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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女性在身体管理和性别气质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倾向。 在中学时期，具身
化的学校教育强化了统一的身份，女性气质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 而在大学阶段，同辈在性
别社会化中产生的作用增强，女性自我的边界脱离了集体性身体仪式的纽带，转而围绕个体化的身体
消费行为，更注重追求身体的审美呈现和女性气质的形塑。 一方面，女大学生对身体获得了更大的掌
控权；另一方面，消费文化以一种隐蔽温和的控制方式继续着对身体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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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西蒙娜·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认为，女性气
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中，在社会文化的影
响下，潜移默化地形成的。[1] 9对于女性而言，在青春
期之后，社会对其社会角色的教育和行为监控进一
步强化，由此出现对女性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女性
要接受社会的普遍规则；但另一方面，社会又要求
女性有“女人味”，即展现温柔的、具有亲和取向的
女性气质，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2]72这种要求在近
年来网络媒体流传着的“大学是所美容院”的说法
中得到显现，人们感叹女大学生群体在大学期间外
貌的“蜕变”，这种蜕变通常指女性在着装仪表、气
质形塑等方面的形象提升。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容
化妆、健身塑形等“变美”事业已成为女大学生日常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过 75%的女大学生认同美
容化妆、着装美体等身体消费是日常生活、学习、工
作、社交的必需品。[3] 爱美、求美的意识和行为在女
大学生群体当中得到强化，性别的身体化符号明显
地体现出来。

从高中到大学，女性的身体实践何以发生如

此普遍的转变？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将这一
现象放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解读。在社会
学的传统中，“身体”这一概念经历了从边缘到中
心的变化过程，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
在反对身心二元论的社会学研究思潮中，将“身
体”带回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例如，福柯以身体为
视角，以“规训权力”为主轴，对人类社会中的身
体规训机制进行了全面揭露。在布迪厄的社会理
论中，身体拥有文化资本，而这种文化资本的获
得是通过指向外部身体的特定实践表现出来。上
述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身体
绝非一个封闭的场所和纯粹的自然性事实，而必
然与其社会性联结在一起。 [4] 本文试图以福柯的
规训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切入视角，
将女大学生变美的过程纳入社会关系与自我身份
构建的实践框架体系中，对其表征和深层原因进
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变美”主要指向具有性
别意识的进行自我形象提升的系列表现，并不意
味着否认女性所具有的自然美。

本文采用目的式抽样方法，选取在大学阶段形
象上有较大改观的女性大学生群体开展一对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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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访谈，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经验材料来源，探讨女
性在中学和大学两个相衔接的场域中身体管理与
性别气质呈现方式的常见内容，以及作用于该过程
的主要文化因素和权力因素，进而探讨女性身体在
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的处境。本研究共选取 11位女
大学生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对访谈对象从 01到
11 进行了编号）。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2688 所（含独立
学院 257 所），其中，北京、武汉、广州这三所城市拥
有的大学数量位居全国城市前三。[5]考虑到我国大
学多集中于北上广以及部分省会城市，故本文分别
选取一所一线城市和一所省会城市的高校女大学
生进行研究，访谈对象均为对大学生活有过充分体
验的大四学生，她们拥有不同学科背景且具有一定
的地域和城乡差异，其中城市学生 6 人，农村学生 5
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访谈提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了解访
谈对象的年龄、专业、家庭情况、每月可支配收入
与消费习惯为主，其目的是在收集个人信息的同
时建立访谈意向。第二部分则以从中学到大学时
期身体外观的变化和意识为主，包括被访者的求
美行为以及学校、家庭、同辈群体等的影响，例
如：是否有过化妆整容的经历？什么时候开始有
这些念头以及行动的自由？周围人如何关注、评
价你的外貌和身材？以及包括被访者求美经历背
后的心态和自我身份的构建过程，如化妆美容、
减肥塑形的动机是什么？在此过程中的感受如
何？你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基于
访谈资料的定性分析形成本文观点。

二、女大学生身体管理与性别气质转变
呈现的常见内容

（1）压抑欲望与意志磨砺：应试环境下的女
性身体

受访者 03 和 07 有相似的经历。她们都是来
自小县城的姑娘，在县城中学毕业后来到大城市读
书。中学阶段，在对身体修饰的纪律化管理上，同我
国多数县中的管理模式一样，她们所在的中学规定
只能穿运动装校服，女生不得染发、化妆，长期压抑
学生对身体的关注，限制女性气质的表达。

校方身体管制的用意是促使学生更加专注于
学业，学校、家长通常认为学生每天梳妆打扮会
耗费很多心力，而校服、短发可以让学生节约时

间，集中精力好好学习。故不重视对身体的关注
和修饰是专于学业的表现，和勤奋的品质相联
系；而注重身体修饰，则是早熟放纵、爱慕虚荣、贪
图享乐的表现。身体的欲望和外在吸引之所以被当
成妨碍上进心的表现，还在于这些欲望往往引发攀
比、早恋等后果。个性化的服饰、发型可以作为身
份、经济地位的象征而出现，而统一校服能一定程
度上避免学生过多关注身边存在的阶层差别和多
元的家庭背景。抑制女性气质的表达，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两性之间的吸引力，防止早恋的发生。
因此在县级中学这种严格管控的学校，中学生的性
别表征是被压抑的，不彰显的，因为唯有不关注身
体，才能暂时与各种诱惑相隔离，保证学生全身心
投入在学习和准备考试上。

除了纪律化的管理和硬性的制度外，关于身体
姿势和身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对身体空间的安排、
对身体表现的监督评判，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
种种期待等，则是一种软性的文化力量，共同驱动
着学生的学习信念与自我管理。由于身体性别欲
望被视为阻碍学生获得知识、取得良好成绩，进而
阻碍学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干扰项，故压抑这
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性别表征，就成为中学生
进行自我塑造、意志磨砺的诸多行为之一。

中学成绩是第一位的，大家都不化妆 ，也没有什

么首饰，纯素颜，穿一身校服你就觉得很好。 （03）
高中要好好学习，没有时间 ，也没有必要保持身

材或变美之类的。 （07）

福柯的理论由权力生产走向自我生产，他所
关注的不是压迫性的权力力量，而是在“规训权
力”作用下技术性、肯定性的力量。他认为，“凝
视”可以成为比直接武力更为强大的控制机器，
对于控制身体来说是绝佳的方法。那种被凝视的
期待可以致使任何人的自我监督，可以成为自我
监控的驯服的身体。[6]194-200在中学阶段，女性与男
性无异，其身体所迎合的凝视方主要是具有较大
权威的学校和教师，被凝视的期待致使女性对身
体进行自我监控。在制度化的学校场域中，很多
第二性征发育期的中学女生会进行主动的自我
约束，摒弃过多的身体关注，身体管理方式趋向
于同质化、标准化、规范化，气质多呈现中性化特
征，以专注于知识学习。
（2）城市主导的审美风向标：从“土气”到“时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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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部分受访者表示，在中学阶段，她们
对于自身形象是不自知的，对于女性气质同样是不
敏感的。以受访者 03为例，从高中走向大学，她的
外貌和言谈举止有了近乎脱胎换骨的蜕变。谈到自
己在中学阶段的形象，她用了“傻”和“土气”这两个
形容词。而说起形象变化最初的起因，03认为更多
的是在大学里受到身边同伴的影响。

中学时候我有点傻 ， 打扮也很土……我好像分

辨不太出来这个女生好看还是不好看 ， 她穿的衣服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朦胧的意识，

但是不会因为穿的衣服不好而感到自卑、伤心。上了

大学以后， 我发现舍友每天都要化妆 ， 穿好看的衣

服。 我当时就觉得，人家怎么那么会打扮，怎么那么

好看，我怎么这么丑，这么胖！ 城市的孩子就是要比

在农村的孩子早觉醒 ，他们会带 （动 ）农村的孩子变

好看。 （03）

03 用“觉醒”来描述自己自觉变美的状态，而
形容自己中学时“傻”，也意味着她认为自己在那
个阶段是“不开窍”的，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土
气”是贬义词，和严格管控的高中生活、传统封闭
的乡土社会联系在一起；其反面是“时尚”“洋气”
等形容词，这些词汇可与全球化时代、多元开放
的都市生活，以及现代社会推崇的生活态度及自
我掌控能力联系在一起。在大学阶段，学校对身
体的管制退场，同许多女生一样，03 感到自己进
入身体自由的状态。她开始自觉地健身，看时尚
杂志，学习穿衣搭配、护肤化妆的方法，并将头发
染成了棕色，逐渐向“土气”的反面“时尚”靠近。

与 03 经历相似，07 描述了她进入大学后身
体管理意识的变化。

就我自身和我接触到的人来说 ，大一 、大二的时

候， 我们几个不会有太多的塑形习惯 ， 天天坐着上

课，最多周末出去逛一逛北京城。 到了大三 ，大家实

习回来以后 ，热情都空前高涨 ，报 （名参加 ）健身房

（活动 ），去练体脂率 、肌肉 ，跑步之类的 。 就是感觉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女性意识更加强烈了。 （07）

同很多大学生一样，03 和 07 从相对传统和
封闭的乡土社会来到大城市，无论是大城市的氛
围，还是同伴的影响，都让她们体验到了新的生
活方式，并开始自觉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即通过
健身、护肤等身体实践让外表变美，让自己变得
更时尚、更都市化。大卫·理斯曼认为，不同的社
会环境对应不同的社会人格特征与行为特征。

“内在导向型”人格以内在信念为依据，有高权威
如父母、教师的引领；“他人导向型”人格则是以
他人行为准则为依据，对他人的期待和兴趣具有
高度的敏感性。[7]23-24上述访谈者身体技术的变化
可以视为由“内在导向型”向“他人导向型”人格
逐渐转向的表征。在中学场域中，“具身化”教育
有着隔绝娱乐世界和强化内在信念的作用；而在
大学阶段，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物质环
境，同龄人以及大众传媒的示范作用增强，这使
得女大学生认为将身体投入变动的时尚中，是获
得他人肯定与喜爱的关键所在。
（3）积累具身化的资本：美丽是一种“氛围”
谈到变美的努力方向，受访者表示，变美绝不

仅仅是皮囊上的修整，整体的“氛围”和“气质”也很
重要。也就是说，进行“美丽”的投资，需要投资者有
内外兼修的意识，把美当作一种“习性”去培养。

（身边的人评判自己的形象 ）会看整体 。 美女的

“氛围” 比较重要———不是看具体五官长得怎么样 ，

而是看整体的感觉，包括气质和谈吐。如果一个人五

官特别精致，谈吐或者气质不行，我不会觉得她是美

女，是“女神”，因为她没有给人“高级”的感觉。 如果

美貌和智慧不相称的话 ， 反而会因为美貌遭殃……

就我来说的话，除了让自己外貌不要有短板 ，还要提

升自己的谈吐、气质来让自己加分。 （06）
美丽固然有好处，但我觉得只是一时的。当你很

棒，美丽会锦上添花。 但是如果能力一般却美丽 ，别

人容易把你当成花瓶。我现在欣赏别人还是更全面，

看人也是比较喜欢看她的气质和气场。 （01）

总体而言，女大学生群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相比其他求美群体，她们对“美丽”一词有着更多
的认识和解读。在访谈中，受访者都表露出对于
“美貌”理性的认识：一方面，她们分析了美貌带
来的诸多好处；但另一方面，她们也在警惕空洞
的美貌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认为美丽的外貌需
要搭配其他具身化的能力，否则会被当成“花
瓶”。此外，她们认为“美丽”的内涵应是丰富的，
形容一个人“美”，不仅仅是在描述她原本自然属
性的特征，而且是用以表达性别的外在符号，“美
丽”通常和“有气质”“有气场”这种富有社会文化
意涵的形容词相联系。“女性气质”的展现是性别
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包括体态、谈吐、举止、修养
等。也就是说，“美丽”并非先天的、自然的，而是
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后天的努力塑造的。知道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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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方式变美，如何得体自然、恰如其分地展现
女人味，是需要后天习得的。
布迪厄将资本范畴从经济维度拓展到了文化

和社会维度，认为不同种类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交换并转化成其他形式。[8]207-211由此，布迪厄
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用以探讨美丽的外貌和美
好的气质是如何成为一种可以投资转换的“身体
资本”的。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认为，魅力资
本（erotic capital）是除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外的
第四大个人资本。她认为，魅力资本是身体吸引
力和社会吸引力的结合，包括美、性吸引力、社交
技巧、社会表达等，并且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可
以通过健身锻炼、花时间练习和依靠技术帮助来
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魅力资本。 [9] 这可以说明女
大学生对于“美”在概念上的扩展。

03 表示，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和学校会更重
视女性外形的塑造和性别气质的展现。西莫斯·
可汗的一项关于圣保罗精英中学的民族志研究
表明，精英学校倾向于重视学术层面以外的其他
成就或能力，尤其是重视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下做
出正确的“表现”的能力。例如，辛勤忙碌却不修
边幅的身体实践由于模糊了优雅精致的女性特
征，可能会遭到同辈文化的排斥。 [10]134-141“美”，作
为许多女大学生有意识积累的具身化资本，绝不
仅仅是纯然的自然属性和简单的性别符号，还指
代经由投资者亲力亲为而产生的举止修养、气质
品位等充满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资本。而这些资
本，往往和身体的阶级性密不可分。一方面，在校
大学生处于刚开始积累自己的资源但很大程度
依赖家庭背景等先赋资源的转型期，家庭出身、
自身的经济文化地位等结构性因素塑造了个体
的气质品位和管理身体的态度，这一塑造的过程
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常常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
果———即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另一方面，在大
学四年的历练中，无论是学校教育和同伴的影
响，还是大城市的氛围，都给像 03 一样的女生的
审美世界打开了一扇扇窗口，促使她们有意识地
采取策略积累“美丽资本”，将曾经缺失的部分予
以补足。

三、女大学生“求美”原因分析

（1）现代性风险中的主动争取
女大学生变美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换言之，她

们认为变美能够给她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青年学生群体间的流行用语———“颜值即正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颜值”
一词将容貌比作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货币。“值”
意味着容貌可量化，也可转换为经济维度的资
本。“正义”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将其与“颜值”
联系在一起，表明“美”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
意义，美貌的人比长相平凡的人具有更高的社会
价值，甚至有更优越的道德内涵。作为准毕业生，
02 和 06 已经有了实习的经历，在访谈中，她们提
到了在职场和生活中存在的“美丽奖赏”与“平庸
惩罚”现象。

有一种现象叫“晕轮效应”。当我是漂亮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我是善良的，有能力的。 （02）
工作或者是在异性交往 （中 ），（当 ）你需要他搭

把手的时候， 我觉得 （美丽的外貌 ） 是帮助比较大

的。……漂亮的人从小接受的善意或者帮助会更多。

（06）

采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上述访谈者所说的
外貌带来的优势，可以看作是利用“身体资本”交
换了其他资本的结果，比如“象征资本”（漂亮象
征着更有能力）、“社会资本”（更加友善的人际氛
围）、“经济资本”（晋升加薪的更大可能性）。在鲍
曼看来，在晚现代或后现代的世界中，人们走向
一个“普遍观照”（universal comparison）的时代，规
范、模式和准则日益模糊，人们失去了可长久依
赖的规则秩序的内在稳定性，整个社会弥漫着巨
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为了适应晚期现代性这样
高度动态的变化，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设
计成开放的、愿意改变的，否则就可能面对承受
持续挫折的危险。 [11]177-186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晚期
现代性的转型之一，随着高等教育的大门向人们
不断开放，大学生日益增多，曾经扮演稀缺机会
分配代理角色的文凭符号遭到贬值。[12]大学文凭
不再能够给女大学生的未来带来充分保障，在这
样一种境遇中，她们试图通过加大自身对身体的
控制，增强对于未来的可控性。加之当下社会认
可容貌的作用，“变美”意味着让自己增加了对抗
风险的筹码。

不同于高中阶段，大学生应对未来风险的首要
任务是通过教育这一路径实现向上流动。在进入社
会的前一阶段，外形在他们看来，有着另一种突破
社会阶层的潜在可能。除了依靠化妆和穿漂亮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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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外形，06将一种更快捷、有效并且更少人使用
的变美方式———整形，作为她实现形象跃升的重要
阶梯，以获取“美丽”这种稀缺的资源。06认为，对于
身体的改造，与读书的本质一样，是给自己投资，并
且能够化作“身体的一部分”。

和“文凭货币”的通货膨胀有相似之处，化
妆、买漂亮衣服这种曾经能够帮助自己彰显出在
同类群体中优越性的方式，效用也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和使用人数的众多而有所“贬值”。部分女大学
生开始通过美容手术生产出全新的自我，并心甘情
愿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她们相信，这个全新的自
我能够帮助她们在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也就是
说，女性在大学阶段热衷于变美，并非简单地出于
虚荣，而是表明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争取身体资本
的能动者，是风险社会的自我掌控者。当身体变成
可灵活运用的资产，掌控身体的能力也逐渐成为一
种备受推崇的素质。
（2）在多元的凝视下变美
女大学生不断增加的身体消费意味着对女性

身体的完全松绑吗？并不尽然。相对于高中校方
对女性身体的显性管制，大学对学生的身体修饰
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规定，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女
性的身体在大学阶段就是完全自由的。在女大学
生自觉变美的过程中，同样明显地体现了福柯所
说的“自我监视”。 [6]194-200但这种致使女性对身体
进行自我监控的凝视，却比校方的凝视，或者说
单一向度的凝视，更为复杂。

我觉得当女生好麻烦，我跟男朋友一起出门 （时

间定在）8 点，我得 7 点就起床 ，洗脸 、刷牙 、擦脸 、穿

衣服、梳头、打扮，他 7：50 才起床。 这个社会对女生

的要求太多了。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更快乐一点的

话，不如做一个男生。 （09）
昨天晚上去做了激光 （手术 ），处理了痘痘 ，（否

则）实在没办法化妆。 出门实习的时候，总觉得有好

多眼睛在盯着你，不知道为什么。 （01）

一个脸上有痘痘的女生，可能会遭到他人异
样的目光，这种目光就是一种监视。她或许会认
为，脸上的痘痘是一种“污点”，而这种“污点”使
得她和正常人之间有一道鸿沟，要变成正常人，
就必须处理掉这些“污点”。这种知识权力的作用
几乎对所有女性都能发挥作用：单眼皮、塌鼻子、
稍胖的体态……用社会学家海德·维朵斯的话
说，美丽理想已逐渐成为一种伦理理想，一种带

有强规范意义的价值框架。人们依照这个强加的
价值框架来评价自身以及他人的行为和品格，例
如，胖与“邋遢笨拙”的负面形象相关，苗条则与
自律等正面品格相关。[13]254．作为价值框架的美丽
理想规范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甚至重塑着
人们的自我认同和生活意义。在社会的期待和美
丽理想的规范下，许许多多的女大学生通过自律
来维持外表的亮丽。

女大学生的身体被各种她们难以控制的权力
因素所包围，她们的变美是在复杂多元的凝视下
完成的。这种凝视，包含了男权的传统价值和社
会上所认同的女性美，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仅仅
屈从于男性凝视。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凝视的影
响，更不能排除女性对美的自身诠释。从女大学
生变美的经历能够看到，其身体对社会情境具有
很强的敏感性。例如，当她们作为学生与导师互
动时，最重要的凝视方是其导师；当她们作为竞
聘者时，最重要的凝视者是雇主。受访者 06 和 10
表示，她们在职场上会尽量让自己展现“大方得
体”的美，认为女性气质的展现需要把握好度，尤
其是在工作场合，过度则显得轻浮。与其说女大
学生关注的是一种凝视下的静态的美，不如说关
注的是这种得体性，一种符合其相应场合的打扮标
准。正如库利所说，人得以确立自身的“我”，包括身
体上的“我”，并不是一个先在的，而是通过社会这
面镜子反射构成的，是社会中各种图像所构成的集
合。[14]118-119如此，女大学生的变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个构建社会关系、自我身份的实践过程。

四、结语

中学时期，校方通常强调的是集体生活、统一
的学生身份和一致的高考目标，在身体管理与性别
气质彰显方面，女性身体的个性表达通常被压抑，
并在具身化教育中向标准化和同质化靠拢。在大学
阶段，女性自我的边界脱离了班级中集体性身体仪
式（应考）的纽带，同辈影响增大，转而围绕个体化
的身体管理和身体消费行为，更注重追求身体的审
美呈现和人际关系中的“惹人喜爱”。
一方面，女大学生摆脱了高中纪律对性别特征

的压抑和束缚，对身体获得了更大的掌控权，对自
己身体的自主意识也在逐渐加强；另一方面，消费
文化以一种隐蔽温和的控制方式继续着对身体的
约束。这种控制，既包含男权文化对女性美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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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Managemen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Self-Presentation
of Gender Temperament

FENG Yuhuan
Abstract: Female students have shown different tendencies in their physical management and gender temperament
when they are in middle school and university． Form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has emphasized embodiment in a
drive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ir common identity and contain their expression of feminism temperament． However，
things will become completely different when they enter into university-level studies． The function of peer effect has
become more apparent i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gender socialization． Consumption culture has exercised its
influence over them in a subtle and gentle way．
Key words：female college students；physical management；gender temperament；so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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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求，又包含了精英的文化审美观再生产的要
求，体现为身体美与都市生活、现代生活方式之间
的联系，以及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对子女身体管理
方式的差异。风险社会正引起即将进入职场的女大
学生对身体形象的焦虑和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对
女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有象征意味的时尚和外表
不再像中学阶段那样是被藏着的，社会转而要求女
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唯有如
此，她们才能够用自身的魅力资本兑换相应的社会

价值，以应对风险。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社会
中，女性对身体的健美、对容貌的保养，表面上看似
乎出自自身的需要，实际上却是建立在“监护”的价
值体系之上的。[15]151 女大学生“集体变美”现象是一
种在多种话语权力如性别权力、阶级权力、城市权
力等作用下的复杂产物，在其身体管理和女性气质
的呈现背后，可以看到她们对于自身未来的努力掌
控和自我身份的主动构建，也可以看到社会现实和
不同权力话语对她们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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