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女性主义的生命历程：情感、文化和心理
———十年来的一种后女性主义情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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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批评术语之一的“后女性主义”，创建于十年前，用以概括作为某种情调的文化生活，笔
者再次来探究这一概念。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反思作为批评术语的后女性主义，这也是女性
主义研究词汇的一部分；二是探讨作为某种情调的后女性主义所表现出的当下特征。文章的第一部分
讨论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并指出：在当下已经变化了的背景下，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的社
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的情势，比如厌女症、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和民族主义等，可以说是随处可
见，与此同时，也不乏对女性主义的重新关注。当下社会越来越关注后女性主义的某些特点，包括尝试
描绘它的几个时间阶段，它与地点的相关性，以及这个术语在不同领域的交叉发展。文章的第二部分，
考察当代后女性主义情调的几个重要方面。 我认为，后女性主义显然加强了对当代生活的控制，并日
益占据了霸权地位。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我们很难再将后女性主义视为一种新颖、独特的情调，因为它
本身已经具体体现为一种常识常理，唯借此，性别化的新自由主义才能正常运作。 后女性主义在当代
文化中得到了传播和强化，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心理领域的应用，如用以指自信、适应力和积极的精神
态度等，培养这些“正确的”心理倾向，是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谋求生存所不可或缺的。 这些后女性主
义的情感、文化和心理特征等，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有力的管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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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十年来的一种后女性主义情调

十年前，我撰写了论文《后女性主义的媒体文
化：情调的基本元素》[1]（以下简称《元素》），像许

多学者一样，我也试图来理解，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和 21 世纪最初十年间飞速变化和充满矛盾的媒体
文化，并质问它的各种性别建构。我指出，由于与其
他差异性因素相关的“显而易见和持续存在的不平

① Rosalind Gill： The Affective， Cultural and Psychic Life of Postfeminism： A Postfeminist Sensibility 10 Years o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7， Vol． 20（6） 60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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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面提及的性别建构，已经被阶级化、种族化
和结构化了。在当时的媒体文化中，不乏赞颂“少
女权力”和女性成功的种种宣传活动，但这些也与
公众对女性充满敌意的严密审视比肩并存；本来，
关于性别平等的各种看法，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与
之同时出现的，却是“少年文化”中日益增长的对
女性的厌恶情绪；在断言女性主义成为冗余的同
时，人们对性别差异的兴趣，也在日益增强。在这
些性别差异中，任何遗留下来的不平等，都被表现
为自然的差异，或者是女性自身选择的结果。早期
那些明显的确定性论断，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取而
代之的是，不复存在任何单一的、规范化的女性气
质；女性自治、女性自主和自我选择等说法，强烈
地充斥在各种媒体的话语中。在任何地方，按安吉
拉·麦克罗比（McRobbie，2009）著名的提法，女性
主义似乎都被“考虑在内”，但又“遭到否定”。

在那篇文章中，我试图做到三点。首先，对后
女性主义的不同说法进行考察和比较：某些学者
强调历史性的转变，另一些则更乐于将后女性主
义与其他“后”运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
殖民主义等）联系起来；还有不少的学者试图将后
女性主义理解为对女性主义的“反冲”。在前两种
解释方式中，颇令我感到困扰的事情之一，是在分
析性地使用这个术语方面，尚存在不少困难———
如何在实践中继续应用这个术语，从而产生新的
见解呢？同样令我不安的是，第三种解释的还原
性。若将后女性主义仅仅定义为一种反冲，这就会
降低我们在后女性主义这一话语中辨识出各种矛
盾或纠葛的可能性。那篇文章的第二个目的，是为
这个术语的使用而进行辩护，也就是，将其作为分
析性的术语，这将使后女性主义本身成为分析的
对象，而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时似乎是）一个描述
性的概念，一个历史的概念，甚至（令人匪夷所思
的是）一个学术的视角。我开始着手阐述后女性主
义批判研究的立场，把自己定位为对后女性主义
进行批判的分析者，而不是后女性主义的分析家。
既然不畏挑战而将后女性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对
象，上文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勾勒出我所看到的那
种后女性主义情调的某些关键方面。面对这样的任
务，此前和此后的许多学者也都做出了诸多贡献
（如 Burkett and Hamilton，2012；Dobson，2015；Genz
and Brabon，2009；Gwynne and Muller，2013；Tasker
and Negra，2007）。后女性主义的一些核心特征，在

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有讨论，包括：强调个人主
义、自主选择和主观能动性；用于讨论结构性不平
等和文化影响的词汇，都消失了或者至少是大大
减少了（Kelan，2009）；男性统治的“去地域化”
（McRobbie，2009）及其在女性身体和美容产业链
中的“再地域化”（Elias et al．，2017）；加强对妇女的
监测（Winch，2013）；对自我进行提升、监督和约束
的吁求（Ouellette，2016）；“洗心革面”等访谈节目
的重要意义（Heller，2007；Weber，2009），这些节
目已经延伸到身体以外，甚至要求我们接受激励
去“改造”自己的内心生活，锻造出一个新的、“升
级版”后女性主义的主体性。

1．艰难时代
十年过去了，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令人担

忧和纷繁复杂。新自由主义已经加深了它的影响
力，它从某种具有特定影响范围的宏观政治和经
济之理性，发展成为一种建构性极强的主导社会
伦理，并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思考和感受彼此的方
式。它正在破坏“民主社会的原则、实践、文化、行
为主体和各种制度”。[2]9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
如自主选择、创业、竞争和精英管理等，似乎是不
容置疑的，它们已经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
角落”（Littler，2017）。评论家讨论了它的“奇怪的
生命力”（Crouch，2011）和它抵御哪怕是严重经济
危机的能力；凯瑟琳·罗 滕伯格（Catherine
Rottenberg，2016）赋予它一个强有力的形象，新自
由主义似乎是“注射了类固醇激素”，而保罗·海德
曼（Paul Heideman，2014）则称其具有“防弹”能力。

在其他重大的转变中，新自由主义也同样加强
了它的控制力，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
发动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流离失所者和移
民的大规模流动，在欧洲海岸上演，造成令人心碎
的后果；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众多国家陷入严重的
债务危机等。在英国，一个残酷的紧缩计划业已出
台，这是由此前的联合政府煽动而成的，而 2015 年
新选举出的卡梅伦及其政府又使之日趋恶化。此
一紧缩计划通过削减福利来残酷打击社会中的最
贫困人口，同时，它的一系列措施也会重新鼓动起
各阶级间的斗争，因为它全面地攻击工人阶级以
及那个“共同所有”的观念。“以紧缩计划为其特点
的新自由主义”（De Benedictis and Gill，2016）正在
“摧毁一切公共的事物”（Fine，2015）。总之，正如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2010）雄辩地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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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不发誓，不必申请签证”的公共空间，已
经变得越来越少了。
这是一个危险而可怕的时代，即使对那些生活

在所谓相对舒适的北半球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来
说，也是如此。厌恶女性、种族主义、“恐同”、恐伊
斯兰和仇外的民族主义浪潮等，在英国退欧公投
及其余波中是显而易见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
美国总统；在马琳·勒庞的领导下，法国国民阵线
的崛起和“颇受敬重”，以及欧洲各国右翼政党和
运动力量的不断壮大，这些都标志着政治生活中
一个新时刻的到来。当下争论的焦点是，某些特定
群体的生存和被当作人的基本权利：这场战争正
在浴室、法庭和机场进行，当然也在街道上进行。
这是一个再度发生“文化战争”的时刻，这些特定
群体能否进入公众的视野和是否能被代表，这是
核心问题。在这样的时刻，各种媒体也深深介入其
中；同样，在这一时刻，“另类事实”和“假新闻”使
得任何直接求助于“现实”的努力，变得愈加复杂，
因此，所谓“对权力说出真相”的努力，也就变得问
题多多。
对这些在如此多领域和层次上发生的危机，目

前还没有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正在经
历此段历史（文本）的“初稿”，记者和博客作者们
正努力理解“当前的关头”，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许会这样措辞。这是威权民粹主义的复苏
吗？或者是极右民族主义，抑或白人至上主义的复
苏？这是全球化的崩溃？是自由主义世界大同观的
危机？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对此进行一个性别
维度的分析，是理解当前时刻的关键。这是否是那
些紧缩措施带来的不平等的影响呢？或是它们的
表征之物呢？（Nathanson，2013；Negra and Tasker，
2014），又或是唐纳德·特朗普对女性极度厌恶态度
的结果呢？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
2016）指出：“特朗普毫无歉意的性别歧视，似乎鼓
励一个卷土重来的父权制自行其是，眼下，这个父
权制正信心满满、得意扬扬。”对此，莎拉·巴内特 -
威瑟（Sarah Banet-Weiser，2016）问道：那些在“女
孩的力量”“自我选择”和“赋权”故事中成长起来
的年轻女性，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个无耻的充满种
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对自主抉择的总统当选呢？
此外，在每天连篇累牍的恐怖新闻标题背后，有一
个持续存在但仍然鲜为人知的事实，这就是从未
缺席的非正义和从未缺席的性别化的不平等：新

自由主义体制下的穷人，正在“缓慢死亡”（Berlant，
2011）；一如既往的贫穷，还有对妇女的暴力和对
儿童的性虐，这些仍然是我们这个生活世界普遍
存在的特征；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而
非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正汇入一个遍及全球的岌
岌可危的庞大群体中。

2．后女性主义：新常态
那么，后女性主义在这个复杂的———坦率地

说，一边倒的———图景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呢？考虑到那些敌视“我们”（我指的是关心社会正
义的群体）的力量，后女性主义似乎是一个微不足
道的概念，不必太多的劳神费心。然而，它的重要
性，我认为，正在于它看似普普通通和每时每刻的
存在，正在于它的言说能力，在于它对性别的理解
和赋予意义，一如新自由主义的诸种观念，看似完
全是理所当然。后女性主义的理解方式，其最显著
的特点，是鼓吹无情的个人主义，为各类资本主义
的父权机构开脱罪责，却认为当下女性的弱势地
位是咎由自取；它使得对女性身体的严密监测变
得理所当然，甚至是可喜可贺；它要求对自我进行
无休止的加工和提升，其凭借的理由，不外乎是赋
权和自主选择等概念，同时将女性纳入一个更严
苛的追求“尽善尽美”的管理制度之中（McRobbie，
2015）。就像新自由主义一样，在我看来，后女性主
义已经加强了对当代文化的控制，并使它自己实
际上处于霸权的地位。如今，很难看到后女性主义
的“锋芒”或边界。与十年前相比，当下它很难作为
一种新颖而独特的情调；它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作为一种性别化了的新自
由主义，它正在发挥作用。

在本文中，我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我想把
“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也是作为女性主义
批评语汇的一部分来加以反思。我们的社会现在
行进到了何处？这个术语仍然和当下社会相关吗？
它如何被使用、批评或拓展？其次，我想把后女性
主义作为一种情调来关注。我认为，一种被视为理
所当然的后女性主义情调，正充斥着当代文化生
活，而且，它越来越多地通过情感和主体性来发挥
其作用，因此，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拥有自己情感和
心理特征的生命历程。

本文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我
拟简要地审视一些关于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和
厌女症的争论，不仅讨论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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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概念的接受情况，也考虑对它的挑战，特别是，
在对女性主义的兴趣重新高涨的情况下，此一概
念是否多余。在第二部分中，我从多个维度考察对
后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的交叉质疑，强调拓展后女
性主义这一概念的诸种努力，也就是说，它不仅仅
关涉那些以年轻漂亮、白色人种、中产阶级和异性
恋为主的西方女性。文章的第三部分回顾《元素》
一文的争论，主要讨论具有文化特征的后女性主
义。我认为，后女性主义情调正在不断地增强和弥
散，并占据霸权地位。它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一个
仅仅是个体化行为的语境，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一
个心理学语境，正是在后者的语域中，大谈特谈在
新自由主义社会中谋求生存所需的“正确”性格或
者心理倾向，比如用以指抱负、自信、适应力等等。
最后，本文转向我所称的后女性主义的情感特
征———它越来越多地建立各种行为规范，并管制那
些被允许的，或者说，是可以被理解的情感和情绪
（Butler，1997）。我认为，后女性主义文化越来越
“青睐”幸福感和“积极的精神态度”，全方位地禁
止那些包括愤怒和不安全感等在内的情感状态。
最后，我认为，后女性主义的情感、文化和心理特
征等，正在对当代生活中的女性施加强大的管制
作用。

二、后女性主义：一个批评术语的生命和
时间节点

过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是后女性主
义的概念被广泛接受而成为一个批评术语。如果
说这个词在我写《元素》的时候已经引起了广泛的
讨论和争议，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文化
批评语汇的核心部分。在媒体和文化研究中，值得
注意的是，相关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后女性主义
的“经典文本”———《欲望都市》《甜心俏佳人》和《布
里奇·琼斯的单身日记》（Arthurs，2003；Hermes，
2006；McRobbie，2004；Moseley and Read，2002）等。
这个词仍然引发了关于名人文化的辩论（Adamson，
2016；Fairclough，2008）以及上流群体的品位、后网
络时代的电视（Lotz，2006）等的话题。此外，这个概
念还在其他学科和领域被广泛使用。它现在被用
于管理和组织研究（Kelan，2009；Lewis et al．，2016）、
心理学（Stuart and Donaghue，2012）、政治理论
（Madhok et al．，2013；Yates，2015）、教育（Ringrose，
2013），以及男人和男性研究（Hamad，2014；O’

Neill，2015）。一些作家指出，这个词具有非凡的持久
性和适应性，并有能力来应对各种紧迫的当代问
题（Dejmanee，2015；Negra，2014）。

除了这些富有创造性和洞察力的广泛应用，这
个词在过去的十年中还得到了改进和发展，有人
建议，区分后女性主义的不同变体是很重要的。梯
莎·德玛尼（Tisha Dejmanee，2015）划分了后女性主
义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根据它的早期特征来追溯
其连续性和断裂性。她指出，作为一个批评概念，
后女性主义仍然充满活力，但她要求我们从跨文
化的角度来思考后女性主义的不同阶段；现在，后
女性主义日益走向它的“内在性”。梅雷迪思·纳什
和鲁比·格兰特（Ruby Grant，2015；Grant and Nash，
2017）也试图推动这个术语的发展———在他们的论
述中，后女性主义是与生活在千禧年（也就是 2000
年）那一代人有关的。他们建议，在 post这个词后
面加一个疑问号，也就是，“后于什么的（或者哪一
种的）女性主义”（post？feminism）。以此来表明，“女
性主义的斗争，是多元的和变化的，而且，在今天，
女性主义认同所涉及问题的广度，较之以前要复
杂得多”（Grant and Nash，2017）。斯蒂芬妮·根茨
（Stephanie Genz，2017）则认为，“后女性主义”需要
“重新加以校准”，以应对当下的经济衰退和紧缩
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和自决等新自由主义
的符咒仍然存在，但一定会受到不稳定、多风险和
坚持自我责任等种种经验的影响”。

1．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
另一个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或至少拓展后女性

主义概念的催化剂，是近年来女性主义越来越频
繁的登场亮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对
女性成功和“优秀女孩”的颂扬（Harris，2004），是当
下文化想象的突出特征，但它们主要是从“女性权
力”和个人成就的角度来展现的，而不是由衷地推
崇女性主义。事实上，对女性主义的指责（Scharff，
2013）构成了麦克罗毕（McRobbie，2009）所谓“新
的性契约”的关键部分。相比之下，今天的女性主
义显然获得了新的辉煌。有关女性主义的书籍高
居畅销书榜首，各种时尚杂志也推出“女性主义议
题”；音乐家、时装模特和其他名人等自豪地宣称
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关于不平等薪酬或性骚扰的
报道已经成为报纸头条和黄金时段新闻广播的内
容。女性主义变得“流行”（Banet-Weiser，2015）起
来、“酷”（Valenti，2014）起来，并获得了“新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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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Keller and Ryan，2014）。女性主义显然是“博得
一时的彩头”。
对一些人来说，女性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文化

重要性，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反思“后女性主
义”，甚至可能从我们的批评词汇中抛弃这个词
（Keller和 Ryan，2015；Retallack等，2016）。在其他
地方，我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为这个术语进
行了辩护，并指出，我们远非已经超越了后女性主
义。[3]我建议，有必要区分不同种类的女性主义。我
认为，主流的创业型或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比
如说，“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乐尔·桑德伯格的女性
主义，或者畅销书《再进一步》的作者的女性主义）
可能与激进女性主义的各种关心迥异，后者的关
心主要是抗议削减预算或反对驱逐难民，而这两
种女性主义可能又不同于由媒体所构建的那种女
性主义，其关注的是一些年轻人、时尚者（主要是
名人）的身份问题。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的受欢迎
程度，参差不齐。
此外，当下无所不在的女性主义，存在于一个往

好里说是高度矛盾的，往坏里说是极度厌恶女性的环
境里。正如学者班奈特 -瓦瑟（Sarah Banet-Weiser，
2015）所说，如果女性主义大受欢迎，那么恶毒的厌
女症也颇受宠，当下的仇恨女性的言论、挑衅行为等
比比皆是（Jane，2014；Vickerey andEverbach，2017），
这需要认真对待。女性主义在文化上的新地位，并
没有完全对应于厌女症的减少；相反，它们是比肩
共存的。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同时来思考
大众女性主义的再次兴起和厌女症的遽然加剧。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发展这个后女性主
义的概念，让它既可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的连续
性，又可以阐明它们的变化性，而且，这样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取而代之”（displacement）来阐释当
下社会的深刻转变———就仿佛一套思想的凸显会
自动取代另套思想那样（Gill，2016）。

随处可见的（某些类型的）女性主义，向我们
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后女性
主义的界定是，或者应该是，与女性主义相关相系
的。正如我在《元素》中所指出的，后女性主义中的
“后”（post）隐含了历史的线性发展，这需要重新审
视。后女性主义不仅和女性主义相关联，它更是一
种新自由主义的情调。它最好被认为是一种独特
的、性别化了的新自由主义。令人震惊的是，这种
情调所具有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能够随着新思

想的出现而变化、变异。在后女性主义逻辑的运作
方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后女性主义
目前正是通过赞颂（某种类型的）女性主义来运作
的，而不是完全否定它们。事实上，正如在其他地
方所争论的那样 （Gill and Orgad，待刊；Gill，
2016），当前媒体文化中流传的诸多对女性主义的
高调宣传，都具有鲜明的后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
义的基调（Rottenberg，2014）。

2． 越过这个“后”？
一些研究者对“后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加以批

评。凯瑟琳·伦比（Catherine Lumby，2011）要求我们
“越过这个后‘女性主义’”。伊梅尔达·韦勒汉
（Imelda Whelehan，2010）也表达了她对“后女性主
义”这一概念的“挫败感”和“厌倦感”。她认为，目
前的批评话语和活动已经变得单调乏味，因为“后
女性主义”的内涵几乎用不着拆解，它明显地存在
于表面（第 159页）。[4]这可不是我的感受。相反，我
认为，当代文化似乎极端复杂，而且正在迅速变
化。作为一名社会和文化分析家，我和其他许多人
一样，正在艰难地阅读当下这个时刻，以期分析文
化生活中那个极其矛盾却又结构分明的权力机制
（Gill，2016）。在我们现有的批评工具包中，后女性
主义是一个旨在解读此等现象的术语。借用肖恩·
富勒（Sean Fuller）和凯瑟琳·德里斯科尔（Catherine
Driscoll，2015）的生动表述，后女性主义这个词“既
含义丰沛，又令人愤慨”。

在过去 10 年，对这个词的大量使用以及开拓
和完善它的种种尝试，都突显了上面的看法。这样
的看法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确实道出了
一些要害之处。事实上，假如这一术语不存在，我
们可能不得不发明它。许多学者现在所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更严格、更具体地使用这个术语，从而
形成一个在理论分析上有用并可以付诸实践的概
念，同时又不把它任意扩展到几乎包罗万象的程
度。这意味着，我们要询问这个术语的范围，描述
它的精确特征和多变的应对模式。后女性主义是
如何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的，它与女性主
义复兴等趋势的关系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努力探
究中，才能窥见其本来面目。当然，也可以在细致
入微的语言发展中洞察它，从而用于思考新的话
语形式———如后女性主义生物学（Laura Favaro，
2015）、衰竭的后女性主义（Genz，2017；Nathanson，
2013）———或者，在对后女性主义之特征的详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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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洞察它———如“女友的凝视”（Winch，2013）和“无
耻但又无碍的举止”（performative shamelessness）
（Dobson，2015）。它的更重要的特性，也会体现在
对后女性主义多维度的交叉思考中。我接下来要
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三、后女性主义：多维度交叉的视角

对像我这样的后女性主义的批评分析者，过去
十年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试图对后女性主义这
个词进行多维度的交叉质询，尤其针对那个想当然
的假设，也就是，这个术语仅仅将白色人种的、西
方中产阶级的、并且是异性恋的年轻女性纳入分
析视野，甚至当作是唯一的后女性主义话语的对
象。多维度的交叉分析，是对权力和差异进行非约
化思考的一种尝试；它拒绝把不平等或压迫简单地
视为一种附加的条件（如种族 + 性别 + 性），而是
承认如下事实，“当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主观和
经验等差异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交叉时，会产
生复杂的、不可化约的、多样的和可变的影响。这一
概念着力强调：社会生活的多维度，不能被分割成
不相关联的和纯而又纯的几个方面”（第 76页）。[5]

许多关于后女性主义的批评著作，都试图进行
这种多维度的交叉思考。后女性主义的著名学者，
如麦克罗比 （Angela McRobbie），尼格拉（Diane
Negra）和塔斯克（Yvonne Tasker）等，一直都在关注
差异的问题，撰写了关于种族和阶级的批判著述。
他们认为，后女性主义所聚焦的主体，在一般默认
的情况下，都是指来自白人和中产阶级的群体。[6]3

在早期文章《元素》中，我也指出，有必要将后女性
主义看作是“被各种显而易见和持续存在的不平等
所支撑的”（Gill，2007）。稍后，我论述到，“这就要
求我们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年龄歧视、阶级歧
视、同性恋恐惧症以及残（肢体）歧视等放在一起
来思考，此外还要思考跨国性的问题（Imre 等，
2009）。它不是简单地将性别歧视与其他差异和权
力轴整合起来，还要审视一些在目前共同交互作用
的复杂机制。”（第 67页）[7]

这并不是说，早些时候关于后女性主义的文
章，都忽略了性别之外的其他因素，而是说，最近
关于女性主义这个概念的多维度交叉阐释，尤其
关于种族和性和跨国性的思考，已经超出了原先
仅仅将某些特定人群加以“排斥”的表述。杰西·巴
特勒的著作（2013），在开辟后女性主义的新思路方

面具有原创性，它更加充分且交互穿插地论述了种
族差异问题。在一篇名为《只为白人女孩？》的文章
中，巴特勒批评了后女性主义学者的某种倾向，后
者往往认为，后女权主义文化在构成上和 /或代表
性上往往排斥有色女性。巴特勒指出，这是“过于
简单化的处理，而且在经验研究上也没有什么根
据”（第 48页）。[8]巴特勒讨论了展现后女性主义时
经常被媒体提及的几个著名非白人形象，包括碧昂
斯、蕾哈娜、尼基·米娜和詹妮弗·洛佩兹等。她认
为，这些名人可能被视为卓越的后女性主义人物，
但在讨论后女性主义的性行为时，她们却很少被
纳入其中。巴特勒质疑与后女性主义有关的关于
白人的严格界限划分。她认为，尽管后女性主义情
调可能受到种族化边界的规约，但有色人种的女性
并不（必然）被置于它的质问和邀准之外。

1．跨国的后女性主义
在巴特勒撰文的基础上，多塞昆（Simidele

Dosekun，2015）进而发展了此一论证来质疑“西方
化”的假设，这也是很多关于后女性主义写作的一
个特点。她指出，除了少数例外，现有的学术界对
西方世界有着压倒性的关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
往往把后女性主义本身理解为西方的，仿佛这种
女性主义情调是独造的、欧洲或北美特有的。甚
至，当后女性主义被视为西方以外的东西来谈论
时，它通常被降级成为某种模仿之物或一种拟像，
也就是一种“出口产品”。这是一般帝国主义趋势
的一部分，也就是通常理解的“文化全球化”的单
向流动。多塞昆反对这样的解读，主张对后女性主
义进行跨国界的理解———这既打破了后女性主义
必须遵循的历史线性（也就是说，后女性主义一定
是女性主义之后的产物），又打破了斯图尔特·霍
尔所称的“西方和其他地方”这样的地理中心观
念。她认为，后女性主义应该被理解为“跨国文化”
之物，它是通过消费文化的各种中介渠道而传播
的。她自己的研究表明，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尚
未经历过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可识别的那“几个
浪潮”，然而，此处“拉各斯”也有一种强大的后女
性主义情调正在传播流通。她研究中的那些受访
者，都汲取了种种新观念或者有关自我的描述，如
果这些发生在伦敦、柏林或纽约，一定会当成是和
后女性主义参差似之的东西（Dosekun，2017）。多
塞昆（Simidele Dosekun，2015）认为，这并不是说“全
球任何地方的一个女性主体，都可以随意来执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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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扮演后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说“后女性主
义正在跨国地销售它自己，从“碧昂丝”到“隆胸手
术”，到“巴西腊”，从上海到墨西哥城、到伦敦、到
拉各斯，都是如此（第 9页）。[9]

多塞昆作品的优势之一是，它将关于后女性主
义的讨论与其他关于性别、权力和后殖民主义的
讨论联系起来。她不仅追问，为什么关于后女性主
义的讨论一直集中在西方，而且调转方向来追问：
为什么在后殖民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方面，我
们没有把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她的研究表
明，在女性主义跨国的媒体和文化研究中，已有的
大量工作面世，包括索姆（Raka Shome，2014）、海
杰（Radha Hegde，2011）、帕拉麦斯瓦兰（Radhika
Parameswaran，2008）、格里沃 （Inderpal Grewal，
1994）和卡普兰（Caren Kaplan，2006）等。这些研究
与后女性主义的批判性阐释之间，已经产生了深
刻的共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开启了一种跨学
科和跨国界的对话，这种对话与对非殖民化女性
主义和后女性主义的日益重视之间，是完全相联
系的（Giraldo，2016）。

2．想当然的异性恋？
多维度交叉分析丰富了对后女性主义进行批

判性讨论的另一个领域，也就是与性的关系。后女
性主义的主题，通常“想当然是异性恋的”（Gill and
Flood，待刊），都是通过具有“异性恋”倾向的美男
靓女和自我形象来展现的（Dobson，2015）。在最近
的研究中，我和弗拉德（Roisin Flood）对这一观点提
出了质疑，我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女同性恋和
双性恋女性并不存在于后女性主义情调之外。在
主流媒体中，从肥皂剧到相亲节目，女同性恋者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凸显了这一点。
当下社会越来越青睐女同性恋者的登场亮相，尤
其是她们中充当妻子的一方，当然女同性恋者亮
相时的外表、着装等，也要遵循严格的监管。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主流“酷儿”空间正日

益被公认的后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所塑
造。无论是“权威人士排行榜”中不断出现的女同
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统称
为 LGBTQ），这样操作的主要目的是炫耀某公司或
者某些名人的成功，还是通过宣传那些（商业化）
女同性恋俱乐部的场景，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指
出，在女同性恋俱乐部之夜，往往流露出一种后女
性主义的情调，其特征是反复使用“女孩”和“宝

贝”等词汇来描述参加活动的女性，并一再强调，
它也借用了少男文化中的具有异性征服意味的各
种说辞。也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当下还存在着一些
广为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做法（如“激情女孩”大
赛和半透明 T恤大赛）。这些可以作为当下社会更
广泛倾向的一部分，在其中，参赛者刻意表现出
“淘气调皮”“肆意大胆”或“坏女孩”的气质和倾
向———即使这种看上去的反叛态度所针对的是那
种一本正经的女性主义权威。

致力于“酷儿”研究的学者与后女性主义之间
的对话正在兴起，这是令人兴奋的（Ferreday，
2008；McCann，2015；Pilcher，2016）。汉娜·麦甘
（Hannah McCann）分析了电视节目《素面美人》中
潜在的“酷儿”现象（2015），这为我们提供了极有
价值的、针对某一特定视角的批评。比如，作者认
为，这些节目仅仅显示了对女性身体的无情的规
训。麦甘的文章试图将同性恋和后女性主义纳入
相互的对话中。一个截然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观点，
来自史密斯（Kate McNicholas Smith）和泰勒（Imogen
Tyler，2017）。他们批判地审视女同性恋者在流行
文化中的崭露头角。一如某些从事“同质规范性”
（homonormativity）研究的理论家，如达根（Duggan，
2003），他们指出，这些媒体节目难免削弱了“酷
儿”研究的激进化倾向。在电视里，女同性恋的婚
礼不断出现，史密斯和泰勒从中看到了一种“超
越”（post-ing）的企图，这准确地反映了后女性主义
和后种族主义的某些论点。“将‘酷儿’研究纳入思
考”为的是清除它（‘酷儿’研究）对主导的异性恋
父权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此等“超越”做法自欺
欺人地向世人宣称，同性恋恐惧症的问题已经被
处理了，它不再是一个问题。

3．阶级、年龄与后女性主义分析的局限？
当代文化的阶级状况，近年来也受到关注

（Biressi and Nunn，2013；Wood and Skeggs，2011），
同样受关注的，还有它们和后女性主义的关系
（Nathanson，2013；Negra and Tasker，2014）。此外，
人们对性别和老龄化的兴趣也日益增长，尤其那
些激增的高度性感的老年女性形象，如充满欲望
的半老徐娘（MILF）或专门追求年轻帅哥的熟女
（cougar），这些均挑战了那种在后女性主义建构中
对年轻女性的唯一关注（McRobbie，2009）。越来越
明显的是，后女性主义文化不“仅限于年轻女性”
（Gill and Donaghue，即出），也召唤一些中老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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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Dolan and Tincknell，2012；Jermyn and Holmes，
2015；Whelehan and Gwynne，2014）。

目前还有三种与后女性主义相关的身份特征，
即宗教人士、跨性别者和残疾人士，似乎尚未被纳
入理论研究中。重要的是，未来的研究将探讨如下
问题，即后女性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二元和顺
性别（cisgender）的分类。同样，后女性主义与后世
俗话题的争论以及宗教身份的表征方式变化之间
的联系，也应该成为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在宗教话
题如此频繁亮相的当下社会。有关残疾问题的各
种举措和学术研究，对处于新自由主义核心的自
治主体模式，也同样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因而迫
切需要对后女性主义和残疾话题进行研究。这些
都是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

四、后女性主义的生命历程：文化、情感
和心理特征

现在，我从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术语，转
而关注它作为一种情调的几个特征。十年前，我确
认出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女性作
为身体属性的概念，从客观化到主观化的转变，强
调自我监视、自我监督和自律，注重个人主义、自
我选择和赋权，“洗心革面”节目或者范式的主导
地位，以及关于自然性别差异观念的复兴。十年的
时间飞速而去，至今这些特征仍然能引起读者的共
鸣，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种后女性
主义情调已经嵌入当下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
获得了霸权地位。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有关身体、
监视和自我监督等情况。

1．后女性主义文化中的身体
后女性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赋予身

体，尤其是女性身体，以中心地位。在《元素》一文
中，我讨论了身体成为当下女性最根本性特征这一
转变。我指出，身体往往被表现为女性的权力来
源，身体总是难以约束的，因而需要对它进行不间
断的监控、监督、规训和改造（或者消费），从而符
合当下社会那个越来越窄的判断，也就是“女性的
吸引力”。今天，这种趋势更加显而易见。正如温奇
（Alison Winch，2015）所说：“在高度依赖视觉的大
众文化景观中，身体被认为是女性劳作的对象：身
体是她的资产、她的产品、她的品牌，在新自由主
义市场经济中，身体就是通往自由和赋权的大
门。”（第 21 页）[10]麦克罗比（McRobbie，2009）认

为，父权制在时尚与美容的产业链中已经“重新划
定了疆域”，产生了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巨大压
力，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忧郁症和“难以厘定的愤
怒”，它们通过“后女性主义的失调症”，包括暴食
症、焦虑症、抑郁症和各种形式的上瘾等等，来表
达自己。

美貌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和深化，其传播甚至
囊括了新的年龄段，如老年、儿童和怀孕期，以前，
这些年龄段往往被视是美容行业所无法纳入的。
而且，美貌的压力也扩展到了身体的新领域，只有
借助针对性的美容产品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
些新领域涉及上臂、“美丽的腋窝”和“大腿间档”，
不必说，还有持续缩小和不断重新被定义的理想女
性生殖器外观（Braun，2017；Fahs，2017）。正如我
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正当你以为，根本不可
能再有任何身体区域可以让美容公司来开发利
用，他们又发明了新的条件，例如，所谓的‘高科技
脖子’：指颈部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这是由于糟
糕的姿势，如使用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时坐势
不当而造成的”。[11]30

2．监视———一个女性主义问题
十年前，我提出：“对女性身体的监视，可能是

所有媒体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内容。”不同寻
常的是，监视已经成为后女性主义文化的一个更加
核心的部分，成为“监视想象域”的一部分，它正在
“令人眩晕地扩张”（Andrejevic，2015）。在女性杂
志上和广告等论坛里，监视的目光变得越来越严苛
锋锐，简直发展到了可以辨识细微颗粒的程度，与
此同时，还有不断且迅速扩张的数不清的相机镜头
（血管的、毛发的、腺体的和遗传的，均在观察范围
内）。它们并不仅仅把通常意义上的皮肤，也就是
说身体的表面膜作为自己的边界。这种对女性身
体高强化的审视，在当下的消费文化中已成为一种
常态。比如下面列出的几种耳熟能详的与之相关
的仪器：三角板、窥孔，或许，最常见的自然是卷尺
（通常绕在女性大腿上），或放大镜（仔细观察女性
的毛孔）。同样，各种相机、“美图秀秀”或“高清皮
肤”等应用程序也大量出现，均突显出女性一直处
于不断拓宽的监控之下的事实。
对监视的既定理解，以前采用福柯所谓全视点

的隐喻，现在它正让位给诸如“全观”和“纵观”监
视等新表述。“横向监视”“同伴监视”或“关系性监
视”，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艾莉森·温奇（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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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n Winch，2013）的研究，就是从“女友的凝视”的
角度来反思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女友的
凝视”是指女孩或者女性间的既有温情也不乏“尚
可接受的残酷”（normative cruelties）的相互关注，
主要指监管彼此的外表和行为 （Ringrose and
Renold，2010）。萨拉·瑞丽（Sarah Riley，2016）等研
究者将其作为一种特定的“后女性主义凝视”进行
讨论。同伴间的监视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也已被某
些学者纳入讨论范围（Dobson，2015；Ringrose and
Harvey，2015）；年轻女性分享图片的做法与“性感”
照片的关系，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Ringrose et al．，
2013）。安娜·埃利亚斯（Ana Elias，2016）报道了对
年轻女性的采访，受访者表示，她们感觉自己受到
了“一种检查清单般的凝视”，也就是，朋友和陌生
人对自己整个身体进行快速且一览无遗的检查。

3．自我监督和自我优化
埃利亚斯的研究还突出了自我监督在后女性

主义文化中日益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在《元素》
一书中论点的核心部分。社交媒体和更广泛的数
字文化，也增强了社会对自我监督的要求。各类
美容应用程序的异常快速增长，就是一个例子，
它怂恿女性将自己纳入一个“自认为有缺陷”
（Bordo，1997）的教学节目中。这些美容应用程序
涵盖了过滤器和自拍修改等；还提供了改善个人
外表指导的教学应用程序（比如“你手机上的个
人美容顾问”）；那些“试用”手术应用程序，让你
有机会在牙齿美白、眼袋移除等之后，“看到一个
全新的自己”；美学基准测试应用程序，提供
了———几乎是数学算法般的———问题答案，如“我
有多性感”以及“我看上去多大了”。还有一些应
用程序，如使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功能，可以来
扫描身体的缺陷和瑕疵，比如痣、晒伤、吸烟的影
响等等。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说（Elias and
Gill，2017），各类美容应用程序，“让女性的身体
和面部不断地成为一个体现危机和商品化之可
见程度的场所”。它们更关心的是自我监督和自
我跟踪，这已经超越了原来最“基本”的作用，如
测试步数或运动量等。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
深刻的性别化的工具，不断地强化了监督的作
用，对各类卫生指标（如心情、体重、卡路里消耗
以及月经周期、性活动等等）加以高度量化（Elias
and Gill，2017；Lupton，2016；Neff and Nafus，
2016）。这些应用程序联手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

性别量化的自我，这样一个后女性主义的主体，
总是被怂恿和教唆来监控、跟踪、推进和优化女
性生活的全部领域。

4．文化和主体性
在《元素》中，我讨论了“洗心革面”为特征的现

场直播电视节目，它们不仅仅扩展到一些更加亲
密的领域（从家和花园，到育儿、约会和性），更重
要的是，它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心理层面，尤其是全
面革新自己和改造自己的内心生活方面。换句话
说，后女性主义，就像新自由主义（Scharff，2015），
也有一个“心理层面的生命历程”。这种后女性主
义情调要求我们对自我保持不间断的警惕和审
视：你是什么样的朋友 /母亲 /爱人？你善于沟通
吗？你是个在社交场合因羞涩而受人冷落的“壁
花”，还是一个左右逢源、来之不拒的花蝴蝶？你的
幸福指数有多高？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就像任何情调的其他特征一样，此趋势在当
下似乎有所加剧，这或许是自助文化更广泛趋势
的一部分，也就是金·艾伦（Kim Allen）和安娜·布
尔（Anna Bull，2016）指出的，在当下新自由主义
的资本主义中所呈现的“性格转向”（turn to char-
acter）。针对女性的媒体信息，不仅越来越突出个
人，也越来越凸显心理层面，如自尊、身体优势、自
信等。和奥盖德（Shani Orgad）一起合作（Gill and
Orgad，2015），我们研究了自信在当代文化中是如
何变得不可或缺：在教育中，自信被誉为解决女孩
自卑问题的答案；在工作场所，它将帮助女性“向
前一步”，并感受到自我的强悍霸气；在消费文化
中，它被称为“新性感”。此外，不难看出，随着各种
政策和流行文化对女性主义重新燃起兴趣，在诊
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上，女性的自信正日益
占据中心位置。学者和智库、政客和报纸专栏作家
等，都百般呼吁女性要认识到：阻碍她们进步的，
不是资本主义父权或制度化性别歧视，而是她们
自己缺乏自信。似乎这完全是个体和个人的问题，
与结构性不平等或文化力量毫无关系。因此，解决
问题之道，就是为自己而努力，而不是改变世界。
各种自信干预，包括“摆出权力的姿态”、领导力课
程，或者电子邮件附加功能，如谷歌的“不必道歉”
（Just Not Sorry），可以促进你尝试使用更自信的语
言，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增强自信的应用程
序，均旨在提升女性的自尊和个人能力。
“自信崇拜”是后女性主义越来越多地影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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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或精神生活的一个例子。这是性别化的“针对
自我的技术”（Foucault，1988）的一个例子，不断给
女性灌输自我调节的精神，让她们仅仅在自身的
心理领域来定位问题的根源和找到解决的方案
（Gill and Orgad，即出）。“自信崇拜”也在按着新自
由主义和心理学的理路，来打造和塑造女性主义
的（Gill and Orgad，即出）。这是当下持续的心理治
疗趋势的一部分，但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关注个人品质（如自信或
适应力）来解决社会不公的要点在于，这种做法不
具有激进性：这些微小的、可控的心理层面的种种
调整，如学会感恩、“改变”负面想法等等，都是亲
资本主义的，也是亲新自由主义和亲父权的做法。

5．后女性主义的情感
如果后女性主义文化唤起了一个主体去磨砺

并改进性格和精神气质，那么它也试图塑造女性感
受和如何感受的能力，以及应该如何呈现她们的情
感状态等。在《元素》中，我指出，女明星们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她们必须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乐观和坚韧
的自我———无论她们的实际感受如何，都要显得
“熠熠发光”和“炫目耀眼”。十年过去了，在我看来，
这条禁令几乎无处不在，这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与被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2007）称为“情感资本
主义”的情感之间，更广泛纠结勾连的一部分。
对“积极心理学”和“积极心态”的关注，正日

益成为后女性主义文化的核心。卡奈（Akane
Kanai，2015，2017）对汤博乐（Tumblr）微博帖子的
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女性“在展现坚韧
个性的同时，也要表现出令人愉悦、平易近人的女
性气质等等，类似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卡奈显然
借鉴了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1983 年的研
究成果，她认为（Kanai，2017），新自由主义或后女
性主义的“情感规则”，塑形了年轻女性的存在感，
鼓动她们如何应对各种困难，当然主要是通过“幽
默、乐观的俏皮话”，将自己的痛苦和内心挣扎化
为一些“无害、有趣和‘女友间’的轶事”。伊冯·埃
尔斯坦（Yvonne Ehrstein）2017 年对英国育儿交流
微博（Mumsnet）帖子的分析，也证明了类似的趋
势。其特征是“情感的监管”，把强烈的愤怒（比如
关于家庭劳动力的不平等分工）“转化”成有趣、愉
悦和津津乐道的帖子，总是局限于“我有问题吗”
这类的担忧。这样，后女性主义的情调不仅塑造了
文化、行为和心理生活，而且产生了独特的“感觉

结构”［Williams，2001（1961）］。在这样的“感觉结
构”中，女性必须否认，或者至少是美化自己一系
列的经历和情感，尤其是不安全感、各种需求、愤
怒和抱怨等。

6．不安全感，要不得
当代关于性和两性关系建议的研究，尤其是针

对那些与男性相处的女性的研究，总是一味要求女
性去拒斥自我的脆弱感和需求感。劳拉·法瓦罗
（Laura Favaro，2017）和蕾切尔·伍德（Rachel Wood，
2017）都记录了当下社会对“积极心态”和“消除消
极思维”的关注。自我怀疑和需求心理等，被认为是
有害的心理状态，而在一些圈子里，“低自尊”的概
念被认为是（某些阶层间的）骂人的用语（O’Neill，
2017；Thompson and Donaghue，2014）。如果上文提到
的自信是当下社会新的性感，那么不安全感无疑是
新的丑陋———至少在女性身上是这样。亚当逊
（Maria Adamson） 和赛蒙涅米（Suvi Salmenniemi，
2017）讨论了“问题在于你本身”之类的建议。然而，
这里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对称性，为什么没有针对
男性脆弱感的禁令呢，甚至，针对男性声称自己是
受害者的禁令呢（Laura Favaro，2015；Laura Favaro
and Gill，2015；Jankowski and Gill，待刊）。

7．跳你的，甭管别人：（后）女性主义和“励志”
产业
这既是情感上的，也是审美上和政治上的。它

要求女性在面对持续存在的不平等时保持积极乐
观，却将自己的某些情感反应，如脆弱和愤怒，看成
是病态的，而实际上，这些情感反映了新自由资本
主义的毒素（Gill and Kanai，2017）。感到愤怒（或受
伤）的“权利”，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质疑，而且还被视
为代表“丑陋”女性主体的抱怨———也就是说，她们
在心理和审美上缺乏足够的吸引力（Berlant，
2008）；同样，那些感到愤怒（或受伤）的女性，也往
往被视为是“女性主义的败兴者”（Ahmed，2010）。
女性可能偶尔会有这种受挫感，但她们需要迅速
“向前看”，以乐观、超前和积极的方式来重新规划
自己的人生。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积极的情绪正通过多种
“励志”的格言而四处传播，从贺卡到“脸书”的留
言墙上，鼓励女性（但不包括男性）的说法，比比皆
是，“跳你的，甭管别人”或“恋爱时，要像你从未
受过伤害一样”。这些不断传播的情感规则，大张
旗鼓、信誓旦旦地要求女性充满希望，它们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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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隐约带有挑衅意味的自我信仰之中，传达
出后女性主义的自我赋予权利的情绪和意识，当
然，这里指的仅仅是获得幸福的权利。露丝·威廉
姆斯（Ruth Williams，2014）在她精彩纷呈的《吃，
祈祷与爱》一书中指出，这些令人振奋和鼓舞人
心的消息，虽然突出了女性个人赋权和抵制父权
说教的能力，如它们宣称的无私、婚姻和孩子。然
而，与此同时，此等媒体信息又依赖一种去政治
化的心态，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的唯物主
义”。“洗心革面”节目中不乏延迟的满足感，努力
工作可能带来某些基本的回报（如更苗条、更称
职的父母等等）。与此不同，在当下的文化情境
中，这些媒体信息关注的是那些当下过着最好生
活的女性。用帕克（Janice Peck）的话来说，在这
里，被召唤的后女性主义主体，只关心“通过思考
积极的思想和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创造自己的幸
福。[12]220-221 在我看来，这些媒体宣传均是由那个充
斥于各色海报、表情包和招牌的女性化“励志产
业”来指引和组织的（Gill，即出）。这些宣传只是
呼吁一种享乐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只是将“妇女
解放的梦想”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引擎”，至
关重要的是，它不会引导我们致力于任何根本性
的社会变革。 [13]110-111

五、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作为一种情调的后女性主
义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考虑了其作为一种批判性
概念的价值和发展，也考量了后女性主义的几个
重要方面。我试图捕捉一种后女性主义的情调，从
性别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对这种情调加以理
解，这种情调已经变成一种日益强大的霸权，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与复
兴的女性主义共同存在的。我和许多其他学者所
讨论的这种情调的大多数要素，至今仍然有效地
发挥作用，而且往往以强化的形式而存在；毫无疑
问，无论在文化还是媒体上，后女性主义都保持着
强大的控制力。在本文中，我试图发展自己早期关
于文化和主体性之间关系的论点，并尽力来表明：
后女性主义也通过情感和各种形式的自我而起作
用，从而建立和监管那些“独特的感情规则”
（Hochschild，1983）和各种心理倾向。从这个意义
上说，后女性主义就像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样，具
有某种独特的“情感结构”［Williams，2001（1961）］或
“情绪机制”（mood economy）（Silva，2013）。未来的讨
论，不仅应该涉及其文化形式，还应该涉及后女性
主义在情感和心理等层面上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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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notion of ‘postfeminism’10 years after its formulation in critical terms as a
sensibility characterizing cultural life． The article has two broad aims：first to reflect upon postfeminism as a critical
term as part of the lexicon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second to discuss the current features of postfeminism as a
sensibility．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traordinary uptake of the term and considers its continuing
relevance in a changed context marked by deeply contradictory trends，including the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feminism，alongside the spectacular visibility of misogyny，racism，homophobia and nationalism． I document a
growing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ities of postfeminism，including attempts to map its temporal phases，its relevance to
place，and intersectional developments of the term．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ours of the
contemporary postfeminist sensibility． I argue that postfeminism has tightened its hold upon contemporary life and
become hegemonic． Compared with a decade ago，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recognize as a novel and distinctive
sensibility，as it instantiates a common sense that operates as a kind of gendered neoliberalism． It has both spread out
and intensified across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upon a psychological register
built around cultivating the‘right’kinds of dispositions for surviving in neoliberal society：confidence，resilience and
positive mental attitude． Together these affective，cultural and psychic features of postfeminism exert a powerful
regulatory force． This article forms part of ‘On the Move’，a special issue marking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journal． It also heads up a special online dossier on‘Postfeminism i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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