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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以“辣妈”为标题的 967 篇报纸文章进行关键词编码和类型编码后的数据分析，追

溯了“辣妈”一词的起源、发展和词义内涵流变的历史过程，试图探讨辣妈形象的出现对当代女性母职的影响

和体现的女权意识。研究表明，“辣妈”概念在泛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全能妈妈的概念，商业的利用使得辣

妈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辣妈最终成为了一个既不强调女权，也不强调母权的概念，而仅

仅是一个消费的主体。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转变，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承担更多的责

任和风险，从而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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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我对媒体中“辣妈”现象研究兴趣的是

一张小 S 抱着女儿似乎在昂首阔步前进的照片，

她突破了传统“贤妻良母”的想象，抱孩子的手

法、妆容和表情、服装打扮以及走路的样子都充满

了被视作女权的强势，母权和女权似乎被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于是，我很想探讨一下，过去学术界

争论的母权和女权是否在个体化的进程中被融合

到一起，女性的主体性是如何和母职完美结合起

来，传统的贤妻良母是否真的过时了。
有关个体化与女性崛起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但是具体到中国当代母职和女性之间关系的并不

多，尤其是有关母权和女权的争论似乎在建国后

就被“解决”了，而本文力图重新拉回母权和女权

的争论，从个体化的视角去衡量女性在当代的社

会处境和发展。
本文通过用“读秀”学术搜索工具搜索以“辣

妈”为标题的报纸文章，对搜索到的自“辣妈”出

现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967 篇文本( 重复报道

和转载次数不算在内) 进行关键词编码和类型编

码，随后做了数据分析，追溯了“辣妈”一词的起

源、发展和词义内涵流变的历史过程，试图回答上

述问题。
研究结果却和预期的想象相去甚远，辣妈概

念的发展展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女性主体性和文

化互动之间的模型，辣妈概念的出现不仅没有体

现出女权的进步意义，反而落在在母权和男权的

沼泽地中，成为女性新的枷锁。

一、个体化理论视角和女权母权之争

当前个体化理论的主要代表者是鲍曼、吉登

斯和贝克①，这三位有关个体化的阐述有共性的

地方，也有差异。对鲍曼来说，“个体化”指的是

人们身份从“承受者”到“责任者”的转型，使行动

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

( 也就是说副作用) 负责②。吉登斯所讲的个体化

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可以灵活变动的结构，吉登

斯反复提到了解放政治( Emancipatory politics) 与

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 ，他认为个体化的进程与

生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选择、自我实现是个体

化的核心内容③。贝克认为个体化本身就是一种

96



结构，就是第二波现代性的特点，个体化是“制度

性的个人主义”(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 ，

个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

位，没有确定的集体身份，如阶级等可以“自然

地”“不加思考”地嵌入，而是必须通过选择和决

定来体现出某一身份，“过自己的生活”。简言

之，个体化正在成为第二波现代性社会自身的一

个社会架构④。
阎云翔总结了个体化进程的四个特征: ( 1 )

去传统化或“传统的丧失”; ( 2 ) 制度性的抽离与

再嵌入; ( 3) 因为被迫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导致

缺乏真正的个体性; ( 4 ) 个人面临的不可靠的自

由和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内化或心理化⑤。这一

过程不仅在西方发生，也同样在中国发生⑥，但

是，中国的个体化与欧洲或美国都是不同的。贝

克强调: 在中国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

是像欧洲那样发生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架构中，

并基于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上，而

这些权利正是在欧洲第一现代性期间通过政治斗

争所争取到的。相反中国个体化进程与众不同的

恰恰在于一个事实: 即，这些目标仍然是斗争的目

的，而斗争的结果却尚无定论。换言之，关键的区

别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是否具有一个神圣不可

侵犯的个人基本权利的空间⑦。
无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究竟如何，中国女性

在这一进程中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⑧，尤其是在

家庭领域。这和个体化进程本身挑战女性的家庭

角色紧密相关。19 世纪时，妇女们的“天职就是

温柔地、随时准备好为家庭而活，其最高要求就是

自制和自我牺牲”⑨而个体化进程改变了妇女从

“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女性不再是家

庭的“核心”，她必须像个体一般生活下去; 不仅

被允许有“自己的行为”，而且被要求“有自己的

行为”⑩。
“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是个体化进

程中的一个特征，也是女性个体化的核心。但是

这一过程却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充满了各种

话语体系的冲突、协商，以及女性在性别角色和自

我发展之间的挣扎，这一点在“母职”的转变上更

为明显。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中，都有对于母亲

应扮演角色职责的期望和规范，此即母职( Moth-
erhood) 。而母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自我牺

牲”，把个人利益置于家庭利益之下。但是，为自己

而活的个体化进程使得女性有机会把个体的权利

置于和家庭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这样一来，女性

权益和母亲职责之间本身就出现了矛盾的张力。
由于女性具有生育和哺乳的能力，因此，由女

性来照顾孩子似乎天经地义，而女性必然会具有

母性并乐于承担母职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母

职一直被看做是女性必须也乐于承担的一个角

色。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很早就已经被证明是错

误的，乔多萝从心理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说

明“即使是从最基本的生计经济来说，都不能证

明女人的生育技能必然导致女人专司母职的性别

分工”瑏瑡“母爱天生的说法也不成立”，女性专司

母职完全是一种社会结构瑏瑢。
Ｒich 和 Oakley 指出母职是压迫女性的一种

社会结构，母职本身的很多要求，比如具有牺牲精

神都是和女性自主性有冲突的瑏瑣。Thurer 则从文

化分析的角度证明所谓的好母亲是文化建构出来

的，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儿童文化和好

母亲标准，所谓女人天生就知道如何做好妈妈完

全是个神话瑏瑤。Apple 接着 Thurer 的分析，进一步

阐述了“完美妈妈”的涵义和发展，并指出“完美

妈妈”概念对女性所造成的压力和困惑: 完美妈

妈必须了解各种科学育儿知识，包括医学、心理学

等各种知识并接受当代文化对于育儿的种种苛刻

要求，但却不考虑作为母亲的女性所生活的具体

环境瑏瑥。
有关母职的文献回顾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

女权主义对母职的自然说的反对，并已经意识到

母权和女权并不是统一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

张力。有关这一方面的认识，中国在上世纪初也

已经提出来。
1903 年，随着《女权说》和《女界钟》的出版，

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天赋人权”的观念开始在

中国传播开来，但对女权的界定和妇女运动的目

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在《女界钟》描绘的理想女性是一个“拥有进

步思想、从事家政、生育后代的注重‘母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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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形象”瑏瑦，也就是“国民之母”是女性能贡

献于国家的途径，是呼吁女权的价值所在，是“主

张‘母职’范围内的‘女权’”瑏瑧 ; 而同时代的陈撷

芬、张竹君和何震等女性则不提母职，而强调女性

的独立自主，不依赖男性，通过自己努力得到权

利瑏瑨，这样有关女性解放一开始就出现了女权和

母权之间的冲突。随后，在辛亥革命前后，有关女

性参政等女权论和贤妻良母论成为女性权益斗争

的两个有冲突的内容，“其结果是女性参政权被

否定，女权论渐渐消失，与女性“天职”相应的贤

妻良母伦越来越多的占据新闻版面。”瑏瑩

1923 年《妇女杂志》介绍了强调“母性是女性

的天职”的爱伦·凯的思想，并随着瑟庐等人对

此的解释和演绎，妇女运动被理解为两个阶段: 追

求女性个人幸福的女权运动和更进步的“重视母

性”的母权运动瑐瑠。母权似乎成为了女性运动的

更高阶段，更符合女性的利益。这样的观点自然

遭到后来学者的批评，但是有关母权和女权之间

的争论在进入新中国后，却逐渐消失，当人们讨论

母职的时候，更多的关系育儿方式的变化，对母职

本身对女性所造成的压力关注较少。
进入个体化时代后，当女性跳出传统，强调为

自己而活的时候，当媒体宣扬“辣妈”如何颠覆传

统母亲角色的时候，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图像:

今天母职和过去不同了，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强

调女性的自主权利的“女权”和强调女性的生育

功能的“母权”在辣妈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所

以，女性能够抱着孩子，画着超酷的妆容，穿着时

尚的衣着，昂首阔步向大众走来。可是，现实真的

是这样的吗?

二、“辣妈”的出现及词义的演变

关于“辣妈”一词究竟缘起何处，学界尚无探

究。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新名词最早

来自辣妹维多利亚的粉丝们对她的一种昵称，原

先是“辣妹”，和贝克汉姆结婚生子后自然升级成

“辣妈”瑐瑡。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

点，在中国的纸质媒体中，“辣妈”一词最早见于

2003 年对一部名叫《Freaky Friday》电影的中文译

名:《辣妈辣妹》。

从 2005 年开始，“辣妈”称号超越了影片的

虚拟角色，进入了女明星群体: 加拿大籍香港女星

钟丽缇和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茱莉最早被报道

为“辣妈”，在文章中，钟丽缇因为凸凹有致的身

材和大胆妖艳的造型获此称呼瑐瑢，而安吉丽娜·
茱莉则因为美国《In Touch》杂志票选出“好莱坞

十大辣妈”而榜上有名。进入 2006 年，港台女星

贾静雯、小 S、陶晶莹以“辣妈”名义走进人们视

野，而产后依旧性感火辣的台湾名主持小 S 无疑

是最无争议地迅速成为“辣妈”的经典代表。可

以说，在 2007 年以前，“辣妈”一词均是用来指称

产后依旧性感火辣、魅力不减的演艺圈女性公众

人物的。之后，有关辣妈的报道迅速增多，图 1 展

示了“辣妈”一词从 2003 年在报纸上首次出现之

后迅速扩张流行的趋势。

图 1 以“辣妈”为标题的报道篇数逐年变动趋势图

从 2007 年开始，“辣妈”这个词语在继续迅

速传播流行的过程中开始了词义内涵的展拓和演
“辣妈”一词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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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具体来说，出现了以下两种演变趋势: 一个趋

势是从明星辣妈逐渐走向平民辣妈; 另一个趋势

在内涵上从外在的强调逐渐泛化到了各种女性气

质和女性角色上。
我们发现所有文章中被称为“辣妈”的主体

不外乎四类: 本来就是媒体焦点的产后女明星、独
特出位并引起媒体兴趣的平民女性、热门影视剧

作形象和对女性群体的泛泛代称。

图 2 谁被称作“辣妈”?

如图 2 所示，除了 2003 年和 2004 年出现的

各一篇报道《辣妈辣妹》的影片介绍外，从 2006
年开始，关于“辣妈”的报道全部聚焦于小 S、陶晶

莹等港台娱乐圈的明星们，内容大多是娱乐圈内

的八卦新闻，比如小 S 产后身材更加火辣，刚出月

子就穿超高跟鞋等; 2007 年被称作“辣妈”的女明

星更 多，张 柏 芝、刘 雪 华、王 菲 等 都 被 冠 以“辣

妈”。
2007 年可算是“辣妈”平民化的转折点，虽然

报道总量还不太多，但涉及的领域和叙述的口吻

明显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 报道不再是单一的娱

乐新闻，而是增加了更多评论性的内容和美容塑

型行业的广告; 除了“星妈”们的八卦新闻，更多

了她们的美容和产后瘦身秘籍。在这些转变中渗

透着一个潜在的概念: 无论你现在看起来怎样，如

果你认真学习这些瘦身秘籍，或者尝试去做美容

塑型，你也可以变成“辣妈”! 在这样的引导之

下，“辣妈”这个称呼很快走下精英的神坛，走上

了大众化的道路。正如上图所示，2008 年以后，

虽然总数并没有超过明星的报道，但以平民个人

为报道对象的篇数每年都在迅速增加; 并且，从

2009 年开始，“辣妈”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泛指已经

生育的女性，这种用法甚至不代指任何个人，只是

女性群体的代称而已。以下文段就是大众化意识

的典型例子:

……辣妈这个词进入我们的视线还是拜

很多女明星所赐。贾静雯、小 S、王菲都是演

艺圈中有名的辣妈，虽然生了小 baby，可是

不管她们的穿着、言论还是行事风格依然非

常的性感、前卫。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妈妈可以称之为辣

妈呢? 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辣妈首先就是

要身材好，其次就是有气质、漂亮。之所以把

身材好放在辣妈条件的第一位是有一定原因

的。可是，辣妈这短短的两个字，里面的学问

可大着呢。外表之下，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永远走在时尚前沿的勇气以及懂得孩子的心

都是时尚辣妈的魅力所在。
———摘自《内外兼修，时尚辣妈进行时》

《钱江晚报》2007． 05． 11
上文拓展了“辣妈”原有的“身材好，有气质”

等内涵，提出“内外兼修”的概念，外表之下，更多

内在的、个性的东西也是重要的。这个逻辑就给

平民大众能够成为“辣妈”铺就了一条方便之路:

即使身材、气质不及明星，但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爱

美之心 等 内 在 的 个 性 和 品 质 是 人 人 都 可 以 有

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辣妈”。
在“辣妈”的内涵经过内在化的丰富之后，随

着时间的延续，继续演变地越来越复杂: 爱给宝宝

打扮的妈妈是“辣妈”瑐瑣 ; 网上“拼团养小孩”的妈

妈是“辣妈”瑐瑤 ; 球场看球时当场哺乳的更是“辣

妈”瑐瑥 ; 爱旅游的妈妈也是“辣妈”瑐瑦 ; 创业成功的

妈妈也 是“辣 妈”瑐瑧 ; 为 染 发 提 前 断 奶 的 是“辣

妈”瑐瑨 ; 假扮自己 15 岁女儿上高中被判刑的妈妈

是“辣妈”瑐瑩 ; 在网上因为精彩说唱视频蹿红的

“辣妈点点”更是公认的“辣妈”瑑瑠还有人把性格

泼辣、独特出位的女性称为“辣妈”瑑瑡……似乎所

有有悖传统或者独特出位甚至稀奇古怪的行为都

可以加之于“辣妈”的名号。“辣”仿佛成了“独

特”和“反传统”的代名词，此之谓“辣妈”内涵复

杂化。
然而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可能是 2009 － 2010

年间异军突起的“泛化”特征 ( 见图 3 ) ，也就是

说，在这些报道中，并不以某一位或某几位女性作

为叙述主体，叙述的重点转移到了女性行动的客

体之上，如她们抚养着的孩子、需要她们购买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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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等。也就是说，在越来越多的报道里，“辣

妈”这个概念不再是整篇文章的噱头和“看点”，

而是泛化成了一种宽泛的称谓，用来代指已经生

育过的女性。例如在一篇名为《时尚辣妈育儿四

不该》瑑瑢的文章中，其实通篇就是讲科学育儿知

识，母亲是不是“辣妈”、怎样才算“辣妈”的问题

根本不是重点。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在“辣妈”概

念泛化之后，其内涵并非完全空洞化，简单地等同

于“女性”或者“妇女”的概念，而是有一个“自信

可以做到”的期望隐含其中: 作为“辣妈”，就可以

把( 文章介绍的) 这件事做好。至此，“辣妈”成为

了一个被赋予明显正面期望的空泛概念，名车、家
具、美容、服饰……甚至电子数码和房地产行业都

可以利用“辣妈”概念大做文章，这些报道多以各

种形式的广告为主，其潜台词是: “身为‘辣妈’，

或者想成为‘辣妈’，就要照我说的去做。”

图 3 人物特征

图 3 统计了上文所述的性感外表、独特个性

以及泛化三种类型的报道，可以看到 2007 年开

始，这三种类型是并存的。
总之，随着辣妈概念的泛化，辣妈已经不是特

指某个人群，而是成为了好妈妈的代表，辣妈彻底

走上了全能的道路，辣妈成为了不仅外表美丽性

感，更是一个多面手，可以搞定有关育儿和家庭的

一切。更重要的是媒体强调每一个女性都应该成

为辣妈:

标准的辣妈，特臭美、特败家，但也爱生

活、爱家庭，她们运用科技新知让家庭生活变

得轻松，她们不故步自封，从上网到美容件件

不落，她们不再深锁庭院，依然是社交圈里的

活跃分子……不可否认，辣妈已成为新一代

母亲形象的代言人。
———摘自《“辣 妈”新 生 代》，《海 峡 导

报》，2010． 05． 27
随着商业力量的介入，辣妈成为了母亲的代

词，很多针对母亲的广告都用辣妈来替代，我们对

所有搜索获得的文章根据其报道内容按照消费

“辣妈”和“辣妈”消费进行分类，消费“辣妈”包括

了重点介绍女性人物的报道，一般有着清晰的主

体和特征; 而“辣妈”消费则指泛化之后的报道，

“辣妈”在其中只是女性群体的代称而不是叙述

重点，一般是指意图利用“辣妈”创造消费需求的

各类商业广告或营销软文。

图 4 “辣妈”文章的两种构成

图 4 描述了不同年份中消费“辣妈”和“辣

妈”消费两种文章的比例，显而易见，自从商业广

告开始出现以来，消费“辣妈”的文章就呈迅猛增

长之势，这个时间和我们观察到的“辣妈”内涵泛

化的时间是一致的。
商业的利用使得辣妈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

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辣妈最终成为了一个既不强

调女权，也不强调母权的概念，而成为了消费的主

体。

三、“辣妈”报道中的现代性矛盾

全能的辣妈看上去美丽、能干，似乎是新时代

女性的标兵。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各种报道中对

辣妈的要求，我们会惊诧地看到，媒体中的辣妈很

少或者完全不提及女性的独立、自主、建构新型家

庭关系等“为自己而活”的内容，也看不到和女权

相关的阐述，而是依然站在国家和家庭的视角，强

调女性的母权，并增加了对女性更矛盾更苛刻的

要求。
首先，在外表方面，辣妈挑战传统的那个简朴

朴素的妈妈形象，要求“美丽与孕产两不误”。
“在 19 楼的漂亮妈咪论坛里，有很多迷

人又可爱的辣妈，每一个都超级爱美。论坛

的斑竹“错觉”曾说过一句名言: 当妈不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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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妈。最近，坛子里又有一句新的流行语:

当妈不要有当妈的样子。这样的心态，大概

就是辣妈们保鲜的秘诀吧。”
———《辣妈 保 鲜 秘 诀》，《都 市 快 报》，

2008． 10． 03
辣妈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不像妈妈。无论是

明星还是平民，很多被赋予辣妈头衔的女性都会

被强调身体看不出生产的痕迹。
“宁静身材高挑，皮肤保养得也很好，完

全看不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看她谈起孩子

一脸的幸福和自豪……”
———《辣 妈 是 怎 样 炼 成 的》，《珠 江 商

报》，2009． 03． 07
显而易见，无论是明星还是平民，作为母亲想

实现的“N 不误”的兼顾目标给现代女性提出了

更为严苛的要求: 与传统中为丈夫和孩子牺牲自

己一切而无人苛责的好母亲相比，现代中国女人

的目标则更难一些: 既要做好女人，也要当好母

亲。传统母亲的“黄脸婆”形象是受到讴歌和尊

重的，在文学作品中，妈妈的白发和皱纹往往受到

儿女们接纳和赞美，而对于当下的“辣妈”而言，

皱纹和白发连自己都无法容忍。因此需要意识

到，虽然明星和平民中的表现不同，其实是一个事

实投射出的两个侧面: 在当下，女人的身份和母亲

的角色之间存在张力。明星们精致的脸庞和身材

强化了她们女人的身份，所以她们追求母亲的角

色; 而对于平民来说，母亲的角色是确定无疑的，

需要强调的是女人的身份，所以她们拒绝“牺牲

自我”的传统母亲形象。
其次，辣妈“兼顾事业和家庭”。这一点通过

明星辣妈和平民辣妈的报道作比较可以看得特别

清楚。报道明星侧重于表达她皈依母亲职责，牺

牲演艺事业照顾孩子和家庭。如小 S 为照顾女儿

压缩工作时间，对媒体称“当妈就要像妈”，钟丽

缇声称“我不是辣妈，我只是普通妈妈”表达她跟

孩子在一起很开心，抒发母亲角色带来的快乐。
而报道平民则侧重于赞赏她背叛母职，不甘当主

妇，追求事业与美丽，甚至提出了“当妈不要有当

妈的样子”的口号鄙视那些整日围着孩子和老公

转的女人，强调一个事业家庭兼顾的全能妈妈形

象。
她们———个性张扬、上得厅堂、下得厨

房、能教育宝宝、能照顾老公、德才兼备、能征

战职场更能相夫教子……”
———《长春辣妈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新文化报》2010． 09． 02
看上去明星辣妈和平民辣妈的表述不同，但

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意涵指向: 作为女性，事业和

家庭两手都要硬。明星已经事业有成了，自然要

表现出贤妻良母的一面; 而平民则既要证明自己

事业有成，又要证明美丽顾家。在辣妈的表述中，

“双重负担”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及，似乎对辣妈

来说，这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

了个体化的一个特征: 风险由个体来承担。“辣

妈”的宣扬把双重负担的风险完全归结到女性自

身身上，女权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彻底失语了。
再次，辣妈既要颠覆传统，又要遵从传统。在

外表方面，辣妈要尽可能颠覆传统的定位，在育儿

方面也擅长运用高新技术。
正如有文本指出:

“辣妈”时代的来临彻底颠覆传统母亲

形象，让妈妈们依然可以坚持不懈地寻找女

人风韵。谁说为人母不易? 谁说为人母就要

中规中矩? 我们必须风情万种、时尚百变。
时而仪态万方，时而性感妖娆，带着我们俏丽

宝贝同登生活秀场。
———摘自《辣妈 IN 时代》，《城市快报》，

2009． 05． 08
但同时，辣妈的角色定位又是非常明确的，就

是传统的相夫教子，即使连看起来非常女权的小

S 也不例外。
“做什么角色，就要像什么样!”小 S 透

露，有了宝宝之后，除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之

外，自己也会找时间和老公单独相处约会。
“我觉得做妈妈要有耐心倾听小孩说话，做

妻子就要嘴甜，同时不可以太黏人和张牙舞

爪，该道歉就道歉，该撒娇就撒娇，也不要刻

意去展现性感，有时自然就是种性感……对

我来说，孩子比事业重要……”
———《辣妈小 S: 当妈就要像妈》，《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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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2010． 03． 26
至此，我们不禁会问: 致力于挣脱传统母亲窠

臼的看似越来越“贪心”的现代女性是不是因为

有了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摆脱了父权的牢笼，才

会在婚后继续追求事业和外在的魅力呢? 答案也

许并不乐观，或者正相反: 正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

会更加失去了来自婚姻的安全感，才更需要发展

事业，留驻青春。因为“小三”的威胁时刻存在

着，现代女性不仅要尽到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更要

防止容颜早衰而惨遭失宠，保持魅力才能保卫婚

姻，避免被男人抛弃的命运。大量有关辣妈的阐

述都强调了小三的威胁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 了 木

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

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80 后辣妈们要做

的，无论职场，还是情场，都要智慧骁勇。”
———《2010 年小事件大影响 羡慕嫉妒

恨———遍地都 是 辣 妈》，《齐 鲁 晚 报》2010．
12． 31

在某论坛，新手妈妈 Sandy 的帖子引起

了不少共鸣，有许多 80 后新妈妈留言说，自

己可能提早遭遇“中年危机”，有些甚至搬出

身边的例子，发帖细说朋友由于生育后“年

老色衰”遭遇“小三”的悲惨遭遇。
———《去妊娠斑、减肥动辄上万 80 后辣

妈三成整容预期过高》，《上海商报》2011．
02． 22
全能的、充满矛盾、为了预防小三而奋斗的辣

妈离女权越来越远，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让

女性的生活犹如走钢丝，左右为难。

四、结语

2013 年伊始，上海电视台一档以“母亲”为主

角的综艺选秀节目———《妈妈咪呀》，成为收视黑

马，被各种评论称之为“辣妈选秀”。我的一个学

生瑑瑣访谈了全程参与《妈妈咪呀》项目引进、节目

制作的项目总监施嘉宁。这位总监在回答这档节

目定位的时候，有非常矛盾的一段话: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初始就想得很清

楚，我们要呈现的是一种现代性。所谓现代

性，就是要有新的价值观，我们要颠覆别人对

母亲、对女人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我们要做

一个新的模式。新的思维模式，就要让女人，

结了婚的女人，做回自己，找回她自己本身的

东西。可能她因为结了婚，因为生活工作，她

整个心灵上蒙了一层灰，我们希望她到我们

这个节目里来，把这层灰擦干净，真正释放自

己，挣脱传统价值观对母亲这个角色的束缚，

追逐自己的梦想，张扬自己的个性。
虽然我们强调女性要“做回自己”，但这

绝对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组要塑造的母职形

象。一个母亲只做到找回自己，是不称职的，

它也不符合我们当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事

实上，我们虽然说要打破对母亲这个角色固

有的思维模式，但对于部分传统价值观中的

母职理念，我们仍是十分推崇的。我们认为

奉献、牺牲、坚强、勇敢等传统美德仍然应该

继续弘扬。
个体化本身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这段话体

现了辣妈形象的现代性悖论: 辣妈是一个现代形

象，“做回自己”其实就意味着“为自己而活”，这

完全吻合个体化进程中女性的转变，但同时，这个

做回自己又不能过了，女性依然要遵从母亲的角

色，发扬传统母亲的美德。女性在独立自主的女

权道路上最终不得不遵从于传统男权社会的框

定。
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女性“为自己而活”包含

有强烈的跳出传统的意愿，而这一点在辣妈的文

本中，所谓跳出传统仅仅指身材容貌而已，在母亲

角色上，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既没有相关的决

策权的讨论，也没有建构家庭新型关系的描述，更

没有有关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的尝试，而被 Wearing
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在任何一个生命阶段为自己创

造一个独自和系我享受的时间和空间的权利，因

而他认为抵抗母职文化对女性自主性的侵入的武

器: 休闲瑑瑤，在任何一篇有关辣妈的文章里都没有

被提及。
贝克很敏锐的指出: 因为只要“为自己而活”

依然停留在个体层面，就会依赖伴侣、同事和周围

人的善意，这种生活就会受到来来回回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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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受到政府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威胁。正因

为这样，妇女不再满足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的

自由”这种政治家钟爱的说法，现在妇女要求的

是“超越选择的自由”，是法律、工作领域、公共制

度和基本社会准则层面上的变化。女性运动要

“超越简单的平等权利，是为争取女性自主; 要超

越对歧视的批评，是要从整体上质疑现代权力结

构。”瑑瑥从辣妈的文本研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母

亲形象的改变并不是女性自主权益意识的发展，

整个过程受媒传统男权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

对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把责任和风险都落在女

性自身身上，而没有涉及到超越选择自由层面的

制度环境上。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改革，辣

妈的形象出现不仅不能体现女性的自主意识，提

高女权，反而使得对女性的压迫有可能加大，因为

每一个女性面对一个全能辣妈都会产生这样一个

困惑: 别人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 在这样

一个个体化过程中，女权和母权的争斗似乎重回

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宿命: 女权再度被母权所取代。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郑雅君对本文亦有

贡献，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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