈大笑啊。父亲就跟我
说，高兴的事要含在嘴里，意思是微笑就可
以了。

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就
像我，1982年从北京学习回来，就在西藏歌
舞团当演员，那时候我对舞蹈的认识是什
么呢？我把舞蹈作为表现我自己的一个东
西。开始就是这样的。我年轻，爱美，我是
亚依，漂亮，在舞台上漂亮，靓丽，我只是想
到这个。跳了五六年之后，我坐下来开始
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就这么跳下
去？跳到老？这怎么行呢？我就试着搞编
导，文化厅长诺布那会儿是团长，看到我有
些苗头，就把张继刚老师请来，给我们上
课。那时候，听张老师的课很神圣啊！后
来，我第一次编那个，那个叫《古老的主题》，
我的处女作，得了二等奖。

从那里开始，我来剖析啊，我认识到舞
蹈是重要的，作品是重要的，而我是工具。
那么以前舞蹈是我的工具，我是这时开始
换位思考的。从《古老的主题》开始，我有
个朦胧的感觉是要表现自己民族的东西。
1997年，团里送我们几个去北京舞蹈学院
进修编导。回来我就开始做珞巴刀舞，取
名《珞巴人的刀》。珞巴刀舞的那个动作是
从我母亲巫舞里面汲取的，珞巴族习惯光
着脚，对大地，一定要用肌肤来体会它，对
大地一定要体会它的温度。所以我用了巫
舞里的动作，一顿，一挫。这样，珞巴人生
活中的丰收，祭祀、母亲的巫舞，所有的基
本的东西，都成了舞蹈的元素，成了肢体语
言的元素。

家乡的人对我的那种感情怎么说呢？
要是人们听说我回来了，背着筐带着酒就
从四面八方来了，他们的眼神里带着爱和
崇拜。乡亲们并不是认我是来自大城市，
也不是认我头上那些社会头衔，他们认的
是我在珞巴族文化传播上做过的事情。

前年，中国舞蹈家协会组织了一个舞
蹈夏令营，西藏可以出两个节目。当时西
藏舞蹈家协会已经决定选择一个藏族节
目，我自己也是舞蹈家协会的副主席，就为
珞巴族去争取了一下。我提议，让大山里
的珞巴族孩子去表演原生态的珞巴歌舞。
我回到家乡，从当地选了50多个珞巴族的
小孩，让他们学唱珞巴那些古老的歌曲，跳
我们珞巴的舞蹈。然后，又从50多个孩子
中选拔出12个去了北京，那一次可轰动了，
能在伟大祖国首都演出我们自己民族的传
统歌舞，是我们山沟沟里不得了的事情。
这也正是我最想干的事情呀！

对不起，我要抽一点烟。我平均每天
要抽一包烟，最近，自从母亲去世后，我抽
得多了。妈妈走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对
妈妈，我不能想得太深了，感情受不了，只
能淡淡地说一点。要读透我妈妈太难了，
我一生都在追求，但做不到，太深奥了。

珞巴族男女在宗教的信仰上的差异并
不明显，但肯定是有区别的。女人因为要
生儿育女，对生活的理解肯定会比男人深
刻。珞巴族是个喜欢流动的民族，不喜欢
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有点像游牧民族，到处
迁徙，喜欢动荡的生活。这对我应该说是
有一些影响的，但我没有祖先那么伟大。
不错，父母是以我为自豪的。我也时时感
悟着前辈的召唤，传播珞巴文化，我要去完
成这个使命。

沈睿专栏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

前沿视线

认真而诚实地看待女人的身体，并注重提高女人身
心健康水平，这是女权思想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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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依：珞巴文化的使者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诠
释生命的语言，每个人都用自己的
方式诠释生命，世界便是这生命的
舞台，因为生命的多姿多彩而辉
煌。珞巴族舞者亚依，用她与众不
同的生命语汇丰富着心灵的世界，
也因了她特殊的方式，吸引着我们
的目光。

很多年后，舞者亚依开始用文
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浪漫而
又深情的字里行间，无不关联着一
个部落：博嘎尔。博嘎尔是珞巴族
众多部落中的一支，也是亚依从小
生长的部落。

“剩女”还是“盛女”？

访
谈
印
象

身着珞巴族服装的亚依。 吴新华/摄

亚依近照。 王权增/摄

电影《我愿意》在官方微博上发布盛
女主义宣言：我不是剩女，我是盛女！鲜
花盛开，知性成熟。我是盛女我愿意！
如果您尊重女性！请从此以后不说剩女
说盛女。

中国版《阴道独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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