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挑战了教育、就
业和生育权利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在全球
范围内组织运动并形成了跨国关系纽带
（Basu 2000; Ferree and Subramaniam 2001;
Keck and Sikkink 1998;
Moghadam 2005；等等）。在
过去几十年里，这使得全
球妇女的社会、政治和经
济地位有所提高。然而，由
于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对
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施加
压力，要求它们解决性别
不平等问题，因此，也出现
了以男性权利运动形式发
生的后退。

男性权利团体的运动
主题广泛，包括家庭暴力
法、割礼、儿童监护权和嫁妆（Chowdhury
2014; Dragiewicz 2008; Flood 2010; Maddison
1999; Messner 2000）。1 学者们将全球各地
各种不同形式的男性权利运动解读为一种
精心组织的活动方式，意在质疑和抵制女
性获益（Basu 2016; Dragiewicz 2011; Maddi-
son 1999; Mann 2008）。虽然男性权利组织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在
过去 20年里，其势头和知名度不断增强，
引发了人们对这些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性别
政治（gender politics）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参见 Kimmel and Kaufman 1995; Messner

1998）。然而，这些研究是在特定国家背景
下进行的，比如美国或印度。这样的重点关
注固然重要，但也必须考虑到男性权利团
体之间的跨国联系。

此外，尽管研究的重点
是边缘化人群如何构建自
己的权利主张，但相对来
说，很少有研究考察男性
权利组织等占主导地位的
群体是如何利用权利框架
（rights frames）在国家背景
下和在跨国范围内推进自
身利益的。我们如何理解
男性权利组织等反对运动
的政治呢？这些团体在国
内和跨国范围内所使用的
框架是什么？

框架是一种“解释图式，它通过在一个
人当前或过去的环境中有选择地插入客
体、情景、事件、经历和行为序列并对其加
以编码，从而对外部世界进行简化和浓缩”
（Snow and Benford 1992, p.137）。框架是一
种“故事情节”，而框架的构建则是创造故
事情节的主动积极的过程（Gamson and
Wolfsfield 1993, p.117）。框架可以为各种不
同的行为体所使用，包括运动组织、跨国组
织和国家，而且框架的使用可能在地方、国
家和全球层面上有着相似或不同之处。各
种组织会根据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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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从战略上对框架作出选择（Snow and
Benford 1988）。文化背景指的是依附于婚
姻和家庭的性别规范、价值观和意义等惯
习（practices）。因此，文化背景在男性权利
团体的战略框架选取当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首先，文化背景通过被男性视为侵蚀其
权力的机制（如反暴力法的强制实行）发挥
作用；其次，文化背景通过具体的惯习发挥
作用，这些惯习在国内和跨国层面上形成
了不同的性别规范。

因此，文化背景的差异影响着运动组
织在国内和跨国层面所采用的框架的内
容。苏布莱曼尼亚姆等人（Subramaniam et
al. 2009）认为，框架在当地背景下具有狭
隘性和文化特殊性，在跨国背景下则具有
“寻求更广泛选民支持和理解”（p.8）的广
泛性。也就是说，更广泛的“全球框架”可能
会以更大的人群为目标，进而忽略地方文
化具体情况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地方、国家和跨国男性权
利团体使用的框架，把重点放在对性别关
系至关重要的权力和特权上，研究了居主
导地位的群体为争取权利而对框架所作出
的战略性选择，而不是像传统习惯那样强
调从属群体所用的框架。此外，我们还采用
比较的视角，考察了男性权利组织在地方、
国家和跨国背景下所使用的框架的内容。

我们采用定性方法分析了从三个男性
权利组织的网页上收集的数据资料，它们
分别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性组织，
另一个总部位于印度的全国性组织，还有
一个总部位于印度浦那的地方性组织。这
三个权利组织使用了两个关键框架，即抽
象平等主义的框架和男性是受害者的叙事
框架，这些框架可以使男性得以组织起来
并维持他们的特权。虽然三个组织所采用
的框架都强调平等，让其可以将不同国家
的男性包容进来，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却

存在着差异：有的关注具体法律（包括法律
实施），有的则采用一种更普遍的“厌男文
化”（culture of misandry）途径。

本文借鉴了两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流派
（性别和男子气概；社会运动）来考察男性
权利组织为诉求权利所采用的框架，以及
这些框架在不同语境下的侧重点。我们的
分析展示了“男子气概的地域分布”是如何
塑造美国和印度的男性权利主张的（Con-
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p.849）。通过分
析有意挑选的男性权利组织所采用的框
架，我们证明地方性别政治是如何塑造这
些男性权利组织的官方话语的。在此过程
中，我们解释了各种组织挑选框架的环境，
并强调了同一背景下和不同背景下的特定
方面。

权力、特权和男性权利

性别关系植根于权力和特权，因为性
别是一种社会分类系统，塑造和限制个人
的经验和日常生活（Lorber 1994; Risman
2004; Scott 1986）。性别与种族、阶级和种姓
等其他形式的差异和不平等是相互交叉
的。了解男性在性别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对
于了解男性权利组织及其权利主张框架的
建构至关重要。本节将评述有关男子气概
和男性权利的文献，包括美国和印度之间
的差异。

男性在性别等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他们如何加强权力和特权，是男子
气概研究（studies of masculinity） 的核心
（Bird 1996; Connell 1987, 1993; Schrock and
Schwalbe 2009）。研究男子气概的学者认
为，在更大的性别秩序中，存在着按等级排
列的、多种不同形式的男子气概（Connell
1993）。其中，男子气概中的霸权形式是最
受文化重视的，并且设定了一个很少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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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达到的标准。然而，所有的男人都可以
从霸权的男子气概中获得力量，因为它支
持“男人对女人的全面统治”（Connell 1987,
p.183）。大多数男性串通一气，从“父权红
利”中获益，并支持这种性别秩序（Connell
[1993] 2005, p.79）。无论男性在这种男子
气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因
女性权利获得进展而感受到威胁，因为男
子气概的定义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权力。

与此同时，男性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
拥有不同的权力。正如康奈尔和梅塞施密
特（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所指出
的，权力和特权在不同的环境中是不同的。
他们写道，全球政治影响着全球和地区层
面的性别秩序。例如，殖民主义的历史塑造
了印度的男子气概，使其蒙上了一层去势
（emasculation）的阴影（Srivastava 2014）。相
比之下，美国公民则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伸
张权力和特权，因为美国被视为全球超级大
国。而且，种姓、阶级和（或）性征（sexuality）
的相互交叉，塑造着男性的经历，因此也影
响着他们对权利组织争权活动的反应。

美国和印度男性运动的另一个不同
点，是在男性权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
方面都有各自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意
义。例如，美国男性权利运动的历史可以追
溯至为回应女性解放运动而产生的男性解
放运动（Kimmel 2012）。这些男人最初组织
起来，是为了重新考虑“男性的性角色”，后
来又分裂成关注家庭重组和关注家务领域
的种种流派，并重新获得了一种“传统的”
或“原始的”男子气概（Messner 1998）。相比
之下，印度的男性权利问题显著吸引眼球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为了对抗一
项具体的法律，即“印度刑法”第 498A 条：
“对婚姻家庭中的女性的性骚扰是一种不
可保释、不可和解的、可以认定的侵犯行
为，并赋予警察可以立即逮捕以便提起诉

讼的权力”（Chowdhury 2014, p.30）。这类法
律被解释为让男性成了受害者，并且被视
为导致印度家庭破裂的原因。这些差异可
能与美国“个人”色彩很浓重的权利观念有
关，而相比之下，印度人对权利的理解则更
为家庭化和社区化（Purkayastha and Subra-
maniam 2004）。

美国和印度的男性权利运动在组织结
构和影响力方面也有所不同。尽管印度的
男性权利组织也会利用互联网来教育、招
募和动员男性，但它们拥有实体办公室并
举行面对面的会议，成员通常是由中产阶
级、高等种姓城市居民组成（Basu 2016;
Chowdhury 2014; Kulkarni 2014）。印度的男
性权利运动带有一种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的
氛围，而美国的组织往往是松散的，未经过
法律认证的，主要采用网上形式（Hodapp
2017; Naishadham 2016）。这些运动之间的
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印度男性权利活动人
士有时会采用美国权利组织的意识形态，
而美国男性权利活动人士则称赞印度男性
权利运动“领先（他们）数光年”，是“全世界
的榜样”（Naishadham 2016, p.1）。这些关系
表明，这些权利运动尽管存在差异，但会从
彼此身上汲取灵感并具有跨国性的联系。

此外，男性往往根据框架中可能会明
显强调的共同之处形成地方、全国和跨国
性的组织。我们假定，男性权利团体寻求平
等的理由是认为妇女运动加剧了不平等、
未能确保性别平等。我们将此称之为抽象平
等主义框架，这个概念是从博尼拉 -席尔
瓦（Bonilla-Silva 2003）的“抽象自由主义”
（abstract liberalism）概念发展而来的。我们
把抽象平等主义定义为通过更多强调平等
（equality）而不是公平（equity）来诉求权利，
也就是说，坚持公正而不考虑现有的特权
和压迫制度。这一概念，使我们得以对男性
权利组织如何重新定义平等概念来确认和

抽象平等主义与男人是受害者：男性权利组织对框架的战略选择 91



三个男性权利组织概况表

男性权利组织名称 范围 网站或文件中提到的目标 背景

男人之声 跨国性 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与性别和 2009年由美国男性权利积极分子

男性权利相关的文化叙事 保罗·埃拉姆创建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 全国性（印度） 为因印度法律而受害的男性 2005年由拉杰什·瓦卡利亚根据其

提供帮助，改变与性别相关的 因嫁妆骚扰罪而受到 5天监禁的个

政策与法规 人经历而创建

男人权利协会 国家下一级 为男性提供法律和情感帮助，教 2011年创建

（印度浦那） 育社会认识男性权力的必要性

维护自己的特权这一点作出解释。抽象平
等主义被男性等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用来表
达对权利的需求。

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是男性在感知其
特权受到威胁时所作出的反应，我们认为，
这种特权不仅关乎男性权利的维护，而且
关乎处理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受到侵蚀的问
题，而这种权力和特权受侵蚀的情况被说
成了压迫。这个“被压迫”群体的目的是保
障权利。男性权利团体经常认为，女性权利
是以牺牲他们男性的利益为代价的，似乎
性别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男性权利组织
从战略上使用受害者框架，向国家表达其
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的要求。

上面讨论的两个关键概念，即抽象平
等主义和男人是受害者（men as victims）的
叙事，也是本文考察的三个男性权利组织
正在采用的两个主要框架。虽然性别规范
和价值观的地方性差异和理解在塑造国家
和地方组织的理念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跨国组织依赖于“全球文化”的概念，其强
调性别规范的方式并不直接引用某个具体
国家背景下特有的惯习。这种方法忽略了
地方性差异，着重强调这些组织感觉属于
全球男性共同为之斗争的要素。我们把这
些差异理解为这些组织作出的战略选择，
其目的是融合“全球性”、“全国性”和“地方
性”背景下的相似或不同之处。

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自美国和印度男性权利
运动中的三个案例。这三个嵌入式案例是
一项较大案例研究的子单元，因而可以对
现象进行更广泛的研究，涵盖多个来源，并
把握案例中的变异（Yin 1989）。本研究中的
嵌入式案例是根据相似的关注点、不同的
地理位置和组织规模而有意筛选出的三个
男性权利组织。这种有意筛选让我们能够
考察男性权利组织采用的框架，并辨别出
跨国性组织、全国和地方层面组织所利用
框架的内容（我们称之为“方面”）的相似和
不同之处。本文首先概述这三个选定的组
织，接下来描述数据、方法和分析策略。

组 织

本文研究的三个组织分别代表了跨国
性、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男性权利组织。男人
之声（A Voice for Men，简称 AVfM）是一个
总部位于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
的跨国性组织。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Save
Indian Family foundation，简称 SIFF）是印度
的一个全国性组织。男人权利协会（Men’s
Rights Association，简称 MRA）是位于印度
浦那的一个地方组织。选择印度为关注焦
点的原因，在于最近其男性权利活动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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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度和活力有所提高，部分原因是该国保护
妇女的法律或政策越来越多，如与嫁妆相关
暴力、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等相关的法律。有
关这三个组织的概述，参见上页表格。

男人之声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组
织，在网上运营，业务遍及全球。该组织由
自称“男性权利活动家”的保罗·埃拉姆
（Paul Elam）于 2009 年创建，在所有男性权
利网站中拥有最大的访问量（Rose 2014）。
该网站以链接到 11 个国家的附属机构为
特色，并提供将网页翻译成 9 种语言的选
项，从而吸引了非常广泛的全球用户。从网
站来看，其目标是“解决影响到男性和男
孩、女性乃至整个文化的各种问题”。为此，
他们举办了一次关于男性问题的国际会
议，并且在线上活动（avoiceformen.com）之
外每年举办一次年度务虚会。作为一个主
要是在网上活动的组织，会员可以很容易
从世界任何地方以订阅者、捐赠者或撰稿
人的身份加入。选择这个组织作为研究对
象，是因为其访问量较大，而且网站内容全
面、详实。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是一个总部位于
印度班加罗尔、针对印度政府婚姻政策而
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为那些自认为
因嫁妆、离婚和家庭暴力等相关法律的修
改而受害的印度男性提供支持。2它由拉杰
什·瓦卡利亚（Rajesh Varkharia）于 2005 年
创立。瓦卡利亚曾被控嫁妆骚扰罪入狱 5
天，他受到启发创建了该组织（Times of In-
dia 2015）。2010年，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声
称拥有超过 3万会员（Chowdhury 2014）。除
了网上活动，该组织还举办一些直接见面
的活动，比如 2010年 8 月的“无糖”独立日
和“被骚扰的丈夫”全国性集会，以及 2015
年 3月在班加罗尔举行的争取父亲权利绝
食抗议。该组织还为“嫁妆骚扰法的男性受
害者”开设了一条帮助热线（Times of India

2015）。这是印度最大、最知名的男性权利
组织之一。

男人权利协会是在浦那（印度西部孟
买附近的城市）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关
于男人权利协会的信息资料很少，可能是
因为其规模不大。该组织网站列出了一个
三人领导团队。他们定期在当地公园举行
面对面的集会，并在该地区提供一个帮助
热线，为男性提供法律和情感支持。此外，
他们还试图通过走访警察局，提高人们对
“滥用法律和避免（逮捕）无辜男子”的意
识，并发起写信运动，“抗议有偏见的婚姻
法修正案”，支持废除与嫁妆骚扰有关的法
律。该网站邀请非本地人士成为会员，但提
到居住在浦那本地的会员每周必须参加集
会。本文选取它来作为小型地方性组织的
例子。

如上所述，我们选择印度的组织，是由
于近年来印度男性权利组织的增长和受欢
迎程度。20世纪 90年代，男性权利团体在
印度发展壮大，并变得具有突出地位，这主
要是针对那些“妖魔化男性”和“拆散印度
家庭”的“亲女性”法律进行的报复（Chowd-
hury 2014, p.28）。这些法律，如《印度刑法》
中有关嫁妆骚扰的第 498A条，意在保护女
性，但被一些活动人士视为反男性，引起了
反对这些法律或反对滥用这些法律的男性
权利组织的兴起。男性对这些法律的愤怒
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研究表明，法院对这
些法律的解释往往偏袒男性或未能充分保
护女性 （Krishnan and Subramaniam 2015;
Subramiam and Krishnam 2016）。虽然有两个
组织位于印度，但第三个组织男人之声总
部位于美国，业务遍及全球。因此，这三个
组织有着不同的背景。

数 据

本文使用的文本数据分别来自三个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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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利组织的网站，共有 27 份文件，包括
使命陈述、常见问题和博客文章。我们分析
了“男人之声”网站上的 20篇博客文章（每
篇篇幅大约 1—2页）；“拯救印度家庭基金
会”网站上的 10篇文章（每篇约 1页）；“男
人权利协会”网站上的 7篇文章（每篇约半
页至 1页）。由于这些网站的目的是为潜在
成员和感兴趣的各方传递有关这些组织的
信息，因而它们为考察这些权利组织所使用
的框架提供了有用的数据。我们认识到仅利
用基于网络的文本数据对框架进行分析存
在局限性，但这些数据为理解男性权利组织
作出的战略选择提供了一个研究起点。

分析策略

我们把文本数据输入 NVivo 定性分析
软件，并利用经过改进的扎根理论（ground-
ed theory）（Charmaz 2006; Glaser and Strauss
1967）对其进行编码。从开放编码开始，第
一作者查询了数据的主要概念。在这一过
程中，产生了六个初始代码：以性别为依据
的法律是不平等的、女权主义是不平等的、
厌男文化、反男性法律、作为人权的男性权
利以及男子气概。这些代码被并入上面讨
论的关键概念中，并被纳入本文关注的两
个框架———抽象平等主义框架和男人是受
害者框架。

在操作层面上，抽象平等主义被定义
成两种陈述：女权主义和妇女权利会造成
不平等；男性权利才是通往真正平等、人道
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路径。这一框架作为例
子证明，一些男性和父权组织采用了后女
权主义（post-feminist） 思想的话语（参见
Jordan 2016），而不是采用一种带有明显敌
意的反女权主义或“强烈抵制”（backlash）
的叙事。我们把抽象平等主义框架概念化
为由两个主题构成，集中关注以下两个方
面：（1）法律是不平等的根源；（2）女权主义

本质上是性别歧视的。我们将男人是受害
者这个框架定义为将男性描述成法律所针
对的目标，描述成被压迫者或弱势群体。这
一框架涵盖了三大主题：法律制造受害者、
通过文化制造受害者和通过否定特权而制
造受害者。针对这两个框架提出的这些分
析主题，构成我们下一节讨论的基础。

男性权利组织使用的框架

我们以抽象平等主义和男人是受害者
这两个框架来分析这三个男性权利组织的
网页，并讨论它们所强调的方面（主题）。

抽象平等主义

这三个男性权利组织都使用抽象平等
主义框架。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改变平等权
利的含义，暗地里把自己的理念与平等和
普遍人权的概念揉合在一起，同时颠覆女
性权利的剧本。该框架的第一个方面关注
的是把法律视为不平等的根源，并分别通
过地方性组织男人权利协会和全国性组织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加以强调。第二个方
面把女权主义看作是本质上存在性别歧
视，谴责妇女运动加剧了不平等，或者说未
能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后者主要是由跨
国性组织男人之声加以强调。利用这一框
架，男性权利组织反对为女性提供保护，主
张对性别采取更加“平等”的态度。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
强调抽象平等主义的法律方面，断言法律
对妇女的特定性别待遇或保护在本质上是
不平等的。这两个组织都认为，印度的法律
应该是不分性别的，并列出了政府为妇女
提供不公平保护或优势的例子。例如，拯救
印度家庭基金会的网站表示：

（印度政府）拨款 20 多亿美元用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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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却没有拨出任何

款项用于防止针对男性的家庭暴力或减少
男性自杀。政府还资助了数千个（基层）妇
女组织，帮助妇女受害者。女性受害者可以
随时拨打警察局和非政府组织运营的女性

求助热线。然而，即使在今天，（印度政府）
仍公开拒绝为遭受家庭暴力的男性受害者
提供任何求助电话。

这段话的意思是，政府对妇女的保护
和支持是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必须加以修
正，以实现平等权利。针对这种不平等的感
知，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提出的解决办法
是，政府应为男性和女性花费平等的资源，
或者不将性别写入法律。这是对印度政府
通过制定专门针对边缘化群体的法律、政
策和规划来解决（性别和种姓）不平等问题
的倡议作出的回应。这些形式的“平权行
动”（affirmative action）或对妇女的保护，无
论其效果如何，都被一些男性视为本身就
不平等的工具。这些组织主张建立一种无
视性别的制度，它们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
存在，而正是性别不平等在先，才导致这些
保护。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
会都质疑它们所认为的以下政府假设：女
性总是受害者，男性总是作恶者。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
主要针对基于性别的法律，而跨国性组织
男人之声则将自身定位为：为那些对平等
主义感兴趣的男性和女性提供的、替代女
权主义的选择。在此过程中，男人之声认为
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并将男性权
利定位为在女权主义失败的地方进行弥
补。因此，他们强调女权主义的抽象平等主
义是不平等的。他们认为，这种不平等源于
为女性提供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对男性的
问题（比如针对男性的家庭暴力或男性自
杀）视而不见。同时，男人之声认定女权主

义存在“走得太远”的问题。因此，他们赞美
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就，同时谴责晚近
时代妇女的组织化破坏了真正平等的目
标。例如，男人之声支持美国通过“平等权
利修正案”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立法，而这一
直是女性权利组织的目标。此外，他们还声
称自己正在试图实现“女权主义曾作出承
诺但却不幸未能实现的事情”，即实现一个
“不是依据生殖器而是依据成绩赢得尊重”
的世界。他们说，女权主义只是加深了男女
之间的不平等，而他们才是真正促进性别
平等。这个框架主要是用来反对这样的观
念：男人的权利本质上是反女人的。这在他
们的使命陈述中得到了说明，该使命陈述
解释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
女性在生活中要扮演的角色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由传统塑造、由生物学决定或由法

律铸就的命运。我们认为就应该这样。然
而，在同样的标准进入到普通男人的生活
当中之前，这场自由和身份的革命并没有
完成。男人生活中缺乏这种相辅相成的变

化，造成了一种不平衡，侵蚀了两性的自主
权。除非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否则这种不平
衡将会恶化。

在这一陈述中，解决男子权利问题是
针对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而提出的解决办
法，是曾导致妇女从性别规范中解放出来
的同一种思想的逻辑延伸。这种后女权主
义的观点承认，妇女运动的成果意味着妇
女不再面对歧视。

尽管男人之声的使命陈述明显赞扬
了女性角色的变化，但同一份陈述也包含
着对女权主义和“女权中心主义”的批判，
认为它们支持性别不平等。这份使命陈
述说：

抽象平等主义与男人是受害者：男性权利组织对框架的战略选择 95



两性之间自由与平等的崇高理想已经

被破坏。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意识中的一
种恶性肿瘤。过去是两性之间的合作，现在
变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寄生主义，寄生在
男性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层面。促进女

性权利的努力已成为损害男性权利的有害
尝试。现在是有平等头脑的男男女女们为
争取两性自由甚至全人类自由而进行最后

努力一搏的时候了。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
也有类似的陈述，指出妇女权利要么直接
为权利平等负责，要么会成为通往平等权
利道路上的不幸障碍。在回答“难道女性不
是被骚扰的性别吗”这个问题时，男人权利
协会解释说：“事实是，男性遭受了很多痛
苦，而且（每当）有人强调男人的痛苦时，这
个话题就会因有人重新提起妇女的问题而
被淡化和分散注意力……社会试图用这些
问题来淡化（男人的）痛苦。”同样，拯救印
度家庭基金会表示，他们的使命是“揭露并
唤起人们对印度以赋予女性权力的名义大
规模侵犯公民自由和人权行为的意识”，把
女性权利与性别不平等直接联系起来，并
使其权利组织与普世人权的价值保持一
致。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之声都将
自身展示为人道主义组织，并把这种“人道
主义”取向与“有偏见的”或其他“以女性为
中心的”妇女运动明确对立起来。

通过呼吁平等主义和人权，拯救印度
家庭基金会和男人之声将自己的使命合法
化，让自身看起来既理性又道德。然而，他
们对平等主义的使用是抽象的，因为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平等主义被用来批判女权
主义，并且将不平等合理化。这种抽象平等
主义框架被用来论证妇女不应受到特别保
护，同时忽视了针对妇女的普遍暴力和导
致需要有这些保护的不平等。这三个组织

所强调的是这个框架的不同方面。两个地
方和全国性的组织强调法律下的不平等感
知，跨国性组织则强调对女权主义和女性权
利的不平等感知。不过，这三个组织都以某
种方式讨论了抽象平等主义的两个方面。

每个组织强调的主题差异都可以用背
景的差异来解释。在全国和地方层面，拯救
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针对国家
提出与上述印度刑法第 498A 条等法律相
关的主张。而男人之声的跨国范围可能迫
使他们保持一种宽泛的理念，这种理念因
强调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运动造成的反弹
而得以传达。因此，与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
和男人权利协会不同的是，男人之声不会
针对某个国家国内处理暴力或其他与妇女
权利有关的、被视为不利于男性的具体法
律。毋宁说，它将与妇女权利相关的具体法
律细节加以捆绑，以创造具有全球关联性
的意义。

男人是受害者

这三个组织都声称，社会、媒体和法律
都是反男性的。他们认为这种情绪根深蒂
固，而且已经制度化。此外，他们还讨论了
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贬低、被视为
可有可无、被虐待。为了支持这些论点，一
些权利组织还重点针对那些允许对性侵
犯、嫁妆骚扰和家庭暴力的肇事者进行便
捷起诉的法规。这些组织指出，法律可能被
滥用，而且专门针对男性。此外，这些组织
认为，并非所有男性都拥有特权和权力。虽
然这个论点提到了权力和特权的实际变
化，以及对男权等级制度的承认，但它否认
了从男权红利（Patriarchal dividend）中获得
的任何权力（Connell 2005）。这一框架被用
来争取合法性和某种道德制高点。

我们确定了这一框架中使用的三个主
要方面：通过法律变成受害者、通过文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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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受害者和否认存在特权。拯救印度家庭
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强调法律之下有人
变成受害者并否认男人存在特权，而男人
之声则强调通过文化变成受害者。这里的
文化指与性别相关的规范、惯习和话语，不
一定编入法律法典，而是社会上普遍接受
且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些差异，可以归因于
有人需要将地方文化差异纳入全国和地方
支持者的理念当中，而有人则需要为全球
各地的支持者提供“全球文化”的思想。对
于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来
说，“男性是受害者”源自印度男性因法律、
法律实施和文化趋势而成为受害者的具体
方式。另一方面，男人之声则富有策略性地
选择强调一种厌男现象的“全球文化”。这
一“全球文化”概念掩盖了不同国家在文化
和法律方面的差异，从而对全世界男人们
的处境和经历提出了宽泛的诉求。

这三个组织都认为，针对强奸和家庭
暴力的法律对男性不公平，拯救印度家庭
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还批评了这些法律
的解释和执行方式。男人之声将这些法律
描述为“残忍”，认为它们“把无辜的人强行
带入囹圄，使他们成为监狱产业集团的财
产，在过去 50 年中，这些集团已经变得非
常引人注目”。这些男权组织声称，许多无
辜男子在这些法律下被起诉，强奸和家庭
暴力的假案错案比比皆是。拯救印度家庭
基金会悲叹道：“（印度）社会如此反男性，
对待男性比对待动物还差……（它）主张对
被诬告犯有家庭暴力或被诬告强奸的男子
进行身体阉割和私刑。”虽然这些法律只是
男人之声讨论的男性面临的众多问题（包
括割礼、监护权法律和赡养费制度）之一，
但它们对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
协会来说是核心问题。拯救印度家庭基金
会就是在其创始人因嫁妆骚扰罪入狱后成
立的。该组织将其首要使命描述为：“为（面

临）刑法第 498A条家庭暴力和虚假嫁妆骚
扰案件的男性及其家庭提供指导和支持。”
男人权利协会还致力于为因“反男性法律
和态度”而“陷入困境”的男性提供法律咨
询和支持。

因此，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
利协会都将工作方向指向努力要求改变法
律的内容和执行方式。男人权利协会定期
与当地警方会面，为男性辩护，告知警方在
家庭暴力和嫁妆骚扰案件中男性受到不公
平对待的行为及自己的看法。他们还发起
了写信请愿活动，要求政府修改法律，比
如，他们认为刑法第 498A条等法律于己不
利，让他们成了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试图保护妇女不受文化习俗影响的法
律，大部分都与婚姻和家庭习俗有关。虽然
对这些法律已经作过修订，但围绕意义和
价值观的变化却没有跟上步伐。因此，男性
可能会觉得这些做法仍然受到文化的认
可，并呼吁保持这些做法的权利，以符合有
关男子汉气概的规范。

谈到与性别以及法律相关的意义和价
值观的变化时，男人之声把这种制度化的
厌男现象看作是更广的“厌男时代”的进一
步延伸，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个“女权
主义治理”的时代，意味着所通过的那些法
律会：

让普通男人被人们默认为罪犯，甚至
在飞机上不适合坐在儿童旁边；把他变成

身边需要某种管理的赫然出现的潜在威
胁；把他当作潜在的强奸犯和施虐者。这一
切都归因于对女性的保护和优待……而把

正当程序和无罪推定抛到脑后，让社会不
欢迎甚至反对它。

他们声称，通过这种不公平的法律体
系，对男性的怀疑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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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人们对此都无法提出质疑。尽管男
人之声提到现行法律会让男性变为受害
者，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是这样的
法律，并以此为针对对象以寻求改变。与男
人之声不同的是，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
男人权利协会依靠文化因素来论证男性已
经成为受害者，比如，对婚姻和家庭理解的
变化破坏了父权制。不过，拯救印度家庭基
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所认定的这些文化转
变主要是基于与家庭暴力、嫁妆和离婚相
关的法律的变化。重要的是，男人之声特别
提到其目标是改变文化而不是改变法律。
他们表示，那些声称他们在“到处游说政府
以求其获得合法性和法律承认”的人是在
传播虚假信息。他们的使命陈述写道：

男人之声的使命几乎完全集中在改变
文化对话之上。我们从未因法律而游说政
客，我们也不寻求“针对男性的暴力的法

案”，甚至不寻求修改离婚或监护权法。我
们赞赏、报道和支持那些作出这种努力的
人，但这与进行这些努力本身不是一回事。
但是，即使我们不是这些行动中的积极分

子，我们仍确信，改变文化叙事或者说迫使
人们进行新的对话，会以积极的方式为法
律的改变打开大门。

这与男人权利协会和拯救印度家庭基
金会的明确目标截然不同。后两者的目标
是游说政府，试图改变针对女性的暴力的
法律，并把这些法律视为让他们成为受害
者的原因。

男人之声则在强调存在通过文化让人
成为受害者现象的同时，声称厌男现象“存
在于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30 年来，男
性作为被无端指责、抨击以及刻板印象中
的负面性别角色，一直饱受伤害”。男人之
声在网站上罗列了他们的价值观，并将男

性的脸谱化、厌男现象与种族仇恨进行了
比较，写道：

男人之声认为，性别意识形态吹鼓手
和所有其他厌男主张代理人都是一种社会

恶性肿瘤。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出于好意或
心怀诚意地谋求实现既定目标的代理人，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对待三 K 党成员、光头

仔、新纳粹分子或其他仇敌更礼貌或体贴
一些。

然而，他们没有给出男性因文化成为
受害者的具体例子，也没有指出他们所指
的“我们的文化”指的是哪一种文化。不如
说，他们似乎关注的是全球文化，掩盖世界
各地性别政治的差异。

相比之下，男人权利协会特别指出，
印度媒体对男性进行了负面的描述，并形
成了一种不利于男性的有毒文化。该协会
表示：

在今天这个时代，为全人类（的问题）
谴责男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些）印度

媒体不断把所有男人描绘成犯罪的作恶
者，把女人描绘成永远的受害者。这种（带
有）偏见的宣传将产生严重影响，而且某些

（这样的）后果已经显现。

这种说法源自于印度性别不平等的基
础，因为印度越来越把女性视为需要保护
的受害者。结果，男性要么被塑造成犯罪
者，要么被塑造成高尚的保护者。这种模式
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在父权制框架下运
作的，这种框架假定妇女必须受到男子的
保护或不受男子的保护。然而，拯救印度家
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都没有挑战这个
框架本身，而是提出了男性是受害者的想
法作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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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
都断定男性是受害者，这一点对认为“男性
是印度特权群体”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拯救
印度家庭基金会认为：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
会。事实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男性领
袖”主导的社会，1%（的）男性主导其余（的）

99%（的）男性和 100%（的）女性。这些男性
领袖享有使用女性对付男性的既得利益，多
数情况下是为了换取好处，包括性方面的好
处，或者仅仅是换取女性的关注。男人作为

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有些
男人当上总统或首席执行官，并不会给苦

力、日常劳工或贱民 3带来什么改变。这些
贫穷而又无能为力的人，不会因为其性别
中某个人非常富有或强大而得到任何好
处。另一方面，那些贫穷和无权的男人，却
因某个有钱有势的男性领袖而面临着正面

歧视的风险。

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援引阶级和（或）
种姓作为男性被边缘化的依据。男人权利
协会的使命陈述与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的
陈述几乎字字吻合，断言“仅仅因为少数
（1%）男性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
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样的陈述提出了阶
级和种姓歧视的问题，与巴苏（Basu 2016）
的论断一致。巴苏认为，印度的男性权利组
织与厌女现象（misogyny）一样，也是与经济
和社会问题有关。然而，尽管有这样的陈
述，这些团体并没有组织起来解决基于阶
级和种姓的歧视问题。相反，性别是核心问
题，因为女性是“99%的男性”成为受害者
的同谋。因此，这些组织对基于种姓和阶级
不平等的回应是打造男性之间的团结，试
图谋求加强他们的性别特权，而不是挑战
其他涉及权力关系的差异。

这三个组织都依赖于“受害者”叙事来
诉求男性权利。跨国性组织男人之声的主
要观点是，男性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
作为文化的性别规范和惯习在特定的背景
下具有特定的含义。也就是说，叙事是如何
将男性描绘成暴力的、危险的，以及男性如
何因“性别意识形态吹鼓手”和“女权主义
治理”而被边缘化的，而正是这些做法才让
厌男现象变得司空见惯。然而，男人之声对
“文化”的使用是概括性的，并不关注特定
政府、宗教或人口群体的行动或信仰。不如
说，该组织暗示存在一种反男性的“全球文
化”。对于地方性组织男人权利协会和全国
性组织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来说，重点是
法律和对滥用法律的感知，尤其是那些与
家庭暴力、强奸和嫁妆相关的法律。此外，
这些组织使男性特权的概念复杂化，在政
治上使他们的运动与印度其他需要保护从
而免受政府侵害的边缘化群体的运动保持
一致。

结 论

本文考察了三个男性权利组织（一个
跨国性组织、一个全国性组织和一个地方
性组织）的话语，以研究男性权利组织如何
在地方、国家和跨国层面上形成和使用策
略框架。定性分析表明，男人之声、拯救印
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都利用了抽
象平等主义框架和男性是受害者框架来动
员参与者并促进其合法性。然而，这三个组
织强调了这些框架在特定背景下的不同方
面。拯救印度家庭基金会和男人权利协会
针对的是具体的法律及其可以感受到的隐
含意义，同时也对印度把女性框定为受害
者、把男性定位为保护者或施暴者的性别
不平等思路提出了挑战。此外，这些组织还
提出阶级和种姓问题，把男性特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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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化。相反，跨国性组织男人之声诉求一
种通用的“全球文化”，不过认为这种文化
在对待男性方面存在问题，该组织不顾背
景或其他方面的差异轴线，把所有男性团
结在一个旗帜下。这些组织的方法途径中
的异同，揭示了性别规范和意义对权利框
架和概念的塑造方式的重要性。

本文的分析有两个主要意义。首先，从
理论上讲，它强调了文化背景（性别规范和
惯习）对塑造从事类似事业的不同组织所
使用的框架的重要性。由于跨国组织需要
吸引大量多样化的人群，它们可能会忽视
地方差异，以获得更广泛的相关性和吸引
力。这可能包括接受“全球文化”概念，无论
是“厌男文化”还是“厌女文化”。尽管“全球
文化”的概念可能会将各国人民维系在一
起，实现一个跨越国界的共同目标，但它也
忽视了可能具有文化相关意义的地方差
异。也就是说，它假定世界各地有着共同的
含义、规范和价值观，而不考虑背景。共同
点与不同点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体现在框架
的变异上，体现为如何重新定义和采用这
些框架，这不仅是为了吸引会员，还是为了
让他们的声音能为更广泛背景下的人们所
听到。

其次，本项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男性
权利组织的性别政治是有意义的。这三个
组织所采用的框架不仅能使组织本身合法
化，还能使其性别政治合法化。抽象平等主
义掩盖不平等，淡化男女权力差异。再加上
使用受害者叙事，这些组织可以在主张废

除对妇女的保护的同时，声称自己拥有道
德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重新解释
性别秩序和性别政治来实现的，这样，男性
就可以在否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的同时，
努力加强这种权力和特权。不管他们强调
的具体重点是什么，这三个组织都强化了
男性的特权。

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本项研究的一些
局限性。基于网络的研究的局限之一是，我
们无法辨别谁在组织当中决定其使命，这
些框架又是如何被接受。尽管这让我们无
法了解权利组织成员的种族或阶层等成员
概况，也无法了解这些理念的接受度有多
高，它们是否仍是成功的权利组织（例如，
男人之声是网上最大的男性权利组织之
一）的官方话语。因此，对从网上获取的组
织数据进行分析，只是可以让我们初步了
解这些组织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此外，框架分析由于无法确定框架背
后的意图，且把权利组织的官方陈述看作
其成员的信仰和观点的替代物，因而饱受
批评。尽管如此，它仍是探讨与社会运动组
织的战略框架构建有关的理论问题的一种
方法（Johnston 2002）。未来的研究者可以考
察更多其他方面的数据，如对组织成员的
访谈和对组织成员会议的人种志观察，以
便解释选用框架的理由、成员的详细资料
或个人概况，以及所选框架是如何被人们
接受的。

〔赵元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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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References（参考文献）

1. 嫁妆是指作为婚姻的一部分，从新娘的家庭向新

郎或新郎的家庭所转移的金钱、货物或财产。尽管

嫁妆已被印度 1961 年的一项法律禁止，但它仍在

广泛实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郎及其家庭对嫁

妆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在婚姻期间一直持续下去。

不满足这些要求，会导致骚扰、暴力，有时还会导

致妻子的死亡。

2. 印度的离婚率一直很低。尽管与美国和欧洲大部

分国家相比，印度的离婚率仍然很低，但在过去 20

年里，随着双方同意即可离婚的选项（尽管 1976

年的《印度法典》中就有这一规定）开始被利用，印

度的离婚率有所上升。

3. 词义为“被压迫者”，在南亚是指种姓制度中地位

最低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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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果。随着这些解释普及开来，它们将如此
持久地影响这些外城区状况的社会经济
转型排除到了视线之外。去工业化和福利
国家的收缩，已经大大降低这些地区的社
会流动性潜力，同时在此过程中使法国对
社会不平等进行管理的共和规划的潜力
空洞化。通过考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此类话语及其转变方式，本文认为，需要
将郊区族群紧张关系愈演愈烈视为现代
主义的希望与随之而来这些地区具体体
现出的失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的一种表
现，是国家在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
维持这些地区运行方面所遭到的失败的
一种表现。

〔王爱松译〕

抽象平等主义与男人是受害者：男性权

利组织对框架的战略选择

扎卡里·D. 帕尔默 曼格拉·苏布莱曼尼
亚姆

从人们通常强调被压迫者及其为争取
权利所运用的框架这一情况出发，我们分
析了一种居主导地位的群体（在本文中，是
男性权利运动中的组织）所使用的框架。我
们特意采用一种比较视角，考察了男性权
利组织是如何从战略上在地方、国家和跨
国层面塑造和使用框架的。利用来自三个
男性权利组织（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
组织、一个位于印度的全国性组织和一个
位于印度浦那的地方组织）的网站的文本
数据，我们识别了这些组织运用的两个关
键框架，即抽象平等主义框架和男性是受
害者框架。然而，这些组织强调这两个以文
化背景为基础的框架的不同方面，或是侧
重于具体法律及其实施，或是采用一种普

遍的“全球文化”概念。

〔赵元元译〕

是什么促进了信息权———对法律、技术及
行政管理影响的跨国考察

南泰宇

本文从多国视角考察了法律安排（信
息自由立法)、技术进步（电子政务）和行政
管理能力（政府效能）对信息权的影响。为
此目的，本文采用了多种不同的全球指标。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律保障和电子政务
对信息权的实现没有显著影响。信息自由
立法可以为信息权提供法律保障；但是，新
近采取这种立法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信息
权方面尚未达到预期效果。电子政务对信
息权的促进也不显著，而政府的行政管理
能力是实现信息权的关键。

〔杨 桃译〕

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和满
足感

利拉纳亚吉·拉马林加姆 朱维达·沙
里夫丁 扎伊纳尔·阿比丁·穆罕默德 法
兹林·阿里

城市农业是指在城市内种植植物和饲
养牲畜以供食用和其他用途。社区型城市
农业项目是指来自居民区的人们作为志愿
者聚集在居民区的空地空间中进行城市农
业活动。但是，当项目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志
愿者并留住他们以确立一个可持续的方案
时，就会遇到问题。本研究旨在确定社区型
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维度与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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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o the model of individual houses. With the
pauperisation of a se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growth of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successive periods of rioting and the
prevalence of an economy of drug dealing and
other illicit trades among an element of the
youth in these neighbourhoods, over a quarter
of whom are unemploye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hettos and banlieues gained
credibility. Also influential was public policy
targeting the French banlieues, which reflected
the dogma of republican equality, and fierce
opposition to communalism. However, a sec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neighbourhood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 subjective feeling of
being separate from the rest of society and
imprisoned in a ghetto with its own codes and
laws, for example in the treatment of women.
So the clear distinction established 20 years
ago between the “black belt”and the“red
belt”(Wacquant 2006) has greatly reduced.

Promise postponed: republican
values,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French banlieue

Beth S. Epstein

The ongoing crisis of the disadvantaged French
outer-city is portrayed in France as both the
consequence and cause of the breakdown of an
engaged and participatory collective life, and is
increasingly viewed as the result of rising
ethnic tensions and of the failure of French
republican values to take hold. As these
explanations gain ground, they move
consideration away from th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that have so durably impacted
conditions in these outer-city areas.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have greatly diminished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mobility in these districts,
hollowing out in the process the potential of the
French republican project to manage social
inequalities. Through a consideration of these
discourses and the way they have shifted since
the 1990s, it is argued that the rising
enactment of ethnic tension in the banlieue
needs to be seen as an expression of this
contradiction, of the modernist hopes and
subsequent disappointments that these districts
have incarnated, and of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to sustain these areas during a period of
prolonge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bstract egalitarianism and men as
victims: strategic choice of frames by
men’s rights organisations

Zachary D. Palmer and Mangala Subramaniam

Departing from the typical emphasis on the
oppressed and the frames they deploy to make
claims for rights, we analyse the frames
deployed by a dominant group – in this case,
organisations within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Adopting a purposive comparative
lens, we examine how men’s rights
organisations strategically shape and use frames
across the sub-national,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levels. Using textual data from the
websites of three men’s rights organisations –
a US-based transnational organisation, one
national organisation based in India, an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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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national organisation based in Pune, India
– we discern two key frames deployed by the
organisations: abstract egalitarianism and men
as victims. However, the organisations
emphasise different aspects of each of the two
frames based on cultural context, either
focusing on specific law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or adopting a notion of a
general“global culture”.

What enhances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 cross-national
examination of legal, technological,
and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s

Taewoo Na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legal
arrangement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e-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on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with a cross-country view. To that
end, it uses various global indicators. A
regression-based analysis reveals that legal
guarantees and e-government d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is realise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can offer legal
guarantees for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outcomes in terms of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have not yet been reached for many
new adopters of the legislation. While the
contribution of e-government to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is also insignificant, a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s pivotal to achieving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volunteers for 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s

Leelanayagi Ramalingam, Juwaidah
Sharifuddin, Zainal Abidin Mohamed, Fazlin
Ali

Urban agriculture means cultivating plants and
raising livestock within cities for food and other
uses. A 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 is where people from residential
areas get together as volunteers to practise
urban agriculture in an empty space within
residential areas. However， the programme
encounters problems when it is incapable of
attracting enough volunteers and retaining them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programme.
This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volunteers on the
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 Data collected from 375 volunteers
on the 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 in Klang Valley were analysed
using descriptive analysis，reliability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 volunteers’
satisfaction was favour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campaigns， support groups，
Department of Extension，and community as
well as government policy，followed by love of
farming， social referents， and values.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a focus on the
above-mentioned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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