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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知識生產中的異性戀現象：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婚前同居的傳統*

Maria Mayerchyk　 撰　 　 歐陽翠鳳　 譯

［提　 要］ 　 本研究旨在對受關注越來越多的異性戀構建研究做出貢獻。 本文從後結構主義視角出

發，審視 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早期婚前同居傳統的民族志知識的產生。 首先，本文分別考察提倡

性純潔的浪漫民族主義方法，揭示性關係的激進與解放的方法、建構超性化的“野人”的殖民主義方

法以及強調脅迫和未經同意的性行為的女性主義方法。 其次，本文以 19 世紀烏克蘭民族志彙編為

基礎，從酷兒理論出發，探索主位語義系統，以便理解如何超越現代性的性及（異性）性行為理念來

認識肉體快感的婚前實踐。 同時，本文把非現代性的思維模式與範式和現代性的思維模式與範式

分離開，考察了民族志學者如何生產知識，又如何把（異性）性行為的現代理念強加於鄉村的語義體

系，對其進行去歷史化的闡釋。
［關鍵詞］ 　 知識生產　 非現代性性行為　 （異性）性史　 19 世紀　 婚前親密關係　 烏克蘭

［中圖分類號］ 　 C9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05⁃12

一、關於婚前同居的傳統

許多民族志告訴我們，在 19 世紀的歐洲鄉村，年輕人被允許婚前同居。 這種習俗在很多民族

文化中流行，包括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法國、丹麥、德國、挪威、瑞士、塞爾維亞、俄羅斯，以及其他地

區。 本文主要旨在考察 19 世紀烏克蘭鄉村文化，那裡的年輕人也被允許婚前同居。
在烏克蘭，年輕人會舉行一種聚會，人們稱之為 “維奇爾尼” （ vechirnytsi） “多斯維基”

（dosvitky）（這兩個詞都用複數，其詞根都有“一個晚上” “天亮之前”的意思） “弗洛伊西” （vulytsi

街道），等等。 女孩們聚在一間農舍紡織刺繡。 未婚的小伙會走過來和少女開玩笑、嬉戲，通常他

們會和少女們度過美好時光。 有時候，少女們聚在一起只是為了開心，既不做編織，也不做刺繡。
少男少女們在一起度過一個夜晚之後，便會成雙成對地同居。 一篇北烏克蘭民族志記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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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年輕的姑娘小伙常年都會舉行聚會，籌辦娛樂活動。 不過，年輕人認為，春天和

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聚會娛樂季節。 在每個村莊，人們都能聽見姑娘的歌聲。 隨後，小伙

子們會加入她們的行列，和她們一起在街上或是在附近的草坪上唱歌、嬉戲和聊天，一直

玩到晚上很晚的時間。 然後，他們成雙成對地離開，來到姑娘父母的房子裡過夜。 正如當

地的村民所說的那樣，這些姑娘小伙成對地躺在床上。①

有時候，年輕人也會睡在他們聚會的地方。 有時候，年輕人會避開其他人，在乾草堆或者閣樓找一

個舒適的地方躺下過夜。 但是，姑娘也會等家人睡熟之後，在父母的房子裡或是附近的地方，和小

伙子在一起過夜。
烏克蘭南部的報道記載說：“姑娘會找機會和小伙子在地窖或穀倉裡一起過夜”。 如果姑娘有

自己的臥室，她會讓小伙子從窗戶鑽進她的臥室，他們或者在花園、乾草堆上鋪床睡下。②

在黎明之前，小伙子在其他人（特別是女孩的父母）起床看見他們睡在一起之前離開姑娘。 這

種要求並不能錯誤地理解為男女同居是禁止的，或誤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違背道德標準的。 雖然小

伙子黎明前要離開姑娘，該報道又說，女孩父母並不反對他們在一起過夜。③令人類學家驚奇的是，
當姑娘的父母得知他們的女兒有同居的伴侶時，他們會感到自豪和高興，而不是感到沮喪。 德國歷

史學家兼律師費希爾（Friedrich Christoph Jonathan Fischer）說：“姑娘的父母認為年輕人同居是很純

潔的。 很少見牧師會詢問農民，他的女兒是否幸福。 作為父親的他很開明仁愛，他會告訴牧師，他
的女兒已經接受小伙子一起過夜了”。④在 19 世紀的烏克蘭鄉村，少男少女同居是達到結婚年齡的

合法表現。 一位受訪者談及她還是未婚少女時也體驗過這種風俗。 她說：“好女孩就應該有一個

男孩同居。 否則，如果她沒有和男孩一起同居，這就只說明她還沒有被看作是成熟的少女。”⑤

年輕人可以自由選擇更換伴侶同居。 他們不必兩個人在一起同居之後，馬上就結婚。 年輕人

通常會和平分手。 然後，男孩和女孩又會和新的伴侶建立起新的戀愛關係。⑥

但是，這種少男少女同居的習俗僅僅局限於某些社會階層。 鄉村牧師的孩子、地主的孩子及富

人家的孩子不會去參加“維奇爾尼”這種少男少女的娛樂活動，然後一起同居的。 年輕人———特別

是女孩，受到嚴格的保護，不會和異性有任何無控制的約會。 他們的婚前行為受到各種規矩的限

制，他們也不被允許去參加鄉村的男女聚會和其他娛樂活動。

二、本研究的方法論、運用的理論及歷史注釋

（一）方法論。 在描述福柯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我認為性是一種現代話語權力制度，它與其

他權力話語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如民族主義、殖民主義、自由主義和性解放。
本研究應用了女性主義的後結構方法，反對從實證主義的視角出發，分析該文化傳統問題，這

種視角依賴於所謂的“客觀知識”“中性知識”，即唐納·哈拉維（Donna Haraway）所說的“上帝的

眼睛所看見的東西”。⑦本文運用唐納·哈拉維和芭拉德（Karen Barad）的“情景知識”和“部分客觀

知識”的概念，認為“研究者通過對自己所處的處境或所用的研究技術進行反思，可以獲得部分客

觀的知識，即研究者依據他所處的時間、空間、身體以及歷史中的位置，可以獲得他（她）所看見的

部分的真實”。⑧為了解釋 19 世紀的民族志學者為什麼要發展對婚前男女同居的不同理解，以及他

們如何發展對此習俗的不同理解，本文嘗試通過考察他們的性別、種族、研究技術、政治關係結構以

及與被研究文化的權利關係，定位他們的處境。
（二）一些語言注釋。 本文運用歷史化的研究方法，區分了用於命名男女親密生活現象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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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非現代語言。 眾所周知，“性行為”和“性”是現代社會的產物。⑨因此，本文中的“性行為”和
“性”適用於現代學術話語的意義。 但是，當特指語言的主位語義系統時，本文避免使用用於指性

行為的現代詞匯，而是使用描述性的詞匯，如“快樂的實踐” “身體的實踐”以及主位用語“睡在一

起”“遊戲”“靠在一起”和“打獵”等等。 那些研究男女親密生活的歷史學家會遵循建構主義的觀

點，他們研究現代文化的時候通常使用“性行為”（sexuality）這個詞及其概念。 但是，“性”（ sex）這
個詞更多的是指它在歷史語境中的意義。 比如在菲利普斯的《性行為之前的性：前現代的歷史》和
雷伊的《性行為》中，“性行為”與現代歷史相協調，而人們認為適合用“性”這個詞來談論和描述前

現代。⑩這意味著這樣的含義：不同於性行為，“性”是一個穩定的、普遍的現象。 但是，也有歷史學

家不同意這種對“性”的普遍意義上的理解。 他們追問，“性是否一直是一個獨立於語言、語境、社
會關係及社會實踐的範疇呢？”為了指出對“性”，如同“性行為”一樣的理解中的一些概念上的轉

變，本文將區分一個現代概念上作為一種行為的“性”與一個非現代的“交配”的概念。
（三）歷史注釋。 在 19 世紀下半葉，當代烏克蘭被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佔領。 在這兩部分，

烏克蘭文化經歷了所謂的“民族復興”的密集進程。 國家領土的殖民地位、不同的社會和政治語

境、全國起義對知識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特別是在沙皇時期的俄羅斯，烏克蘭民族文化研究

由於 1863 年和 1876 年頒佈的兩個官方文件而停滯不前。 這兩個文件禁止出版烏克蘭語書籍（貝
爾斯字母除外），後來又禁止上映烏克蘭戲劇和舞臺歌劇。 這些官方禁令中止了烏克蘭的民族志

研究。 人們注意到，19 世紀 60 年代初期，烏克蘭的民族志研究一直在進行。 19 世紀 70 年代以及

上述兩個官方禁令實施之後，民族志研究的學術出版物的數量急劇下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19 世紀末，族名“烏克蘭人”和形容詞“烏克蘭的”只在俄羅斯統治

的烏克蘭地區使用，在奧匈帝國統治的烏克蘭地區，人們使用自我命名的術語“魯西尼”（Rusyny），
本文使用現代的族名用語“烏克蘭人”和“烏克蘭語的”。

（四）一些民族學學科的注釋。 本文所採用的“民族學”並不是西方學術界通常所說的社會學

的研究方法，而是指 19 世紀民族興起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定的歷史學科上的說法。 自 19 世紀末

以來，農民既是烏克蘭人口的絕大多數群體，又是烏克蘭民族文化的邊緣群體。 本文考察各種具體

的民族學文本———包括已發表的論文、田野資料、未發表的檔案手稿，這些文本研究了鄉村生活的

方方面面（如民俗、儀式和習慣），以便證明其深刻的民族根源和歷史。
在東斯拉夫學術傳統中，民族志通常與民俗學一起運作。 這兩個學科的劃分是在 19 世紀最後

幾十年中確立起來的，至今，這種劃分在學術層面依然存在。 民族志是一門歷史學科，它研究服飾、
住所、飲食等物質文化，以及儀式、信仰。 民俗學是語文學的一個分支，側重研究民間文本，即民歌、
故事和傳說等。 本文主要運用民族志的知識考察烏克蘭文化，偶爾也會運用語文學知識。

三、一個令人不知所措的矛盾

19 世紀 50 年代出現了第一部關於婚前同居的民族志出版物。 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之前“維奇

爾尼”沒有被提及過，只是它並沒有經常出現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文本中。 1719 年，基輔的教會法

院頒佈法令，譴責鄉村的“維奇爾尼”，認為這是一種不可理喻、令人厭惡和違反道德準則的行為。

多個法庭案例、醫生報告及其他州代表的報告都曾提及婚前同居行為。 1786 年，法西西亞夫斯科

尼博士———他是醫學、哲學和法律博士———在他的《切爾尼希夫牧師》中描述說：“‘維奇爾尼’極少

會出現不正當或者放肆的行為”。1840 年以後，“維奇爾尼”被系統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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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 20 年代，民族志學者積累了大量的有關“維奇爾尼”的學術論文、報告，
偶爾也有簡短的筆記。 雖然學者採用不同的方法和視角（他們當時所能夠獲得的研究方法和框

架）來研究這個問題，例如比較研究、神話分析，所有這些研究都受到現代“性”觀念的束縛。 他們

對於年輕人婚前是否有性行為的問題持有獨特的立場。 這種存在於非現代的鄉村文化中的現代性

的二元範式引發了人們的困惑。 絕大多數論文聲稱年輕人之間的關係是純潔的、體面的，由此，主
位措辭“睡在一起”意味著“和某人一起睡覺”。 然而，一些學者用民族志資料表明年輕人之間有親

密關係，因此，“睡在一起”意味著“性行為”。
實際上，這種關於婚前同居習俗的相互對立的結論阻礙了這項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直到 20 世

紀 90 年代，關於婚前同居習俗的研究都沒有出現新的觀點和解釋。 學者們繼續在二元範式的框架

內進行這項研究。 在 19 世紀，這種情形一直在延續，已經建立起來的二元對立模式原封未動。 當

代學者僅僅堅持這種二元對立中的某一種觀點，或是同時持有兩種觀點，儘管二者是矛盾的。 通常

處境下，學者並沒有詳細說明為何會出現兩種對立的解釋，特別是考慮到 19 世紀的民族志學者有

機會直接觀察到鄉村的婚前同居現象。
克服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矛盾只是在近期才得以實現，這得益於後現代認識論的轉向。 如果

這兩種觀點都錯了怎麼辦？ 這種可能存在嗎？ 如果某一種傳統的觀點只是學者們身處的環境（即
他們在物質上）所帶來的結果怎麼辦？ 這種方法能夠幫助我們克服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矛盾嗎？

下文將追溯研究者所處的環境與他們對婚前同居傳統所持觀點之間的關係。
（一）“年輕人體面的娛樂”：民族浪漫主義、民間的體面行為和性純潔

19 世紀，民族主義是一種迅速增長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 “民族復興”的進程催生了民

族志和民俗學的發展。 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指出，和西歐國家以哲學和歷史為民族

意識的核心不同，對於中歐和東歐國家而言，民俗學是民族話語的核心。結果，這些民族志學和民俗

學把非現代的鄉村文化轉變為現代民族神話、民族象徵和民族文化。 在 19 世紀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期

間（與其他東歐的民粹主義運動同時進行），浪漫的進步主義者和有著民族意識的烏克蘭知識分子開

始密切關注農民文化，考察農民的生活方式、民間文化和哥薩克遺產（Cossack heritage），他們認為哥

薩克文化遺產是烏克蘭民族身份的自然起源和建構烏克蘭民族形象的真正模式。
“民族復興”是一種多層面的現象，它既可能發展成保守權力，也可能發展成激進的左翼觀點。

這兩種可能性都與烏克蘭的民族起義有關係。 第一個關於婚前同居傳統的民族志研究採用了民族

浪漫主義的範式。 關於男女親密問題，這一學術和文化話語發展了獨特的理想化的、浪漫化的農民

形象，一種清教徒似的鄉村環境觀。
美國歷史學家喬治·摩西（George L. Mosse）在他的《民族主義與性》中揭示了現代最強大的

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得體” （ respectability）之間的關係，即一種表明對待性的正確態度的術

語。摩西認為，在民族主義的範式中，“正確的方式”與“適當的性”已經成為人們所期待的得體與

尊嚴的基礎。 因此，新的關於性行為的民族得體的觀念包含了謙虛、純潔與美德。
在喬治·摩西的《民族主義與性》中，關於民族主義與性關係的論斷主要是指新出現的中產階

級，即資產階級。 然而，在烏克蘭文化的殖民語境中，民族浪漫主義民族志學者使用這種“得體的

語言”，其目的是將“民間”從無知、罪惡、浪蕩及野蠻的形象（如俄羅斯和奧地利的醫生、旅行者、民
族學家和一些本土的牧師們把烏克蘭農民階級描繪成這樣的形象），轉變為把烏克蘭農民描繪成

保存著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歷史的體面的農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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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何在 19 世紀 50 年代晚期民族志學者研究年輕人的聚會、婚前關係及農民的道德，等
等。 大多數出版物都承認婚前同居的傳統，它們從表明到逐漸強調這種年輕人聚會的純潔、得體的

特點。 幾乎所有的出版物都包含以下論斷：
“沒有哪一個男孩或女孩允許自己做有違背道德準則的不得體的事情”。“儘管年輕

人熱愛自由，存在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會整晚睡在一起的習俗，這些都是事實（這就誤導

了許多目光短淺的觀察者），但是，戀人們幾乎從未忘記他們的義務（即，保持貞潔）”。

“通常處境下，男孩和女孩會睡在聚會的房子。 但是，他們從不允許彼此之間發生親

密行為。 相反，每個男孩會照顧他的未婚妻和保護好她”。

1886 年，在總結了相關出版物和田野調查筆記後，哈爾科夫大學（Kharkiv University）教授米科拉·
蘇姆索夫（Mykola Sumtsov）說：“幾乎所有提及‘維奇爾尼’的民族志學者都承認，這種習俗是年輕

人的得體聚會”。

研究這一習俗的民族志學者認為，父母和社區都會嚴格控制女孩的端莊行為，在婚禮儀式中，
女孩要強制接受貞操檢驗，女孩婚前失去貞潔或懷孕會遭受嚴厲懲罰，單身母親和非婚生子女的悲

慘命運，這些因素都保護了道德準則，有利於防止淫蕩和放蕩行為的發生。 女孩們被新婚之夜的貞

操檢驗束縛得如此之深，以致於只有喝醉的或極其無恥的人才會屈服於誘惑。 事實上，雖然這種思

維方式對許多研究者來說是很有說服力的，但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種邏輯。 美國歷史學家勞拉·恩

格爾斯坦（Laura Engelstein）在研究俄羅斯帝國末期未婚少女懷孕和殺嬰的研究時發現，根據統計

數據，農村地區的殺嬰現象比城鎮更普遍。 學者們認為，這種現象可能說明農民的道德準則比城市

人的道德準則要求更嚴格，他們的公共制裁比城市未婚孕婦可能面臨的含糊不清的羞辱也更為嚴

重。 因此，關於嚴格控制女孩的端正行為以及嚴厲懲罰失去貞操的女孩的爭論既可以解釋為維護

道德規範的因素，也可以解釋為殺嬰現象頻發的原因。
（二）“他稍微與她的身體親密接觸”：激進、解放與“現實主義”的鄉村生活描寫

從 19 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在烏克蘭意識形態景觀轉型的背景下，種族中心主義的浪漫主義鄉

村生活觀受到了系統性的挑戰。 一些烏克蘭民族志學者，尤其是那些左翼政治的民族志學者（當
時他們被稱為“激進派”）開始提倡更多的階級和性別導向的知識，堅持必須有一個更加現實的農

民形象。 尤其是，這意味著研究農村生活中的不那麼“浪漫”方面，比如家庭暴力、婦女的一般處境

（村民們自己稱之為“一個女人的命運”）、淫穢的民間傳說和婚前關係。 同時，興起的性醫學話語

為一些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 在性話語與民族志相互交集的基礎上，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一

個名為“性的民族志”的新的學科。 有一批學者以《性的民族志》為框架研究婚前同居的習俗，比如

費迪·爾沃克（Fedir Vovk）、瓦爾多米耶爾·亞斯特雷博夫（Volodymyr Yastrebov），等等。
學者們獨特的政治立場和研究視角導致了他們的研究方法和學者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

了重大變化。 馬爾科·胡舒夫斯凱（Marko Hrushevskyi）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胡舒夫

斯凱出生於基輔地區南部，是一個執事的兒子，曾任鄉村教會學校老師。 他組織了一個長期的研究

鄉村文化的組織，在研究過程中，他努力按照鄉村真實的面貌描寫“真實的村莊”。 從 1889 至 1900

年，他和他的夥伴們（他這樣稱呼幫助他收集資料的農民們）收集了大量包括婚前睡在一起的資

料。 胡舒夫斯凱說：“收集數據的最大障礙是村民互相不信任，有的害羞，有的需要生計（不能冒險

失去經濟收入的來源），有的則膽小害怕。”事實上，這個問題從來就不是關於體面和貞節的數據

收集，而是獲得關於肉體和親密的可靠信息，這些敏感話題並不被教會認可，也不是民族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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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可的典範“民間”形象。 這需要學者與農民之間互相信任。 事實上，19 世紀的民族浪漫主義學

者也尊重農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努力與農民建立起這種程度的合作關係。
馬爾科·胡舒夫斯凱在和包括農民在內的團隊合作過程中，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不僅討論了

他們的習慣，還討論了研究的目的、收集的方法、研究的結構，甚至討論了他們要寫的書名。 以下是

新的政治視角下的婚前同居傳統，以及新的合作式實地調查的結果：
背靠背（Prytula） 　 　 一對少男少女互相愛慕。 當他們開始熱血沸騰的時候，他們走

向對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互相觸摸對方，然後睡在一起度過美妙的時光。 如果一對少

男少女互相喜歡對方，又和睦相處，他們就會依偎著睡在一起。 這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的遊戲。 男孩爬上女孩的身體，他們把腹部緊緊地貼在一起。 他們也會想再進一步對彼

此做點什麼，但是，他們又害怕人們會對他們閒言碎語，他們會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

步”，不要讓女孩失身。 讓女孩失身意味著毀掉了女孩的名譽，而貞操就是女孩的榮譽。
他們僅僅是在一起度過一段美妙的時光。 他們背靠著背，為的是他們不會去做其他越雷

池的事情。 男孩不會去傷害他的女孩，因為他知道這樣對女孩很危險。 這就是他們的遊

戲，僅此而已。 從古至今，少男少女們在結婚以前，每個人都玩這同樣的遊戲。

以下引文來自赫爾松地區研究員瓦爾多米·耶爾亞斯特雷博夫（Volodymyr Yastrebov）的文章，該
文基於“未婚青年聯合會”項目，討論了婚前同居的傳統。 在該文中，他收集了村子裡小伙子們提

供的信息，這些信息包含了以前未公開的信息。 耶爾亞斯特雷博夫把完成的手稿寄給一家烏克蘭

學術期刊，並於 1896 年發表。 但文章發表之後，他發現有關年輕人婚前同居的整個段落被刪除

了。於是，耶爾亞斯特雷博夫把文章的副本寄給了一家法國研究有關性文化民俗專題研究的雜

誌。 1898 年，該文章的法文譯本被刊登在雜誌的烏克蘭性文化民俗專欄：
男孩到了一定年齡會選擇一個女孩同居，並親自或是通過朋友向她求婚。 如果女孩

接受了男孩的求婚，人們會說：“她被他弄濕了。”如果女孩拒絕了求婚，人們會說：“她已

經乾了。”當男孩發現女孩喜歡他時，他就會撫摸她的胸部和私處，最後“打獵” （go hun⁃
ting）。 這就是如何保護女孩童貞的特殊方式。 女孩結婚前需要是“完人”。 顯然也有例

外，但是這種處境極少發生。

這就是民族志學者對婚前同居傳統得出的不同結論。 即使是幾乎同時、而且經常是在同一地區所

做的研究，由於研究者所持的觀點、政治立場和研究技術的不同，也會對同一習俗得出截然不同的

結論。 儘管這兩種方法都聲稱完全“客觀”，但它們也可能會受到質疑。 對於研究人員來說，沒有

中立的立場（他們的視野總是取決於他們所處的環境），沒有中立的研究技術，也沒有中立的研究

目的。 因此，沒有完全的客觀性。 然而，這兩種互相排斥的解釋同時可以被認為是部分客觀的。
比如，我們必須承認，由性純潔倡導者提出的對婚前同居傳統的解釋是非常準確的，只要這種

解釋符合婚前同居習俗的主位的含義。 農民們認為，年輕人之間的婚前關係是得體的、安全的，因
為童貞的重要性、基督教的價值觀和民間婚禮習俗要求少女做貞操測試，在確保年輕人不會去違背

規則方面起到了根本作用。 這意味著民族主義者對這種婚前同居風俗的看法與農民的語義系統是

一致的，因此，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 然而，性話語的支持者的推理也不是非理性的，
只要“背靠背”遊戲假設（如果我們借助性的現代詞匯來表達） “性喚醒” “性快感” “生殖器刺激”
“撫摸”“部分滲透”等有時會導致婚前懷孕和性疾病的傳播，毫無疑問，民族志學者有理由相信農

村的婚前關係是和性行為相關的。 由此，雖然這兩種觀點是彼此矛盾的，但是，更精確的方法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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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描述為同時部分客觀的，而不是哪個正確，哪個錯誤。
如果我們承認這兩種觀點的部分客觀性以及部分客觀性與研究者所處的情景之間的聯繫，我

們就會認識到知識總是政治性的。 如果知識是從特定的關係結構中產生的，那麼它總是政治性的，
帶來特定的政治結果，並且設定特定的未來。

由性純潔的倡導者所創造的浪漫化的民族中心主義知識，部分地與 19 世紀末反現代主義敘事

對性不純的現代性批判方面產生了共鳴。 在 21 世紀，新保守主義運動再次拾起了這一知識，他們

反對性別政治、少年司法制度，認為人權政治違背了“國家價值觀”。
性自由與性解放範式所闡釋的知識在權力話語的發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促進了現代性話語

的歸化和去歷史化。 依附於現代性觀念———以強調異性行為規範———以民間非現代習慣為基礎，
民族志知識構成了永恆的、非歷史的、普遍的、穩定的性。 然而，這種方法有可能削弱國家的浪漫

化、理想化和神聖化。 難怪這些文章在國內期刊上不受歡迎。 正如人們所注意到的，上面提到的關

於婚前同居的論文經常翻譯成外語在國外出版，有時是用匿名出版的。
但是，19 世紀的民族志知識對後現代方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性別與性的現代體制

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的證據。
（三）“山區人口的道德是一個非常值得關心的問題”：殖民主義的凝視

乍一看，性取向的支持者似乎坍塌成了殖民神話，它把村民描繪成“淫亂的、過度放縱的野蠻

人”。 但是，在外部的殖民方法和“內部的國家”方法之間存在本質區別。 從屬的被殖民文化以及

特定的政治地位形成了與殖民文化不同的結構視角的語境。 提倡性取向的人在堅持國家範式的同

時，概述了性行為，但並不一定反對農村居民習俗的貞潔和正直。 學者們對傳統習俗不作任何道德

評價。 這似乎前後不一致，而且，烏克蘭學者在他們的性的民族志的研究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理論

基礎，因此我們無法恢復他們的解釋。 但很顯然的是，本文的後結構主義性學研究旨在批判學術上

的實證主義和異己主義，並且主要是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啟示的。 同時，殖民主義寫作在“落後與

進步”的二元對立運作中，公然地或隱蔽地指責村民的道德問題。 這裡，我將提到兩個關於性的殖

民主義寫作的例子。
雷蒙德·弗里德里希·卡因德爾（Raimund Friedrich Kaindl）是奧匈帝國時期的奧地利歷史學

家和民族志學者，他出生在烏克蘭的一個德國家庭。 他是切爾諾夫策大學的教授，研究當地的歷史

和文化，著作頗豐，其中的一本書研究了住在高山裡的烏克蘭少數民族赫蘇爾族（hutsuls）。 雖然書

中關於未婚青年的章節都值得摘錄，此處只摘取了一小段：
他們（男女青年）之間的關係變得親密，彼此出去約會。 不久，剛從孩子長大成人的

年輕人之間就發生了性關係，這是由於山中到處都有不良的行為和機會的例子。
在這種處境下，山區人口的道德問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19 世紀初，在赫蘇爾

族人中，一定有一妻多夫的情形存在，而女人經常被提供給陌生人享用。 這些山區居民的

健康狀況也很糟糕，整個社區都受到流行病的影響。 但是，也有一種情形存在，那就是赫

蘇爾族女人不會把自己奉獻給男人，除非她們喝醉了。 最近，人們知道在塞利亞廷的一個

村莊裡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個男人使得他的女兒懷孕了。 在扎比耶村裡，有一個赫蘇爾

人，他有一個私生女，他又和他的私生女發生了關係，私生女生下他的孫女，他又和他的孫

女發生性關係。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位母親告訴外國遊客她的女兒死於梅毒，
這是很不得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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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例子是俄羅斯醫生朱可夫斯基（Zhukovskiy）1870 年寫的（它雖然不是民族志，但是很有

表現力，是典型的殖民主義凝視下的寫作），他在烏克蘭中部的波爾塔瓦市工作。 他說：
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工作時間還是休息時間，睡眠還是娛樂，她們[婦女]總是和像

她們自己一樣粗魯的男人保持親密關係。 男人無法抑制他們的慾望，也不習慣尊重婦女

的權利。 在其他社會，沒有哪一個地方有這麼多的未成年男孩強姦未成年女孩的事件。
這種關於農村習俗的知識也有其政治目的。 它把當地農民描寫為落後、墮落以及性過度的群體。
這些觀點傾向於試圖改造殖民地的野蠻文化，實現殖民者先進文化的優越性永久化、合理化及自

然化。
（四）“但為他的行為辯護的理由是她不是處女”：女性主義視角與權力問題

根據本文的題目，本研究主要致力於研究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知識生產。 由於女權主義認

識論的發展，婚前關係研究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此處簡要回顧一下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女性

主義認識論的發展處境。 我將簡要概述女權主義研究給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性別問題

等方面帶來的啟示。
女權主義者利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收集的民族志數據，包括一些當代的田野調查資料，提

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強調了未婚青年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女人生活在厭惡女性的社會文化中，這種

文化為女性的屬下身份辯護。
奧克薩納·基斯（Oksana Kis）在研究婚前懷孕和“維奇爾尼”傳統時強調了強迫事件的發生，

年輕小伙子用暴力強迫女孩和他們同居，如果女孩不服從，小伙子會懲罰她；或是用女孩“款待”從
其他村莊來的客人，即是強迫女孩和客人同居。 在此情形下，年輕人是否有性行為的問題就變得很

複雜了。 婚前性行為可能並非自願，而是公開強迫和隱性強迫的行為。 事實上，考慮到失去童貞或

婚前懷孕帶來的嚴重後果，我們很容易相信女孩是不會冒著失去貞操的風險的，她們寧願避免和異

性的任何親密接觸。 正如研究者提及的那樣，有時候言情歌曲表達了她們對婚前性行為的恐懼。
這種新的女性主義研究獲得的新知識為性別不平等研究做出了貢獻。 在上個世紀，儘管這種

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克服了現存的婚前關係知識的二元結構，但這種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

仍然和以前的研究方法一樣，堅持性的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理解，它繼續認為異性戀行為是一種

“自然”的驅動力，在文化上是無條件的，但文化需求壓抑了這種驅動力。 這種觀點是在“壓抑假

說”的框架下運作的，它把性（異性）與自由聯繫起來，而不把它看作是話語權力的組織，這一點可

以從下面引文中看出：
為了保護女兒的貞潔以及維護家庭的尊嚴，母親們從小就向女兒灌輸嚴格的社會道

德價值觀，並指出如果她們按照自己的自然的性衝動行事，等待她們的將是諸多的懲罰。
總的來說，保持年輕女孩對自己身體和性行為的無知是顛覆她們性慾的一種方式，儘管這

不是萬無一失的方法。

（五）“這是男孩和女孩的遊戲”：建構主義的後結構主義（酷兒理論）方法

我在這裡提出的方法源自於建構主義的後結構主義對性的理解。 正如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意味深長地指出：“有人可能會說，對福柯的《性史》第一卷的誹謗包含這樣的論斷，即我們

並不是一直都有性行為”。此處，我們暫且不討論“我們並不是一直都有性行為”的觀點，我要追問

的是，考慮到當時的文化運作與“性”的現代觀念並不一致，民族志學家們在研究 19 世紀農村文化

中的“性”時究竟做了什麼？ 此外，我還想考察的是，在學者將現代性觀念強加到農村文化中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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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現代農村社會中，婚前生殖器愉悅和其他身體行為的主位語義系統是什麼？ 換言之，19 世紀

的現代學者們認為什麼行為對於來自農村文化中的人來說是性行為？
為了理解婚前同居傳統如何與非現代文化的其他倫理結構或身體結構毫無疑問地協調一致，

我考察了關於婚前同居的民族志資料，包括出版物和檔案資料。
事實證明，與民族浪漫主義或殖民主義範式所創造的民族志研究相比較，滲透在“現實主義”

“解放”和“社會正義”等話語中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更多詳實的信息，而且，理應如此。 現實主義

的支持者被鼓勵“去描述一個真實的鄉村”，他們關注被調查者表達思想和觀點的具體方式。 例

如，馬爾科·赫里舍夫斯凱（Marko Hryshevskyi）發明了一種“協議風格”，它包括農民精確表達和

敘述的方式，然後，他把這些資料記在不同的閃存卡片上。 之後，澤農·庫澤利亞（Zenon Kuzelia）
對這些卡片做了系統的整理，加上注釋，編撰成一部兩集的專著。 相反，19 世紀 60 年代至 80 年代

主張性純潔的學者所寫的文章只包含他們自己的觀察和想法，用的是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不是農民

的語言。 他們的文章的確提及和描述農民的文化，但反映的是民族志學者自己的說話方式和思維

方式。 因此，基於農民自己的敘述文本的主位語義系統研究是更為有益的。
在回顧民族志研究報告時，我做了一個重要的觀察。 學者們的研究經常把婚前同居的習俗和

婚姻關係做比較，並且把二者等同起來。 其中一個研究的開篇這樣說道：
幾乎在遍佈德國的農村地區，尤其是在施瓦本斯地區，也被稱為施瓦茲瓦爾德，農民

中有一個習俗，那就是女孩在結婚前很久就給予她們的追求者自由（譯者注：女孩和她們

的追求者同居），否則這就會變成丈夫們的特權。

在整個 19 世紀至 20 世紀早期的文學中，婚前同居的傳統被認為是“臨時婚姻”或“試驗之夜”，這
種婚前同居在未婚青年的實踐和夫妻親密關係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 烏克蘭民族的浪漫主義話

語和激進話語認為，這種習俗是古代落後的“臨時婚姻”的殘餘。 根據這種民族志的親性的解釋，
哈爾基夫學派的早期蘇聯性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個村莊裡，“一個年輕小伙子和一個女孩同

居，會導致半滲透交合，並且常常導致性交”。這就是婚前的“背靠背”遊戲和婚姻交配是如何基於

特定的性觀念和婚姻生活而在彼此之間劃上了等號的。
雖然學者們把這種婚前習俗和婚姻習俗描述得非常相似，甚至幾乎相同，仿佛它們是彼此的延

續，但習俗的行為者，即來自農村文化內部的人，在考慮（和建構）婚前和婚姻時，將這兩種形式兩

極分化，而且二者是互相排斥的。
值得強調的是，在民族志學者看來，青年男女的婚前親密行為和已婚人士的親密行為幾乎是一

樣的，但對於來自非現代文化內部的人們來說，兩種行為是完全對立和互相排斥的。
我們仔細看看“背靠背” （prytula）和“狩獵” （puluvnaya）。 在本文被引用的人種學文獻中，婚

前肉體的快樂一直被稱為遊戲或娛樂。 但是同一文本中，對夫妻間親密行為的描述與遊戲的概念

完全相反。 例如，“夫妻間不得玩耍”，他們的親密行為應該“真實的” “正確的” （‘ in fact’ ‘ for

real’ ‘honestly’），而不是“詭詐的”行為。

我認為，主位概念上的“背靠背”遊戲應該理解為專門為女孩和男孩設計的遊戲，而這種遊戲

在婚後是禁止甚至會受到譴責的。 如果在婚姻生活中，夫妻生育的孩子很少或孩子們的年齡間隔

很長，人們會責怪丈夫和妻子。 一位只有一個兒子的被調查者承認，有謠言說她或她丈夫“性生活

方式不妥當”，而只是在玩“背靠背”遊戲：
因為當人們不想要孩子的時候，這是她們做的第一件事。 他們同意不過正常夫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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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或者根本不睡在一起（這也是存在的），如果他們睡在一起，他們也就是像男孩和女孩

一樣玩“背靠背”遊戲，事實就是這樣的。 這種處境經常發生。

顯然，婚前的年輕人不必做任何“真實的事情”，他們只需要“玩耍”。
從以下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出“普里圖拉”（prytula，意為“靠著”“緊緊擁抱”）和“波爾瓦尼亞”

（puluvnaya，狩獵）的明顯差別：單詞“背靠背”（притула）來源於同義動詞“背靠背”（prytuliatysia），
在語境中，動詞“背靠背”（prytuliatysia）是“滲透”“穿過”的反義詞。 因此，“普里圖拉”和性交兩詞

的意思是相反的。
“真實事物”（即“交配”）與“背靠背”遊戲之間的一條明確界限是女孩失貞，它也是幾乎所有

關於婚前睡在一起的民族志報道中的一個永恆的主題：“於是，女孩知道如何機智地保護處女膜不

被傷害，她們只是玩‘背靠背’（prytula）遊戲”。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在現代和非現代思維之間，
民族志學者並不總是承認的另一個語義轉變。 19 世紀，農村社會很可能容忍和接受青年男女間的

全部實踐———包括部分滲透為安全的、體面的行為，但現代思維把這些行為理解為性行為。 在非現

代思維那裡，如果一次實踐（行為）沒有造成女孩失去貞潔和懷孕，它就是“安全的”。 “安全的”實
踐被認為是無害的、可接受的、體面的。 我認為，民族浪漫主義話語中發展出來的鄉村青年的“正
派行為”類似於主位敘事，民族志學者和農民對“正派”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至於上述引文所描寫的部分滲透，受訪者一致認為這是婚前親密關係的最極端方式，但這種行

為並不是因為懷孕的風險而被認為是危險的。 儘管有確鑿的證據，人們通常認為，女孩沒有失去

貞潔是不可能懷孕的。 這種行為（普里圖拉 prytula 遊戲）之所以被認為是危險的，是因為在這種處

境下，女孩可能被強姦，這意味著她“沒有保護自己”。
當我們在努力理解一個非現代性的語義系統，同時又試圖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它的時候，我們應

該明白，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沒有與婚姻實踐相悖的特定語義位置。 性的現代話語重寫了它舊有

的意義，同時又抹去了它的語義位置，將性的意義擴展到生活的各個領域。 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

有一個關於非生殖性的性行為、肛交、前戲、撫摸或手淫等觀念，但是這些實踐並沒有脫離性觀念，
也允許夫妻間有這樣的行為，這些行為也不被認為是與婚姻實踐（性行為）相對立，也不意味著只

有年輕人在婚前才發生這樣的行為。
其次，“背靠背”遊戲並不被視為一種安全的性行為或是性行為的預備階段，而是被視為與婚

姻實踐相對立的東西。 在我看來，在非現代文化中的婚前生殖器實踐（男女親昵行為）可以更準確

地概念化，這種概念化不是通過與婚姻的性行為聯繫起來或者做比較（至少不是排他性地只通過

這種方式）來實現的，而是通過與兒童行為的一整套意義聯繫起來實現的。 正如民族志學者告訴

我們的那樣，孩子們也玩遊戲。 後來民族志學者和性學家認為這些遊戲是性行為，並且很快把它作

為一種疾病來治療。 同時，在非現代思維的框架下，兒童觸摸生殖器被認為是一種無害的、自然的

娛樂形式。 通常處境下，父母並不擔心孩子玩弄生殖器，當民族志學者詢問這個問題時，父母的回

答如下：“但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做，他們逗樂自己，讓他們娛樂自己，否則還能怎樣呢？”從民族志

學者的觀點看，他們的概念範式是由現代話語界定的，他們認為，這些包括同性刺激（民間稱之為

“塞克利尼亞人”———“塞克爾”的意思是陰蒂）及男孩集體“手淫” （鄉村稱之為“製作啤酒”的遊

戲，робити пиво）。

這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在性話語產生之前，婚前生殖器快感的範圍主要受到保護女孩貞操的

必要性的約束。 儘管民族志學者承認年輕人的婚前行為是性行為，但性話語的手段或詞匯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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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描述或解釋後者。

四、本研究會如何影響異性戀的觀念

因為本文最後一段探討（異性戀）性行為的酷兒理論的穩定性異常，所以我們有必要解釋清楚

本研究的結果會如何影響異性戀的觀念。
我認為，一旦民族志學者將現代的性模型強加於非現代文化，假定婚前同居的習俗是“臨時婚

姻”或“婚前的性行為”，他們就把這些身體的實踐形式化為“標準的異性戀家庭模式”了。伊麗莎

白·波維內利（Elizabeth Povinelli）關於歐洲人所做的澳大利亞本土人的儀式行為的研究，被歐洲

人認為是性行為，這一點恰恰印證了現代異性戀模式的強度和規模之大。 也有研究試圖將異性戀

的現代觀念與非現代的婚前實踐縫合起來；但這種縫合留下了粗糙的“針眼”和依稀可見的接頭。
實際上，二者是不一致的和互相矛盾的。 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年輕人婚前自由選擇伴侶同居的習俗

僅僅是為了結婚，那麼這似乎與年輕人的婚姻伴侶必須由父母選擇的強烈要求產生矛盾。
如果考慮到婚前肉體行為受到保護女孩貞操原則的約束，那麼人們可能會認為各種性行為的

範圍甚至比民族志學家所描述的還要廣泛。 但是，民族志學者的環境（在性方面的環境）和政治地

位使得他們會優先考慮某種特定類型的婚前性行為，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婚前性行為。 例如，沒有關

於“成年男青年如何互相撫摸，成年少女如何互相撫摸”的信息，我們僅僅知道村民們太害羞了，不
敢與民族志學者分享這些信息。

此外，我們的確明白（轉述金·M·菲利普斯和巴里·雷伊的觀點），非現代社會似乎有著許

多構成今天所謂的（異性戀）性行為的東西，但非現代社會可能又無法將這些東西整合到這種性結

構中。 正是 19 世紀的民族志學者將這種現代的（異性戀）性觀念篆刻在非現代的語義系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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