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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当代女性的性生活和性革命

21世纪中国进入“性化时代”
著名性学家潘绥铭、江晓原谈性

拥有科学史学家、
性学家双重身份的江
晓原，近日出版了其最
新性学专著《性学五
章》。 该书以严谨的学
术态度来研究“性学”，
谈论性文化背后的社
会背景和价值观，向读
者展示了几千年来人
们对性的态度变迁，堪
称“中国性学史”、“中
国风化史”。

著名性社会学家
潘绥铭历时10年，推出
首部中国人性生活实
录调查百科全书《性之
变———21世纪中国人
的性生活》。 以中国人
最近10年的性生活为
主题，书写了中国人性
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
中国人的性欲望、性高
潮、性伙伴、婚外性以
及自慰等颇具敏感性
的话题。书中发布了大
量的调查数据，剖析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原因，
从性文化的高度进行
了深入阐述。

性是任何一个成
年人都避不开的话题。
长期以来，我们羞于谈
性， 羞于接受性教育、
性知识，不妨从这两本
性学书开始，补上性知
识一课， 科学认识性，
合理对待性。

书摘

古代中国女子的生活圈子和
精神天地， 其狭小的程度是难以
想象的。倘若是贫寒之家，困于衣
食，每日为糊口而劳作不暇，那倒
在本质上也近于职业妇女。 但对
于中上层阶级， 或承平之世衣食
丰足的平民家庭来说， 女性的生
活是非常单调的。那时没有电视，
没有广播， 没有报纸杂志……女
性又要幽居深闺，不能抛头露面，
基本上谈不到什么社交。

这种状况的后果是， 性生活
在女性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
位， 这一点与现代都市女性差别
非常之大。如一位明朝人所说：那
时妻妾们“督米盐细务， 首饰粉
妆，弦索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
欢心”。越是上层的家庭，有钱有
闲，这种情况就越严重。

性生活对古代女性来说远比
对现代女性重要， 可是她们获得
性生活满足的条件却远远不及现
代女性。 因为古代中国中上层社
会是普遍实行多妻制的。 多位女
性只有一位男性配偶， 她们获得
性生活满足的机会自然远远小于
现代一夫一妻家庭中的妻子。

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可以说
主要是为适应多妻家庭而发展
起来的。 房中术的基本要义，是
如何使男子在性交过程中不射
精， 同时却使女子达到性高潮。
男子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可
以通过意念控制的训练，或借助
于药物、 器具之类来达到目的，
他就具备了同时满足多个女性
配偶性需求的能力。房中术家经
常将“夜御九女”之类的话头挂
在嘴边，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

然而， 不管男子将房中术修
炼到何种地步， 一夫多妻家庭中
的性生活问题终究不可能根本解
决。在许多古代小说中，女性经常
被描写成处在性饥渴的煎熬之
中， 欲火攻心， 难以自制，《金瓶
梅》 中的潘金莲就是一个极端的

例子。 这些描写当然有迎合色情
小说情节需要的一面， 但也确实
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实际社会生活
的依据。 现代丈夫们常常抱怨妻
子性冷淡， 古代丈夫们却常常苦
于难以应付众多妻妾的性要求。
现代都市女性的性冷淡往往起因
于她们的“两线作战”———出门要
加入社会竞争， 回家要挑起家务
重担，在极快的节奏下奔竞不已，
难免身心交疲。 她们不可能体会
古代贵族妇女“妆成只是熏香坐”
的那份空虚。

在众多妻妾无法都获得性满
足的家庭里， 女性的自慰和她们
之间的同性恋就是不可避免的事
情了。 不少古代小说中都描写过
这方面的情形。小说中的女性，或
是使用“角先生”之类的性器具进
行自慰， 或是两女相互为对方实
施手淫。 与现代女性同性恋中有
很大的精神成分不同， 古代小说
中的女性同性恋几乎全都落实到
手淫上去， 因为这种行为主要就
是为了缓解性饥渴。 古代中国人
对待女性同性恋的态度， 总的来
说是相当宽容的， 就和他们对待
男性同性恋的态度一样。

“妒忌”这个字眼，在古代本
来专用于描述多妻家庭中对性生
活机会的争夺。 不愿意看到丈夫
冷落自己而去宠爱别的女人，就
被称为“妒”；反之，容忍、甚至帮
助丈夫去扩大他的女性配偶，则
被称为“贤”。在古代社会生活中，
因“妒”而闹出的种种悲剧，可以
达到骇人的地步。 性爱本有排他
性，因此古代女性后房之妒，从道
德和情理上来说， 其实都无可厚
非， 但既然是在男性中心的社会
中，男性通常主宰着舆论的声音，
他们当然异口同声地抨击“妒”而
歌颂“贤”。

（选自《性学五章》“传统女性
四题”一文）

古代女性的性生活

女性的性革命

21世纪中国进入“性
化时代”。

性行为和性实践有
了新变化。总人口中性行
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
化。多伴侣的性行为一直
在剧增。尽管男性以及高
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
中的领先者， 但是女性
的、低层次的性的变化程
度也在加大。

女性的性革命开始
了。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
育女的工具；不再是“无
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
“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
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
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
达方面也开始了革命，这
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
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
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
点水嘛，不是我们（女人）
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
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
题！”

性的公开化。首先是
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最
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
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
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
段播出。其次，给更多的
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
义，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
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

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
性器官。第三，更加突出
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
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
个词：从最初类似骂人的
“风骚”，到后来变成恭维
话；从最初类似于“有女
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
吸引力”。第四，性开始成
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在
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
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
露自己的双乳，更多女青
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
着坦然行走于闹市。

性的消费化。并不是
指性产业或性服务，而是
说：以前，爱情是万能的，
可以不花一分钱； 而现
在，要获得爱情，只花一
分钱是万万不能的。为了
获得所谓的性感、 骨感、
风度、气质，满足“身体想
象”， 相当多的年轻人不
得不超额地消费， 从塑
身、美容到包装、装酷等，
不一而足。

性的符号化。性已经
变成了一种符号，在不同
的情境之中可以作为不
同事物的象征， 从青春、
激情、爱直到地位、财富、
权势。随之，掌握性的符
号的程度也就成为是否
时尚的重要标准。

谈谈婚内自慰

婚内自慰是指在婚
（含同居） 者在最近一年
之内自慰过。笔者通过调
查统计（省略调查数据）
发现， 婚内自慰反而增
加了夫妻性生 活 的频
率； 也增加了夫妻性生
活的丰富程度。 妻子自
慰促使她更爱丈夫。婚
内自慰有助于双方的爱
情表达。同时，自慰的人
自己主动提出过性生活
的比例也更高。

很多人都只看到了
自慰可能替代夫妻之间
的实际性生活这一个方
面，却忽视了自慰的另外
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性
欲望与性要求更加强烈
的表现。因此，即使自慰
真的替代了一些性生活，
剩下来的也仍然多于或
者好于那些性能力稍逊

因而不自慰的人。 此外，
人们也常常只看到自慰
是一种性的宣泄，却忽视
了它同时也是一种性感
受的积累。 无论男女，自
慰都是最容易和最快达
到性高潮的方式，这就使
得自慰者更多地获得性
快乐，从而反过来促使他
们（她们）的性欲望和性
能力都更强。这可能就是
性方面的“马太效应”的
表现之一，也就是越强的
人越强， 越弱的人越弱。
但是，可能是因为自慰者
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所
以夫妻打架的也就更多
一些，尤其是丈夫单方面
打妻子的情况多出5个百
分点。

（摘自《性之变———
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