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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中的叙述套路: 访谈的陷阱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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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延续“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从一个变性人访谈案例入手，把访谈作为实践，将卷入其中的隐形

角色与力量进一步搬至台前，明确地从方法学角度提出“叙述套路”的概念，并围绕其探讨如下问题: 我们应如何认识与界定定

性研究中常见的“叙述套路”? 访谈中的常见套路有哪些? 套路有何问题? 如何破解套路? 在具体分析性 /别类访谈案例中的

“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的基础上，提出重视生活经验复杂性的积极批判思维的重要性以及实践这种思维的可能方法路径。

最后，更为扩展地指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中，对于“叙述套路”的认识与挑战之于访谈、方法学、包括性别议题

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日常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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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interview with Miss Wen，who changed sex from male to female recently，the paper aims to follow up“The sociolo-

gy of story-telling”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nd analyze the social roles and forces involved in interviews，and more broadly research

practices． I will specifically focus on“the tricky narrative”and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conceptualize it: How to

define and recognize“the tricky narrative”? What are the tricks that shape certain narratives under current social-political contexts?

What's the problem of such tricks and how to challenge them accordingly? Two types of tricks and routine story-telling appear often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causal logic and the tragic narrative． The paper then proposes a positive critical perspective tha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living experience and social realities，and a few possible concrete method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hallenging such

narrative tricks． It concludes with the meanings of such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to the quality of study as well as to our everyday lives．

引子: 一个访谈案例

陈: 那你妈以前不知道吗?

文姐: 我不知道她知道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

你沟通很弱的。你最好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不要

问别人知道什么，我预测不了。
陈: 那您能具体给我讲一下 17 岁在火车上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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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吗?

文姐: 可以不要那么发掘这一点不? 因为非常

多的人来问，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 指变性) 找出一

个成因，或者是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可不

可以不要在这一方面: 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陈: 我倒也不是纠结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就是

想知道您那个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文姐: 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一旦你把一个人的

经历写上，呃，像媒体采访我，先问你谈过几次恋爱，

然后报道就写，啊，他，谈过几次恋爱，然后，就变成

这样了! 然后，就是，因果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

这样，把这个放在前面……
陈: 就是说媒体它会把你这个事用什么成因导

致这样是吧?

文姐: 就是，你不说这是成因导致，但是……你

非要放一个人生经历在这，就跟那个事等价的。你

跳过怎么变成这样的。
陈: 嗯嗯，跳过。那你高中以前有谈过恋爱吗?

文姐: 天呐。你能不能问我决定之后的事儿?

以上对话片段摘自我的学生陈信波的访谈记

录，也曾经被我作为例子之一写入“作为方法的故事

社会学”［1］，以探讨叙述的陷阱与可能，并引出把研

究过程中的访谈记录看作由多个社会角色参与生产

的动态社会性文本的观点［2］［3］。
陈信波的访谈是在 2014 年秋季学期与 2015 年

春季之间完成的。他以“变性”为核心词、侧重生活

史研究的多次访谈积累了 5 万多字的直接对话材料

( 其他材料还有观察笔记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 ，最

终写 成 硕 士 学 位 论 文《变 性 人 与 社 会 的 互 动 分

析———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4］。这个研究在整体

上属于当时我和学生们开展的“身体与性 /别的社会

学经验研究”的一部分。作为指导老师以及幕后参与

者，我和陈信波一起商量选题，在整个资料收集与分

析的过程中也经常讨论，多次调整研究方向。文姐是

我之前认识的一位在性 /别草根组织工作的朋友介绍

的，当时刚刚做完男变女的手术，据朋友说是属于“很

愿意讲”的被访者。可以说，这个访谈显在地形成于

陈信波与文姐之间的互动，隐性地则是我作为指导老

师( 朋友作为研究中介①) 、陈信波作为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硕士一年级学生、文姐作为经常参加性 /别相

关志愿者活动的被访者之间的共构结果。我当然也

可以在此列出各自更多的社会特征与个性特点，比如

在性 /别圈混了多年、略显彪悍但努力保持开放性的

女老师，腼腆且愿意挑战自己的男学生，强势又有主

见的男变女被访者。而如我后面会分析的，还有更多

的社会角色与力量在这个访谈中缺席却在场。
上文引用的对话片段 ( 以及整个研究) 之所以

吸引我并被我在方法教学的课堂上不厌其烦地提

及，也成为《性 /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中的重

要章节，不是因为在研究中极度缺席的“变性”议题

的猎奇特点，更不是因为这个研究做得有多么成功

( 至少我和陈信波都认为在研究深度及参与观察部

分都有待加强) ，而恰是这个访谈所透射的更具普遍

性的方法学意义，是偏向“教训”与警惕的方面，是作

为“被访者”的文姐———一位让访谈者抓狂的资深被

访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刺儿头”劲儿。这

股劲儿不断地提醒着研究者可能存有的偏见以及媒

体上与研究中常见的那些叙述套路，而其背后是我们

( 研究者、被访者、读者) 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

以及更为具象的性别与身体的规范与界限。
本文将以具体的性别研究为例，把“访谈”中的若

干隐形角色与力量进一步搬至台前，把访谈作为实践

以及动态的社会学文本，在整体上延续“论方法”与对

于研究过程的研究的旨趣［5］［6］［7］，以及“作为方法的故

事社会学”分析框架［1］。在以往的论述中，我曾提及

访谈之中“不可说”与“我要讲”这两类方法的挑战，

并在分析中触及故事套路的问题［1］。在此基础上，我

希望更为明确且聚焦地把“叙述套路”作为一个方法学

概念提出来，并围绕其探讨如下问题: 我们要如何认识

与界定定性研究中常见的“叙述套路”? 访谈中的常见

套路有哪些? 套路有何问题? 如何破解套路? 以及在

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中，这样的探讨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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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方法学、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乃至

日常生活的意义何在?②

一、“叙述套路”的界定

“套路”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流行用语，虽然网络

上多有提及③，但在学术界并没有明晰界定。受普拉

莫( Ken Plummer) 对于“故事社会学”的界定［2］(PP20－31)

以及更为广泛的知识生产相关论述( 包括话语、文化

意识形态、文化主导权，也包括阅读文化等) ④的启

发，并结合中文语境中的习惯用法及我的研究意图与

经验，暂且略显粗糙地把“叙述套路”理解为有一定路

数的语言表达形式，其背后是一套我们习以为常的思

维方式，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之中，同时也

形塑并主导着大多数人对于某些人群或者议题的理

解与解释。“叙述套路”在本文中至少包括以下意涵。
( 1) 从范围来说，主要指向研究领域以及纪实

类( 非虚拟) 媒体报道中的故事生产，包括研究对象

的叙述以及研究者 /采编者的叙述。宽泛地讲，表述

主体触及故事生产诸多台前幕后的社会角色，具体

到一个访谈中，也可以更为简单地理解为被访者的

习惯性表述与访谈者( 研究者) 的提问与解释路数。
( 2) 这套表达形式有一定的语言结构与情感特

点，并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不断积淀与固化。
( 3) 套路的形成既受一定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影

响，也在使用过程中加固着既定的思维方式。
( 4) 习以为常的表述逻辑可能是日用而不知的

文化惯习(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表态文化) 与潜移默

化的思维方式使然，也可能在刚开始是出于某些有

意图的( 吸人眼球、风险规避、自我保护、更容易受到

资助或者得以发表) 、精心策划的甚至带有欺骗与隐

瞒性质的应对方式，但是用得久了、说得多了也就逐

步具有了正当性并开始指向“事实”与“真相”。

( 5) 套路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与某个

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 包括狭义的政治，也包括学术

政治与社会运动文化) 有关，具体的表现形式也会随

着历史变迁而有所不同。
( 6) 从社会效果来讲，“叙述套路”往往会勾勒

甚至代表某些人群的形象，在社会层面对人或事形成

占据主导的理解与解释，最终形成卷入更为明显的权

力关系的排他性话语，在某些情境与语境下很容易成

为“唯一真相”从而导向社会偏见、歧视甚至压迫。

带着这样的理解来看上文提到的文姐的案例，这

个访谈至少触及性 /别研究中两类常见且在当下显著

的“叙述套路”———“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这两

种套路或直接或间接地蕴含在文姐的访谈文本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研究议题的不同，叙述中触

及的具体“套路”也会有异，有些面向 ( 比如归因逻

辑) 更加普遍，有些面向 ( 比如猎奇表达与悲惨叙

事) 则在道德与边缘色彩明显的议题中更为凸显。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小姐叙事”与“出柜故

事”中所呈现的某些套路［1］，普拉莫更是详尽地剖析

过 20 世纪 80－90 年代盛行于欧美社会的同性恋出

柜故事、强奸故事、康复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日益固

化并逐步脱离现实复杂性的叙述结构［2］。不管哪类

“套路”，都是历史性的，在当下的盛行并不意味着

过去如此，也不代表没有新的套路正在酝酿之中，而

曾经作为抵抗话语的叙事也有可能逐步成为主导话

语( 之一) 的“套路”。不管是隐是显、过去抑或现

在，这些叙述套路对于生活于同一个世界中的很多

人来说并不陌生，套路分析所蕴含的方法论启发亦

可以跳出具体案例，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跨界对话

( 议题之间、学科之间、研究与生活之间) ，并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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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叙述、故事、叙事都有出现，出于动静态考虑以及表达习惯，并未做统一化处理。在我们的论述中，“叙述套路”
中的叙述，可以主要理解为访谈中触及的讲述、口述，也包括分析写作中的文字表达; 叙述或“故事讲述”，除非特别说

明，都指向动态的社会性文本。在更加静态的意义上，或者出于一些表达习惯，也会出现“叙事”这个词。
“套路”被选为 2016 年网络流行语，百度百科上的总结如下: 指精心策划的应对某种情况的方式方法，使用该方式方法

的人，往往已经对该方式方法熟练掌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逻辑上倾向于惯性使用这种应对方法应对复杂的情况，心

理上往往已经产生对此方法的依赖性、对人有较深影响，使用某种特定不变的处理事件的方式，对一些情况下的处理方

式形成“路数”，是名为套路。
这方面的文献很多，更多的是零零散散的接触，还没有时间和能力对其进行精要的梳理与讨论，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作为

背景以及日后可能的对话方向提及，因此在这里也不做具体索引与对话。



之中进一步完善“叙述套路”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

体系，以及在积极批判的态度之下促进研究的质量

与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洞察力。
二、访谈案例中的“叙述套路”
( 一) 时间线与归因逻辑

在开篇的访谈对话中，文姐的用词与语气都在强

烈地表达着自己对于访谈者以时间顺序对变性之前的

生活经历进行提问的反感与抗议，因为在她看来，一旦

把这些经历按照“过去－现在”的时间先后顺序放在那

里，别人就会理解为是前面这些经历导致了她后面的

“变性”，而很多人“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 指变性) 找

出一个成因”。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线在文姐那里构

成了一个因果逻辑链条，而文姐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
文姐对于时间线与因果逻辑的质疑直接戳中了

我。尽管有争议，我自己对于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

义脉络下追根溯源式的因果推论逻辑是持怀疑态度

的，因为社会生活与人的复杂性( 以及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偶然因素) 使得我们很难对某个人做某件事情

进行归因。在定性研究中，我并不排斥“为什么”类

问题，而且认为此类提问可以激发我进行更为深层

的思考，但是会非常警惕“归因”可能带来的问题。
即便是要探究“为什么如此”，也会倾向于首先从事

情的发生经过及“如何发生”的角度入手了解其来

龙去脉; 即便是因素分析，也倾向于探讨扎根于材料

总结提炼的 A 与 B 对于 C 的可能影响，而不会做 A
与 B 导致 C 的线性推论。带着这样的“自觉”认识，

在口述生活史类的访谈中，我经常会“从小时候开始

谈起”“从第一次做小姐开始谈起”，并没有觉得这

样的时间顺序有什么问题，因为“时间顺序并不是因

果推论”。然而，文姐的质疑与抗议至少使得我对于

自己的这套方法产生了怀疑: 我们为什么那么习惯

于按照从小到大的时间顺序去了解一个人的生平或

者她 /他人生中的某个决定? 时间的先后顺序与因

果推论真的没有一点关联性吗? 时间与因果之间的

关联真的如我和文姐所担心的那样只是存在于别人

身上，类似“不管你怎么想，抵挡不住读者做这样的

推论”，还是说这种“因果论”实际上依然顽固地存

在于我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头脑之中，而没有得到更

为彻底的反思? 当然，依然值得深究的前提性问题

是: 因果逻辑有什么问题吗? 我至少觉得这样的提

问与思考在当下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文姐的叙述中，批判性呈现的首先是媒体中

故事讲述的归因套路。文姐之所以一再提醒陈信波

不要问她“变性”之前的事情，不要追究“以前的情

感经历”与“17 岁那年在火车上发生了什么”，是担

心被简单归因，而这种担心直接地来自于她多年与

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文姐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访者，

她接触过很多次访谈，“学校的、媒体的都有……媒

体是最常见的”，完全熟悉社会上尤其是媒体希望听

到的故事版本，以及提问背后的假设。
陈: 上次的话，您谈到跟那个媒体打交道，特别

反感他们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是吧?

文姐: 对。就是没什么因果性的事情，媒体就喜

欢，写因果性的文章。
陈: 大多数的媒体都这样做吗?

文姐: 对。

陈: 那您，可以具体讲一讲您是怎么跟媒体打交

道的吗?

文姐: 呃，怎么说。呃，来采访我，说你的情感史，

说了半天，然后写出来的文章是，这个人的情感史是这样

的，所以，这个人是这样的( 意指现在成为一个变性人)。
陈: 就您接触过的所有媒体，采访您的里面，最

后都变成这样吗?

文姐: 一半以上吧。就是说要不然是情感史，要

不然是一个童年经历，要不然是什么，她认识了谁，

接触了什么东西。或者即使他没有写这个东西，然

后最后请一个专家出来，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陈: 一个专家呀?

文姐: 对，然后说，然后专家出来说这些人都是

这样的。
陈: 那个专家是什么专家呢? 医学专家还是说就?

文姐: 他拜访了什么什么专家，然后通常就是他

拜访了某个专家，他也没说明白是哪个专家，或者是

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专家，然后弄一个非常奇葩的

盖棺定论的结果。
在文姐的经验之中，媒体总倾向于给她的变性

行为寻找一个根本原因———从过去的情感史或者童

年经历中去挖掘。换言之，媒体会把其过去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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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失败经历，或者童年时期某次不愉快的经历或

遭遇，甚至是小时候父母离异当作文姐这样的人最终

选择变性的一个潜在或者终极原因。这种归因逻辑

在我们的生活中耳熟能详，例子比比皆是———之前的

不幸经历( 尤其是家庭与婚姻问题) ，导致某类变性、
成为同性恋、“做小姐”等被标定为“越轨”或“不正

常”的行径。而在文姐看来，这是把某种可能的相关

关系错当成因果关系，是不能忍受的，因为这类归因

导致的“不是猎奇就是偏见”。而在这类媒体故事之

中，“专家”往往扮演着最后“盖棺定论”的角色。
回到经常兼任“专家”的研究者的因果逻辑。在

这方面，安德鲁·阿伯特( Andrew Abbott) 的论述极具

启发性，也能更好地回应社会学研究中“因果逻辑”的

预设及其问题以及对于时间性与因果推论之关系的

怀疑。阿伯特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以

及意义的多重性出发，对于实证主义范式之下的“因

果解释”进行了详细、犀利而深刻的批评［8］(PP148－181)。
他的系列方法文章———对于实证主义与变量式因果

分析的检视、引入了时间维度的叙事逻辑与序列分析

方法( sequence analysis) 直至“反叙事”( against narra-
tive) 的论述［8］(PP148－181)［9］(PP93－113)［10］(PP68－99) ，不仅剖析了社

会学主流论述中“因果解释”的简化与客体化，也进一

步从“( 缺乏) 开放性”的角度反思了有着明显时间线的

“叙事”与因果逻辑之间的危险关系。这一点，在肖索

未的引介文章中也有较为清晰的梳理与阐述［11］(P269)。
阿伯特认为，叙事分析加入了时空维度，但是对于

时空维度本身事实上带着基本假定，那就是那些时间

和空间是有序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发展的，在时间关系

上前后发生的时间在标准化的叙事分析里就变成一种

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通过

事情的结果来组织、筛选和呈现那些对这个结果而言

有意义的“先发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

本已经排除了其他的历史可能。即便我们在观念上认

同了历史结果的偶然性( contingency) 和历史发展的开

放性( 而非必然性) ，但是我们的叙事文本往往本身就

隐含了事物发展的时空的秩序性而非开放性。

这段话恰好回应了我在文姐的访谈中感受到的

对于时间性与因果逻辑之间关联的怀疑与担心。再

加上“因果解释”“求根源”的思维方式在整个现代

社会的流行程度，作为被访者的文姐对此类有着明

显时间先后顺序的叙述方式的质疑与抵抗是非常有

道理的，甚至很好地为阿伯特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朴

素的经验注脚⑤。可以说，以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

叙述以及蕴含的因果解释逻辑构成了研究领域以及

生活中常见的“叙述套路”，而除了读者与被访者，

研究者与媒体工作者这两类重要的叙述者就是这种

套路的主要实践者与形塑者。那么，不可回避的一

个后续问题就是: 不以带着因果预设的时间线而展

开的提问与叙述，可以有怎样更好的替代方式?⑥

阿伯特在指出常见方法的预设及其局限性的同时，

细致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偶然性、模糊性( am-
biguity) ［12］(PP357－391) ，也进一步提出强调时空开放性理

念的“抒情式社会学”( lyrical sociology) ［10］(PP68－99) 的

畅想，我将在后文结合自己的兴趣提出研究设想。
( 二) 悲惨叙事

除了“归因逻辑”之外，文姐特别不满意媒体的

另外一个相关的叙述套路就是媒体对于变性人的

“悲惨叙事”，这套悲惨叙事也常见于某些类型 ( 尤

其是涉及越轨议题与边缘人群) 的故事讲述之中［2］。

当陈信波问道:“那他们感兴趣的，最终就是你为

什么变成这样，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原因，然后其他的

他们都不关心吗?”文姐有点自嘲又有点无奈地回答:

“不同媒体关心的点不一样，有些媒体关心的是你们

这种人为什么( 会这样) ，就是到底有多苦逼，请告诉

我。”在一次探讨电视节目时，文姐说道:“电视啊，我以

前上过节目，或者是，有电视媒体找过我，不过我后来不

去了。我觉得可无聊了，尤其是那些，就是说，这种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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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文姐的表述也不那么“朴素”。在访谈的其他部分，我们是能够清晰地看到文姐有意识的知识储备，包括在性别与酷儿

理论方面的学习。因此，她对于“因果推论”的质疑以及后面对于“悲惨叙事”的分析多多少少也与已有文献的阅读有

关，而不仅仅是“朴素”的生活经验。
对“时间”本身也可以进行更多的解读，已有不少学者在更为复杂地讨论“时间”的多线性与多种可能。对这个后续问

题的讨论，本文无力做出详尽的回应，可参考阿伯特更为翔实的相关论述。



性的媒体，比如新闻媒体，往往莫名地就是把你形容得

很苦逼，然后呢，然后，就是说想去我家拍个，看看你这

个，这里很脏，这么差，生活这么无味，然后就这种态度。
而娱乐化的媒体呢，除了娱乐，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然后就是，怎么有槽点，怎么吸引人怎么搞。”

在文姐看来，变性人这个人群其实过得并不“苦

逼”，这种“悲惨叙事”只是媒体不深入调查的胡乱

猜测而已，或者说是其故意为之的一种举动。文姐

告诉陈信波，她自己在没决定做变性手术前其实是

做过一个小调查的，采访了 100 多个变性人，比较了

她 /他们术前与术后的生活质量情况。她发现，绝大

多数人在动过手术之后，生活质量还是有明显提高

的。也正是这个结论，促使她下定决心去做了手术。
因此，她认为媒体这种“悲惨叙事”是根本不成立

的，变性人远比媒体想象得要活得好，活得开心。
文姐的这段表述与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是有共鸣

的，同样盛行于我所关注的“小姐”议题。此类悲惨

叙事既存在于“变性”“做小姐”等行为之前的归因

式分析( 比如父母离异、婚姻不幸、遭男友抛弃、被拐

被骗) ，也出现在选择之后的生活描述之中( 比如遭

遇暴力、生活悲惨) 。这套先验的叙事是如此顽固地

常见于我所碰触到的对话语境，却又经常与我在田

野中的所见所闻存在差距与冲突。田野感受与主导

话语之间的这种张力也是我从自诩中立的“分析学

派”( 硕士学位论文中的立场表述) 日益走向一个强

调积极策略与主体性论述且不避讳自己立场与情感

卷入的研究者的重要推动力。如我一再强调的，并不

是说边缘人群中没有这些“不幸”，或者无视结构的压

迫，而是生活不必然如此，尤其重要的是，单向的“悲

惨叙述”只会加深偏见与歧视，对于主体培力以及应

对这些可能的“不幸”与结构性压力毫无益处。
至于媒体为什么会存在这么普遍的“悲惨叙

事”，文姐在访谈中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

有那么一段时期，国家是不允许媒体对这个人群进

行过度报道的，尤其是不能宣传他们好的方面，因

此，媒体只能选择去讲述他 /她们的个人经历故事，

而且得刻意往悲惨的一面去述说，这种长期的新闻

叙述实践，使他们习惯了这种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

成为一种叙事惯习。另一方面，媒体的这种悲惨叙

述其实反映的是包括媒体工作者、读者或观众对这

个人群的期待与想象，媒体为了“吸睛”，所做的只

不过是迎合大众的口味与猎奇心而已。
我曾经对有关“变性”的中文文献做过梳理，以

初探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变性”现象。回顾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纪实类报道中对于“变性人”的描述，

基本是以对于“人妖”( 早期是介绍泰国、法国的情

况) 的猎奇性报道、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与“变性

人的辛酸生活”类悲惨叙事为主导的; 学术界为数不

多的论文除了同样透露出浓浓的猎奇味道，相当部分

论文在医学的框架下把变性“病态化”，称其为“易性

癖”［13］(PP138－155)。对于公众来说，变性人被排斥在正常

的边界之外，是动摇秩序的、危险的象征［14］。只有突

出他们的“悲惨”才符合他们的“混乱”表征，也只有

这样才能给“正常”的观众群体带来安全与满足。
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即便在早期，“悲惨叙

事”或许是心怀善意地关注到某类道德边缘人群( 我

至少相信有这样的悲悯与关怀之心) 以对话于宗教意

义上的“罪恶化”与法律惩戒意义上的“入罪化”，但

是随着这套叙述的固化与单一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则会逐步导向弱者化以及社会的偏见与歧视。
( 三) 另一类更具主体抵抗性的“叙述套路”
文姐的整个访谈透露着浓浓的反叛味道，甚至在

某些论述中有着应激性的抵制反应，但是她的分析颇

具启发性。在文姐的访谈中，除了凸显的归因逻辑与悲

惨叙事( 以及相关的猎奇表述) 这两种叙事套路，还隐含

着一套在近年有所发展且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套路的叙述

模式: 出于倡导目的发展而来的社会运动类“叙述套路”。
从整个访谈来看，文姐不是一个“普通”的被访

者。文姐是自己做过研究的，了解其他变性人的情

况; 对于现在的话语体系，包括酷儿理论等学术话语

都有一定的了解以及自己的见解。反感于媒体的叙

述套路，近年来，随着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文姐开

始尝试在自媒体上发声: “比如说我在做的、我正在

准备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去知乎，或者果壳这样的知

识性网站啊，发一些比较温和的科普文章……”可以

说，在不断地与媒体、研究者、家人及其他社会角色

打交道的过程中，文姐也在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与

讲述策略，以增加谈判砝码与争取自由空间，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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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挑战既有的性别规定与性别叙事。而文姐

之所以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除了朋友的介绍，也带

着很强的“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 侧重于变性之

后的故事，包括身体与情绪的改变以及如何有策略

地与周围人互动等议题) 的色彩，带有挑战常规叙

事、展现自我甚至教育包括访谈者在内的主流社会

的目的。文姐的叙述在这样一个历史与社会时刻出

现，不仅与其个性有关，也与医疗手段的发展、媒体

技术的更新( 之前学校的 BBS，现在的新媒体) 以及

LGBT 运动的国际动态及其在国内的发展有关。
在不断“纠正”陈信波的提问以及抵制现有话语

体系与叙述套路的同时，文姐作为志愿者与圈里名人，

其叙述在自觉抵抗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的同时，是否

也在积极塑造另一种“发声”，而这种发声在多大程度

上正形成同样不容置疑的“叙述套路”? 文姐的个案在

多大程度上可以( 在认知与理解的质性层面) 代表有着

复杂个人经验的“主体”叙述? 在性 /别运动的全球化

( 基本上是西方化) 趋势越来越强的背景之下，作为主

体的变性者以及性 /别运动家是否又会在竞逐主流叙

事的过程中发展出另一套程式化的、有意表达的“叙述

套路”? 这样的提问在社会运动发达的西方是有其根

基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是杞人忧天还是已见端倪?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提问，是因为根据我的有限

观察，这样的担忧至少不是空穴来风。桑迪·斯通

( Sandy Stone) 在她著名的文章《帝国反击战: 后变性

宣言》(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exual
Manifesto”) ［15］(P221) 中对变性人自传与传记文学的评述

对于回应这样的担忧不无启发。她犀利地指出，缺乏

批判性、对于呈现并理解变性人具体而复杂的生活与

身体经验毫无用处的文本只会再生产社会的偏见以

及固化现有的医学与社会性别主导话语，哪怕是以第

一人称的“自传”形式呈现。文姐的访谈并未呈现出

强烈的倡导性运动特点与抽离生活的“口号式”叙述，

对自己生活经历以及身体感受与表达的描述也丰富

了我们对于变性的了解。只是从一个历史走向上来

说，当变性或类似叙事越来越被道德与政治( 不管是

强权控制型的，还是道德进步主义的) 所绑架时，这些

故事讲述只会越来越远离复杂而丰富的生活经验与

身体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文姐的叙述尚未塑

造新的“叙述套路”，这一类更具主体性的叙述在当下

也正在与“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竞逐“真相”，但

是如果不加以警惕、不保持对于生活经验的开放性以

及对于群体内部差异与多样性的关注，依然只会走向

另一类封闭而固化的“套路”，而为了人群利益的倡导

初衷最终也只会导向新的偏见，生产新的边缘。

三、“套路”中的性别界限与道德秩序

分隔、净化、划分界限和惩罚逾越行为等理念，

它们主要的功能是在本质为混乱的经验之上强加一

套体系。只有通过夸张内与外、上与下、男性与女

性、一致与违抗的差异，才能建立堪称秩序的表象。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

文姐对于“归因逻辑”“悲惨叙事”的警惕与批

判直接指向研究者( 以及媒体工作者) 的提问预设，

而这套预设背后有着强烈的对( 某一类) 秩序( 不管

是时间秩序还是道德秩序) 的渴求，同时烙刻着叙述

者自己都经常不自知的社会偏见与道德判断⑦。不

把这些预设带至台前加以检视，“套路”便无法被意识

到，更别谈破解之道，其结果便是自以为价值中立地

在讲述“事实”与“真相”，轻则制造一些无用的“成

果”，重则以“客观研究”的名义加固偏见与歧视。

如文姐在访谈中也有所提及的，媒体之所以习

惯于要给“变性”找一个根源以及展现其“悲惨”的

一面，与“正常－异常”的性别界限与社会判定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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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本文不展开分析的另一类预设是更为自觉的理论预设。比如在文姐这个研究中，陈信波在资料收集之前曾经略带固执

地希望以戈夫曼的戏剧论来分析文姐在性别转换前后如何认识、学习、表演新的性别角色，但在访谈中文姐认为自己从

来没想过要学习女性的社会角色，文姐的回答依然有待参与观察类的材料加以佐证与多维分析，但是至少她的直观回

答对这类理论预设提出了怀疑。还需要提及的是“预设”与“立场”之间的不同。我们不可能没有研究立场、情感卷入

与学术偏好，但是这与“套路”相关的预设、与影响开放性的预设是不同的。两者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性，主要区别在于对

待经验世界的态度以及对待研究开放性的态度。立场是一个研究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而研究者的情感卷入无论从现实

还是伦理角度都是重要的，但是都不应该成为绑架材料、导向封闭性理解与解释的限制力量。我并不信奉简化的经验

主义，更不沿循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但同样批判无视经验的价值卷入与道德判断类的知识生产。



关的。就如我们经常习惯于提问“为什么有人会变

性”“怎么会变成同性恋”“为什么做小姐”这类问

题，而不会倾向于提问“为什么性别只有男女”“怎

么会变成异性恋”“为什么当老师”，其背后是一个

“男女二分”的异性恋社会的一套性 /别规范以及这

套规范之下对于“变性”“同性恋”“小姐”的另眼相

看。依然以“变性”为例，它挑战的正是性别是否可

变、谁可以定义一个人的性别、男女之外是否有其他

的性别可能等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动摇

的正是构成社会与道德秩序重要环节的性别秩序，

也是这样的动摇与变数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恐慌与不

安。如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对于换装以及

想变成男性来爱男性的女性所提出的性别认同问题

对简化的性别二元思维带来的“性别麻烦”［16］。

人们以为很熟悉的“性别”，其复杂性、暧昧性与

可变性远远超出了二元的思维框架( 比如中国民间社

会中常见的易装表演、阴阳人、戏曲中的乾旦坤生、明
清小说及各类文学记载的性别气质) ，甚至超出了现

代语言的范畴［13］(PP138－155)。我们习以为常的提问背后

往往是一套潜在而固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多彩缤纷

的生活世界进行( 清晰而固定的) 类别划分与归类的

偏执，相应的是对无法归类的社会经验的恐慌与无视

( 甚至抹杀) 。我经常在方法课以及性社会学课上同时

提及如下两个例子，用以检视我们的思维方式与道德

预设，以及我们所秉持的过于想当然化的“秩序观”。
第一个例子常见于问卷设计。在作为社会学调

查“五朵金花”之一的性别题设计之中，备选答案往

往是两个: 男，女。我们在 2010 年的全国随机抽样

调查问卷设计中增加一个选项: 跨性别及其他，在我

们的“结果发现”之中就多出了一批并不是男或女可

以涵盖的性别人群，尽管比例很低，在统计学意义上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其社会学意义是显著的。那

么，是世界变了，还是我们之前的认知有问题? 研究

者的预设对于结果的影响，在以实证客观著称的定量

调查之中也是如此之显见却又如此被视而不见。
另一个例子涉及“同性恋”的常见提问( 生活中

以及研究中) 。以下每个提问背后都隐含着某种理

论范式———正是这些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思考方式

的理念与视角指引着我们做出此类提问( 以及随后

的解释) ，这些范式在历史发展之中不断变化着却又

经常有所交叉地并存于当下的社会。
同性恋是罪恶吗? ———道德宗教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疾病吗? ———医学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变态吗? ———精神分析 /心理学范式

的提问;

同性恋是高危人群吗? ———艾滋病时代公共卫

生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天生的吗? ———“我们”的本质论提问;

为什么这么提问? 这些认识与知识如何形成?

“同性恋”这个类别又是如何被建构的? 各地一样

吗? ———社会建构论的提问。

以上问题同样可以替换成“变性人”( 及其他人

群) 。而当我把这里的“同性恋”改为“异性恋”的时

候，课堂上的学生常常会发笑，因为在一个异性恋为

主导的社会之中，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异性恋是正常

的，是不需要被提问的。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的同性

恋呢”这类问题带入，挑战的将是现代西方社会主导

的性别思维……而这种种提问背后难道不是成见、
偏见与歧视吗? 这些曾经在历史上或者某些社会文

化中不构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被问题化，并不是

因为其“本身”存在多大的危害，而是威胁着一定历

史文化之中一部分人制定出来并在更广的人群中逐

步被习以为常的秩序观。对于社会学者来说( 尤其

是冲突论范式兴起之后) ，这样的认识并不新鲜。从

标签理论开始，社会学家们就对( 掌权者、话语持有

者所设定的) 秩序与规范保持着质疑与批判，对其形

成过程以及卷入其中的权力关系保持着警惕。在我

看来，这恰恰也是社会学的魅力与职责所在。秩序

与规范并非不重要，但需要讨论哪类秩序与何种规

范，积极的批判导向的正是更好的秩序与生活世界。
因此，对于“叙述套路”的挑战首先得从审视同

样深受既定社会规范与道德秩序影响的研究者的提

问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开始———套路的形成很多时

候不( 仅仅) 是来自被访者，而更主要的是来自访谈

者。不论是被访者还是访谈者，对其预设的提问以

及通常被社会学与人类学正面论述的某类“常识”
的提问( 在研究的语境下尤其指向对研究者“常识”
的提问) 质疑的就是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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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例子里，显在地表现为本质的性别规范与清晰

的身体界限及其所代表的类别化的道德秩序。其问

题就在于这些规定( 部分也体现在更具有强制力的

法律层面) 对于复杂生活与多元性别经验的无视甚

至抹杀，并在远离生活而构建的这套秩序之上实践

着“性别治理”，制造着“唯一真相”以及对于被( 问

题化地) 标定为“越轨者”的病态化与异常化，或者

用一个更为严重的福柯式词汇———“社会净化”。
四、“套路”的破解与多重叙述的可能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思考“套路”的破解之道?

阿伯特提醒我们各类方法的预设与局限以及保持时

空开放的意义，文姐提醒我们质疑与挑战提问及其

背后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我在分析中也曾提及“套

路”之所以构成问题，在于其对复杂生活经验的切割

与简化以及所带来的偏见与歧视，也因此，重视生活

经验的复杂与暧昧是挑战“套路”的关键。在本文

的最后部分，我将综合之前的论述，对于套路之外的

多重叙述的可能性以及努力方向做出集中论述。
普拉莫在《讲述性故事》以及后续的写作之中，提

出了他对于好的故事讲述的设想———促进更好的社

会变革、带来更为包容与多元的社会并具有更强的世

界性特点( 而非欧美中心) ［2］［17］。我在近期的论述中，

也有兴趣探讨“何为更好的故事生产”类社会想象式

问题，不妨再次重申并在此基础上略作扩展［1］。
就我的兴趣与关注点而言，我所想象的更好的

故事讲述，首先是能少受各类媒体、政治、商业以及

包括学者与运动者在内的各方力量的( 绝对地、有意

图地、肤浅地) 左右与牵制。或者更确切地说，能更

好地看清这诸多角色在故事塑造中的共谋，更深刻

地剖析嵌入在日常生活中且不断被实践与再生产的

那些规范与权力，从而把握生活事件的复杂性。
如果说社会学研究追求真实，也是试图追求这

种贴近我们想要研究的人与事的生活 ( 无) 逻辑与

活法的真实，以及更有洞见地体察我们生活于其中

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我所谓的更好的故事讲述，也

应具有让各类边缘主体可以在场发声而不用过度担

心被歧视、被压制甚至被压迫的社会条件。这类故

事生产，具有跨越身体边界与社会规范的勇气，具有

审视与挑战性等级的力量。这类故事的生产，也一

定是多声道的，一定是为生活的复杂与暧昧、智慧与

策略、边缘以及边缘的边缘留有余地的。
如果加上“中国本土情境与语境中的经验论述”

这样的问题意识，那么，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而可能

带来的“叙述套路”也提醒我们在更为世界性的视域

之下警惕多重政治对于各类生活经验的绑架，并积极

扎根于本地历史与民间文化( 本地与民间都需要以联

系的而非本质的视角去看，是不同程度地糅合多重性

质的“本土”) ，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实践之中去寻求套路之外的多重叙事可能［18］。
只有在保持叙述的多重可能与多声道的情况下，

“叙述套路”的问题才有可能得以破解。回应开篇提出

的“叙述套路”的初步界定，这里的破解确切地说并不

是( 也不可能是) 阻止某类表达形式或情感结构的出

现，而是阻止这类叙述结构的固化、本质化与主导权，防

止其在发展过程中远离生活与现实的复杂以及随之而

来的负面( 如强化偏见、带来歧视) 的社会效果。具体而

言，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是破解“叙述套路”的可能路径。
第一，破解“套路”首先需要发展积极的批判思

维。这里的批判思维应超越社会学经典范式之中对

“社会冲突”“阶级 /阶层”的认识，吸收带有反思性

与具身性思考的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相关内容，

把包括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众多社会角色在内的

“故事生产者”纳入批判性思考与分析的范畴，尤其

是对唯智主义偏见以及同样具有俗人面向的研究者

经常不自知的“常识”保持警惕⑧。这种强调了反身

性思考的批判思维需要对于叙述所隐含的社会规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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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有关反思性或者反身性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讨论文献已经非常多，比如《写文化》以来对于民族志的反身思考，布迪厄的《实

践与反思》以及超越主客观的方法论，这里不一一列出。感谢评审老师提醒我对于“唯智主义”与俗人“常识”之间的关系

做更为理论化的论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反身社会学 /人类学思路已经蕴含在本文的思考与行文之中，也是支持本

文基于经验写作的重要理论来源，并不一定要显性地上升到理论化讨论才具有学术价值。不过，有关“常识”与“知识”的讨

论，尤其是不同群体/角色的常识之间的共性、冲突与联系的讨论，以及后文提到的从历史建构的视角看“常识”的形塑过程与

变化等，确实都需要更为细致与深入的论述，本文只是指出了某些挑战“套路”的方向，且留作单独的议题另文论述。



道德秩序以及( 多重) 政治性时刻保持着警惕，对于不

同社会、不同人群、不同角色的“常识”之间的共性与冲

突要有所了解，在尊重经验现实与生活逻辑的基础上

对充满尘埃的资料要能够做出复杂分析与多种可能性

的探讨。这种批判思维不仅需要我们看到显在的权力

关系，也提醒我们形塑惯习与规范的力量———“日常生

活”既能带来抵抗现有叙述套路与话语体系的生成性

力量，也具有限制与保守的一面［7］，具体要看我们秉持

怎样的态度，具备何种程度的社会洞察能力。而之所

以在批判思维前面冠以“积极”，是因为这种批判是建

设性的，是为了( 也能够) 导向更好的叙述与生活的。
第二，破解“套路”需要历史建构论的视角，并在

跨文化、多重社会中探寻叙述的“开放性”与多种可

能，也因此，带着建构主义色彩的历史学( 尤其是蕴含

着多种可能性的谱系学) 、带着开放性与反身性思考的

人类学与强调社会情境、结构、秩序、规范、多重社会角

色、互动关系( 包括权力关系) 的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

视野非常重要。这种视野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边界，保

持动态与开放的思考，深化看待人、生活与社会的洞察

力。也唯有此，把握现实的“复杂性”才有其可能。
第三，在积极批判的视角之下，在时间的积淀之

上，在对变化着的社会情境与语境的持续把握之中，

破解“套路”还需要在更为具体的方法之“术”层面

增进材料的厚度与广度及对材料、人物、事件、生活、
社会的综合理解。许多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做出重

要论述并积极实践。比如，对于跳出仅仅依赖于言

说的“访谈”的多种方法的强调( 尤其是结合文献与

强调观察、聊天、旁听、体验等多种方式并用的长时

间参与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点田野之间的比

较与补充) ，对于另类与边缘的重视［19］［20］［21］，对于权

力范式之外“记忆的微观”的捕捉［22］，对于“言说”的

局限以及“不可说”“遗忘”等议题的关注［23］［24］，都是

值得为之努力的方法尝试。
我也曾基于性 /别类经验研究，在《作为方法的

故事社会学》一文中针对“不可说”与“我要讲”这两

类在访谈中常见的叙述挑战与陷阱，提出过在反思

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惯性、积累社会阅历与洞察力的

同时，在具体方法学层面可以更好地识破“叙述套

路”、复杂地分析访谈资料上所附着的各类“尘埃”

的实践尝试，“另类个案与另类故事讲述的找寻，直

接间接的故事听多了，多维材料的积累与时间经验

的沉淀，都可以帮助我去窥探与想象( 常见) 表达之

外的东西，去检视蕴含于故事套路与‘常态’的规范

与权力，去捕捉在记忆的微光中闪现的那些生活真

实”［1］。而一个访谈之中、访谈文本与其他类型的资

料之间、多个访谈之间所彰显出来的矛盾、冲突、张

力、差异等往往正是识别“套路”的突破口，而访谈

者非常规或者说不落俗套的“询问”与“追问”以及

对于资料收集过程中各类细节的敏感性也能帮助我

们进一步跳出“套路”而走向更为丰富的叙述可能。

在更为充分地认识与理解“叙述套路”( 包括界

定、表现、问题及破解的方向) 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国

情境与语境下套路的不同表现形式、历史变化分析、

破解套路的具体拓展方法的讨论与实践依然有待丰

富，与已有知识生产相关的方法论述的对话也有待

深化。而这无疑需要更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 以及

其他叙述主体) 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且可以跳出性 /

别研究对多个领域的“叙述套路”展开更为普遍的

讨论，在扎实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开篇提出的

概念进行补充、完善并在实践层面展开更为积极的

挑战与建设⑨。就我所熟悉的性 /别领域而言，在迈

向“更好的叙述”的学术道路上，另类个案的选择与

个案另类叙述的找寻、“不可说”与各种形式的禁言

的社会学意义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具体议题。就妇

女 /性别研究而言，以扎实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对于

不同阶层、年龄、生活境遇中的女性的多样生活，尤

其是尚未落入知识话语体系、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

的那些女性的声音的把握，以及研究者对于自身性

别、阶层位置、知识脉络与情感立场的自觉与反身思

考，都有助于破解“叙述套路”而迈向多声道且更为

本土与接地气的故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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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有关性 /别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探讨以及与其他有关方法文献的对话，可见我之前的方法论文章，更为集中的讨论

出现在黄盈盈《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 《开放时代》2018 年第 5 期) 一文的最后一部分。限于篇幅，本文暂且不做扩

展讨论与对话。



无论我们在“更好的叙述”方向上能够走多远，

在充斥着各类故事讲述( 不管是以研究的名义，还是

非虚拟写作的称谓) 的当下，围绕着“叙述套路”的

以上三个层次的方法自觉不仅是包括性别研究在内

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 这里指整个研究体系，不仅是

研究者，还包括资助者、评审与发表系统; 不少研究

者未必没有自觉，但是受限于整体学术体系的“套

路”而可能逐步丧失这种自觉) ，也是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应对随着信息爆炸而加剧的社会焦虑所需要

的，更是任何领域的“独立思考”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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