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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医疗技术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城 市女性的母职体验。在 健康的
重要性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特点的情境之 下, 产前检 查已经成为一项孕 妇必须
承担的健康新伦理, 并形塑了孕妇独有的母职 经验。本文基于作者在 一座中
等城市的妇幼保健院历时半年多 的民族 志观察 所获资 料和以阿 霞的身 体经
验为个案的深度剖析, 揭示 了在健康 话语占 主导地 位的医 疗化社 会中, 城市
女性是如何在产检过程中体验母职的。 文章指出, 医 疗技术的干预使 孕妇自
身的身体经验被不断贬低, 并屈从于 医学话 语的建 构, 而不是由 女性自 己言
说, 怀孕的身体亦被医学凝 视所客体 化并失 去其自 身的主 体性, 母职的 体验
也因此变成了一种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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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 of Motherhood: Prenatal Examination, Body
Experience, and Subjectivity of Urba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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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s of modern medical technology have greatly affected the
motherhood experiences of urban women. In the context where health is
important enough to be a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ociety, pregnant
women must practice the new ethics to go through prenatal examinations,
which has reshaped their unique motherhood experiences. Through half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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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in the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Service Centre in a
middle sized city and an in depth case analysis of an interviewee s bodily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urban women experience their

motherhood during the course of prenatal examinations in a medicalized society
that is dominated by health discours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has debased the body experience of pregnant
women in that their body experience is now subject to medical discourses but
not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women s own narratives. Finally, the pregnant
body is objectified as the target of medicine, making the subject of the pregnant
body forgotten; thus,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becomes an im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ealth plans of modern medicine.
Keywords: motherhood, antenatal examination, body experience, subjectivity,
feminism

一、问题意识
在漫长的父权制 社会中, 母 职是维护男 性统治的 一项重要 制度
(Rich, 1976; Smart, 1996; Nicolson, 1993; 米利特, 2000)。 母职 议题
在女性 主 义研 究 中 从 来 不 缺 乏论 述。所 谓 的 母职 ( mothering/
motherhood) 1 , 一般认为是女性承担人类繁衍的命运所产生的对 母
亲 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与认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 女性
专司母职理所当然化的观点已经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批判。从 20 世
纪 60 年代起, 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主张母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非生
物决定的, 母职亦被认为是一套在父权制文化体系下运作的行为与意
识形态。这些批判的声音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
存在主义、
社会主义
和精神分析领域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的流派中均有深入的论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具有平等的公民权, 正如弗里丹认为,
1. 英文 mothering 和 motherhood 在大部分的文献中通常都是混用的, 指母亲的亲职行为,
包括实际行为及其衍生的社会印象。其中, motheri ng 倾向 于指向母亲的 生物性行为, 例如
怀孕、分娩、哺乳等; 而 motherhood 则倾向于亲子之间的互动, 以及母亲对 子女的社会责任,
包括看护、教养等社会性母职, 主要是社会所建构的母职行为( 蔡丽玲, 1998) 。本文探讨怀孕
期间的母职经验, 这个时期的母 职不仅仅 是生物性 的行为, 由 于产前 检查受 到孕妇 身体、家
庭、社会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影响, 孕期的母职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性行为, 这些社会性行
为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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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父权社会藉大众媒体传播了 女性神话 , 以确保女性将所有心力
投注于家庭与婚姻, 女性因而失去了许多平等的权利, 她主张: 在男女
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既有的制度( 弗里丹, 2005) 。激进女性主义主
张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即使是女性最私人、
最隐秘的经验, 也是由
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下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在她们看来, 母职
制度是父权制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权统
治的工具(米利特, 2000)。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之所以沦为
他者 和 第二性 , 很大程度上源于母职的束缚。正如波伏娃( 1998)
指出, 母职比妻职更为妨碍女性的发展, 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了外部世
界, 作为母亲的角色是女性获得独立的最大障碍, 女性若不想再成为第
二性, 就必须要成为主体。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 生产、
生殖、
性和儿童教化这四种结构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米
切尔, 2007), 母职 对于女性而言, 已被视为生殖、
家务劳动、教养子女
和满足男性情欲的工具, 这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压迫的极致, 因而
母职 沦为一种被异化的女性角色。
乔多罗的 母职的再生产: 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 一书堪称精神
分析女性主义者研究母职问题的代表作, 女人如何会承担母职 是该
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乔多罗的中心论点是, 当代母职的再生产不是生
理决定的, 也不是刻意的社会角色训练, 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诱发的心
理过程。她认为, 母职之所以能够不断再生产, 关键在于女性期望成为
一个母亲的心理状态, 即母职意识形态( Chodorow, 1978)。她不仅批
驳了 母爱天生说 和 角色训练说 的不当之处1 , 亦指出了恩格斯、帕
森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理论家们对家庭研究的不足之处。她认
为, 女人专司母职形塑了社会结构中的性别差异和两性分工, 而两者又
回过头来促成了母职的再生产, 母职的再生产又维系和推动了女人在
家庭领域中的位置和责任, 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别组织和社会生
1. 乔多罗认为, 母爱天生说 把女人的母职看作是 生理本能, 进而当作 理所当然 的 常识 ,
助长了人们用生理性别或种族概念把不平等和压迫合理化的习惯, 会掩盖女人在以男性主导
的家庭中所遭受的历史性压迫。 角色训练说 的不当之处在于: 它把女人担任母职的行为简
化成服从意识形态的、表面化的劳作。而母职不是简 单的一连串抚育 行为的集合, 它包括了
女人在参与和儿女的关系时的心理能力与投入、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 关系, 以及处理 关系的能
力和心理需求等( Chodor ow, 1978, 转引自: 潘绮虹,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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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组织的不断再生产。
女性主义各理论流派对母职制度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了社会结
构、
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等因素对母职角色的形塑, 也唤起了女性对自
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关注。但是, 母职角色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文
化概念, 也是一种真实的、
大众的社会经验, 每一位女性身上, 则成为了
切身的身体经验。而且, 母职的角色还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 尤其是现
代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女性的生育经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探索现代
城市中的女性是如何学会承担母职的, 除了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心
理意识中寻找根源之外, 还应关注现代生育技术在母职形塑过程中的
作用。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在具体背景下考察女性身体的病理化过
程, 而且还关注把女性塑造为弱者的社会建构是如何在医学和自然科
学中合法化的(郑丹丹, 2007: 159)。本文对母职经验的考察将延续这
一批判逻辑, 但既不同于乔多罗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母职形成的心理
结构进行阐述, 也不同于一些现代女性主义者从宏观层面对父权制的
社会结构和性别分工进行鞭挞。前者被批评为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
向心理而不是社会(童, 2002), 后者则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而忽视了女
性主体的自身经验。虽然母职制度的维系有赖于男权社会结构和母职
意识形态的共同运作, 身体经验也可由宏观社会安排和微观心理状态共
同打造, 但母职角色本身却可经由怀孕的肉身化体验而得到形塑和巩
固。在对母职经验的深入分析中, I. M. 杨(2007: 76) 将怀孕视为一种身
体经验的典范, 而 A. 瑞奇(Rich, 1976)则提出 透过身体思考 以创造新
的异于父权社会下的思考方式, 这些论点均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超越制度
且依循身体来分析母职意义的新视角。
尽管女权主义者早已指出, 唯有成为妻子与母亲才能获得真正的
快乐与满足感只是男权社会中的 女性神话 , 但这样的神话仍然在今
天的城市生活中不断上演。即使时代发展, 生产组织改变, 性别社会组
织仍根深蒂固, 女人仍继续担任母职( Chodorow, 1978)。怀孕的女人
之所以被称为 准妈妈 , 即是指女人在这一过程中要学习如何承担母
职, 特别是如何照护胎儿的健康。在 健康高于一切 的社会准则下, 女
性在生产过程中的身体经验必然会受到医疗化社会不断蔓延的影响。
本文的 母职 论述侧重于妊娠期的产检过程, 围绕身体、社会与技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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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构与关联, 通过在一座中等城市的妇幼保健院历时半年多的民族
志观察和以阿霞为个案的深度剖析, 从怀孕女性身体经验的内在体验出
发, 揭示在健康话语占主导地位和产检技术不断发展的医疗化社会背景
之下, 现代生育技术介入产前检查的整个过程是如何影响城市女性对母
职角色的想象与认同的, 女性又如何在产检的各个环节之中学会承担母
职的; 同时, 怀孕的身体又是如何在母职的想象与实践之中被医学凝视
所客体化并失去其自身的主体性。

二、母职初体验: 阿霞的产检故事
5 月底的一个上午, 阿霞在丈夫的陪同下很早就来到了妇幼保健
院二楼的围产期保健门诊。她已经怀孕 24 周零 4 天了, 今天的检查项
目除了常规的测量血压、
体重、宫高、腹围、查胎位和多普勒听胎心之
外, 还有一项她期盼已久的检查
三维彩超。此时, 她的心情也不只
是简单的期盼和兴奋, 还有点紧张。让她兴奋的是, 只要三维彩超检查
的报告单一出来, 她就可以看到已与她相处了六个月的宝宝的样子。
实际上, 她已无数次一边摸着渐渐隆起的肚子, 一边想象着宝宝的模
样; 而让她紧张的是, 万一宝宝的脸部或肢体器官有缺陷, 那该如何是
好, 她只想要宝宝健健康康的。
门诊室前早已挤满了等待检查的孕妇, 诊室里有医生正在给先来
的孕妇用多普勒胎心仪听胎心, 胎儿心跳的 咚咚咚 声有节奏地弥漫
在门诊室里。三个月前, 阿霞来医院建立孕产妇保健册时第一次听到
这种声音, 当时她的内心很激动, 那种初为人母的喜悦往往是旁人无法
了解的。在门诊室前的走廊里, 经常可以看见兴奋与惶惑交集的 准爸
爸 陪着憧憬与茫然并存的 准妈妈 在等待检查。在等候了一个半多
小时后, 终于轮到阿霞了。常规检查之后, 医生开出了一张 B 超检查
单, 阿霞丈夫迅速到一楼的收银台付款之后就陪妻子来到了 B 超室。
但 B 超室前同样排满了人, 许多孕妇坐着等候, 一些等得不耐烦的家
属则在走廊里来回走动。负责排队的护士说, 阿霞的单子至少要到下
午 3 点多才能排上。无奈, 他们只好先回家, 等吃过午饭后再过来。
对类似这样每月一次的产前检查, 阿霞觉得很折腾。每次当医生
交待下一次准时来检查时, 她总是不大情愿, 一大早就往医院跑, 还要
排队等上几个小时, 实在让她不快。然而, 不来检查又不行, 一想到宝
137

社会

2011

5

宝的健康状况, 再怎么不情愿她也会和丈夫早早地来医院排队, 尽管她
可以感觉到宝宝每天都在她肚子里健康成长着。阿霞属高龄产妇, 在
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 也许她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生育宝宝的机
会, 而成为母亲的渴望在她心中由来已久, 在她看来, 做母亲是一种成就
感与生命的重大依归。前些年因为工作和读研而耽误了最佳怀孕时机,
现在好不容易当了 准妈妈 , 她感到特别欣慰。她始终觉得, 一个女人
要生养小孩那才是完整的女人。所以, 从她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起, 就
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自己的身体, 不敢有半点疏忽。怀孕不仅仅让她感受
到了做母亲的愉悦, 更让她体验到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压力。
下午的 B 超检查一开始并不顺利, 医生要查看宝宝的脸, 可是小
家伙的手把脸遮住了, 折腾了好几次才拍了两张较为清晰的图片。她
躺在那里, 看不到仪器中的画面, 医生拿着探测扫描仪在她肚子上移
动, 有时候压得她不舒服。幸运的是, 检查结果 一切正常 。
当听到医生说 一切正常 时, 阿霞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现在不用担
心宝宝有什么器官缺陷了。报告单中的那些医学术语她看不懂, 她也
不清楚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最直观的就是宝宝的脸部图片了。她拿
着报告单从 B 超室里走出来, 眼睛一直盯着报告单上的宝宝头像, 虽
然有些部位并不清晰, 但她想象了几个月的宝宝形象终于定格在了这
两张图像之上。回去的一路上, 她都在和丈夫说: 宝宝的眼睛和嘴巴像
妈妈, 鼻子和下巴像爸爸。
在女性的生命历程中, 怀孕是其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身份
角色的认同亦将在孕期发生剧烈变化。阿霞知道, 她现在不仅是女儿、
妻子、
儿媳和职员, 还是一位 准妈妈 了, 而 准妈妈 这一角色在她心
中无疑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产前检查次数的增多, 她想要当一个称
职的好母亲的愿望也愈加强烈。她非常细心地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手脚有点儿浮肿, 走路的姿势也越来越难看了, 肚皮上也长出了一条条
的妊娠纹。以前, 因为担心变胖而不敢多吃, 现在为了宝宝, 她会肆无
忌惮地吃。在她心里, 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身体上的任何牺牲都是值
得的。她也学会了数胎动, 一有空就会和胎儿说说话、听音乐, 抚摸自
己的肚子, 这些身体动作成为她和胎儿之间最为隐秘的交流经验, 也是
她履行母职的最初体验。
现代产检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女性孕育的风险, 与之相伴, 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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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成为一项较为完备的社会制度 1。从医疗保障的历史发展看, 这
无疑是人类生育文化和女性生殖健康的一大进步。但从身体、
技术与
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 这不仅使女性的身体成为国家管理和监视的对
象, 也使怀孕的身体被进一步客体化。社会的医疗化发展已使人们的
身体更多曝露在现代技术面前, 甚至连女性怀孕中最隐秘的母婴交流
体验也被医学话语所垄断。关于健康的医学论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
为显赫的话语之一, 同时也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话 语(Crawford, 1994:
1353)。恰如 M. 福柯所言, 健康的必要性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目
标(Foucault, 1980: 170); 健康甚至获得了一种 先验的重要性: 没有了
健康, 一切都失去了价值 (转引自: 贝克 格伦歇姆, 2005: 185)。母婴
健康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渴望, 也是国家人口政策的监控目标。哲学
家汉斯- 马汀

萨斯( Hans Martin Sass)把生育风险称为 对社会不负

责任 , 因为它使严重残疾者进入社会。在健康的重要性日益成为现代
社会主要特点的情境之下, 对于一位 准妈妈 来说, 按时产检是她的使
命和责任, 只有充分履行产检的职责才能成为一位称职的母亲, 否则, 将
胎儿置于健康风险之中, 便是一种对社会和家庭不负责任的行为, 其个
人也要承担一种道德上的污名(stigma), 正如贝克 格伦歇姆(2005: 185)
所言, 不做产前检查的妇女会被看成是无知、
愚蠢, 甚至自私自利的。
因而, 怀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个过程
已经被现代医学占据和 医学化 了, 并被当作充满风险和危险的 疾
病 对待(吉登斯, 2003: 149)。就像胎儿躁动于子宫之中一样, 怀孕本
身亦纠结于现代医疗技术、
性别话语与女性自身的身体经验之中。女
性的生殖过程一旦进入医药领域, 便被定义为疾病( 杨, 2007: 93)。产
前检查对母婴健康就显得愈发必要。正是在一次次的产前检查中, 母
职 被不断地想象与实践, 一个女人亦在其中完成了多重身份角色的转
变与认同。下文将以阿霞为个案, 结合民族志观察中的经验材料, 探讨
1.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 母婴保健事业 已被纳入 行政区域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
展计划之中,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母婴保健 工作, 对母
婴保健工作实行分类指导, 并实施监督管理。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疾
病预防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均已成为 母婴保 健法 的主要内 容。例如, 浙江省卫 生厅规定,
每位怀孕妇女都应参加孕产妇系统保健, 怀孕 13 周前应做一次检查; 必要时在 16 周至 20 周
做一次产前筛查, 城市复查 8 次, 农村复查 5 次, 高危孕妇酌情增加复查次数。产妇分娩时应
住院, 以保证母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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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的生成究竟是如何受到现代社会与生育技术影响的。

三、透过身体思考 : 身体经验、技术诊断与母职想象
身体在当下的意义体现为: 它不仅作为一具肉体而存在, 而且从现
象学家梅洛 庞蒂(2005)的角度看, 由于身体具有 知觉 的功能, 可以
使人去感知、体验周遭的一切, 这样的身体存在方式会影响个人对自己
和他人的认知。因此, 怀孕 对一个女人来说, 一方面因为体内荷尔蒙
的变化而带来身体形象和知觉的改变, 使得怀孕的经验充满着甘苦交织
的多重感受; 另一方面因为身份、
角色的变化而带来认同的重构, 使得怀
孕的身体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身体变化与身份重构之间, 孕妇的
身体经验与母职体验无疑是女性主体性建构中最主要的内容。在前现
代社会中, 怀孕的身体经验直接形塑了孕妇的母职形象, 上一辈口口相
传的经验亦成为最真实的母职体验。然而,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 由于身
体的医疗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奥尼
尔, 2010: 90), 传统的经验传承已被医学话语所替代。随着产前检查演变
成孕妇必须实践的一项健康伦理, 冷冰冰的医疗器械介入了身体经验与
母职体验的原始关联之中, 致使身体经验的言说被医学话语所霸占, 而
母职体验亦变成了一种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
由是观之, 产前检查的医疗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孕妇身体经验及
其母职想象。医疗技术对身体疾病的诊断和医学话语对健康标准的建
构, 无形中加剧了将怀孕这一自然生殖过程视为疾病的状况, 任何一项
偏离正常数值的检查指标都会引起孕妇的恐慌。因为偏离了正常指
标, 就意味着将胎儿的健康置于风险之中, 这对于一位 准妈妈 来说,
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就必须接受一次又
一次的产前检查, 以排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且不断按照医生的建
议调理自己的身体, 直至各项指标处于检查单上的正常取值范围之内。
当然, 这个 正常 取值范围是由医学所定义, 而非孕妇本身。一些社会
学家认为, 医学界在界定什么构成和不构成疾病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
它能够运用其 科学真理 仲裁者的地位把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
置于其控制之下( 吉登斯, 2003: 149) 。

( 一) 听胎心: 隐秘体验的公开化
胎动是母亲感觉体内胎儿成长的最直接的身体经验, 除了孕妇本
140

母职的想象: 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
身体经验与主体性

人, 他人基本上无法直接感知这种隐秘的体验。但作为产前检查中的
必检项目之一, 多普勒胎心仪测胎心音却可以把这种隐秘体验公开化,
产检医师作为生育知识的权威也可以超越孕妇本人的身体经验而对胎
动状况做出医学解释。从仪器中传出 咚咚咚 的胎儿心跳声, 不仅让
孕妇家属(通常是陪同检查的丈夫)感到兴奋, 孕妇本人亦愈发相信仪
器中传出的声音强弱即代表着胎儿的健康状况, 当声音突然变弱变强,
或突然消失, 都会让她感到紧张。在一次民族志观察中, 笔者听到一位
躺在屏风背后病床上正在测胎心的准妈妈焦虑地问医生: 怎么样了, 怎
么样了, 宝宝还好吧? 原来是医生找了很久没有查到胎心的位置, 仪器
里也没有传出胎心跳的声音, 折腾了好几分钟后, 仪器里才传出微弱嘈
杂的声音。这位准妈妈又在不停地问医生: 这样正常吗? 会不会有什
么问题? 当她从屏风后走出来, 我才发现, 这位准妈妈是一位三十来岁
的女性, 宽大的衣服遮盖了不大明显的肚子, 紧跟在医生后面。
在她与医生的对话中, 我得知, 她曾经有过一次人工流产经历, 现
在刚怀孕四个多月, 离上次产检有一个月了, 今天特地从单位请假过来
检查, 自觉身体没有其他不舒服。她大概是刚才在排队等候时, 听到别
人的胎心音很大很有节奏, 而自己的胎心音太微弱, 相互对比之下才产
生的焦虑情绪。医生告诉她不要紧张, 没有什么问题, 由于宝宝的运动
能力不同, 胎动反映也不一样, 而且不同的胎儿胎动开始的时间有早有
晚, 有的三个多月就有明显的胎动, 如胎儿在子宫内伸手、
踢腿等, 有的
要到四五个月之后才能感觉到。医生拿了一张粉红色的宣传单给她,
教她照着单子上的说明数胎动, 还建议她如果不放心的话, 就到隔壁去
做胎心监护。

( 二) 抽血检查: 焦虑的母职体验
产检过程中, 一些医学术语和医学难题并非一般孕妇所能够理解。
困扰阿 霞很 久 的 妊 娠 期 胆汁 淤 积 症 (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 ICP) 1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直到 8 月中旬阿霞以 ICP 病
人的身份住进医院时, 她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其他不适症状却
被医生强烈建议住院观察治疗, 医生诊断的依据仅仅是抽血检查时甘
1. 胆汁淤积症是一种只有孕妇才会发生的特殊病症, 患病率约 2. 3% - 3. 4% , 其主要症状是 妊
娠中、晚期会出现皮肤瘙痒, 严重者可波及全身, 夜间尤甚, 影响睡眠, 瘙痒难忍时抓痕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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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酸指标偏高。
在 7 月上旬的一次例行产检中, 医生开了几张化验单让阿霞去抽血
检查, 一周后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 1, 其他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之
内, 唯独甘胆酸的指标后面多了一个上升的箭头。阿霞起初并不觉得这
是什么严重问题, 但当医生对她说甘胆酸严重偏高, 很容易导致胎儿宫
内窘迫并导致新生儿窒息时, 阿霞一下子蒙住了, 过分担心使她说话的
语气都变得僵硬起来了, 脑中浮现出种种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她颤抖
地问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办呢? 宝宝会不会真的有危险?
医生告诉她, 这种症状的病因比较复杂, 目前没有定论, 尚无特效
药物治疗, 因为以前碰到过孕妇因甘胆酸偏高而导致胎儿缺氧最终 没
用了 的病例, 所以, 一旦出现这种症状必须引起准妈妈的重视, 必要时
胎儿还要提前剖腹产。医生又问她晚上睡眠如何, 皮肤痒不痒, 胎动有
何异常, 她说都挺好的。医生又告诉她, 皮肤瘙痒与否只是 ICP 的症
状之一, 最主要的还是看甘胆酸的指标, 甘胆酸的正常指标是在 02. 61 mg/ L 之间, 而你的已经达到了 6. 20 mg/ L, 所以需要马上住院并
观察治疗。
一听到医生说需要住院, 阿霞惶恐不已。她已经怀孕将近 30 周
了, 为了胎儿的健康, 她对自己的饮食起居已经非常当心了, 前面几个
月的产前筛查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怎么突然间就冒出 甘胆酸偏高
呢? 她一时无法理解这种症状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甚至怀疑检查时是
不是血清样本被弄错了。如果住院的话, 不仅生活计划( 包括每日对宝
宝的胎教)会被打乱, 她更担心的是药物治疗会对宝宝的健康产生影
响。冷静了一会儿之后, 她说感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想回去好
好休息一段时间再查。由于她的坚持, 医生同意先不住院观察, 但说如
果发生意外, 后果自负, 然后让她到中医诊室开点中药回去调理, 一周
后再来复查。回忆起这段经历, 阿霞说:
当时我心里想, 相对于西药来说, 中药对胎儿的危害要少
一些, 于是就按医嘱配了七副中药回去喝。一周之后, 我又回
到了妇幼保健院做胎心监护和抽血复查。胎心监护的结果是
1. 该妇保院没有检测甘胆酸指标设备, 需将血清样本送上一级医院进行化 验, 整个过程一般
需要 3- 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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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但当化验单结果出来后, 我一看 上面的数字又吃了一
惊, 匆忙跑到诊室问医生, 怎么喝了一周的中药, 甘胆酸却不
降反升呢? 原来只是 6. 2 mg/ L, 现在怎么是 7. 03 mg/ L 了
呢? 医生的解释是, 很多孕妇到孕中晚期由于体质的变化, 甘
胆酸的变化很不稳定, 有时候出现反弹也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
时候住院治疗也未必能降下来。我心里更不明白了, 吃药、
住
院都降不下来, 那吃药、住院还有什么必要呢? 那位医生说,
药还是要吃的, 不用药会更加控制不住; 住院是为了方便检查,
胎儿什么时候缺氧谁也不知道, 每隔 4 个小时就听一次胎心,
每天做一次胎心监护, 就能够及时知道胎儿的状况, 否则胎儿
在肚子里面什么时候 没用了 都不知道。听医生这么说, 我心
里又疙瘩了一下, 我尤其害怕听到 没用了 这几个字。不过,
在和老公商量之后, 我还是没有住院, 只是答应医生下周再来
复查, 虽然心里还有些不安和焦虑, 但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没
有什么不适, 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 阿霞依然是每天晚饭后出去散步一个小时, 回来后
她就放音乐给肚里的宝宝听, 还经常躺在床上讲故事给宝宝听, 然后就
早早就睡觉了。不过, 阿霞的忧虑仍在, 有时候还会做一些噩梦, 脑中
挥之不去的是甘胆酸指标后面的那个箭头。她按照医生教她数胎动的
方法, 每天都要把手放在肚子上数好几次, 当她触摸到胎儿在踢肚皮的
脚时, 就会感觉十分欣慰, 因为胎儿的踢动让她感觉肚子里的小生命还
在健康成长。然而, 这种间断的欣慰和持续的焦虑很快就被难以掩饰
的惊恐所取代: 两周后的一次复查中, 她的甘胆酸指标突然飙升到了
34. 73 mg/ L 。面对超标如此之高的数值, 阿霞再也坐不住了, 尽管她
没有出现皮肤瘙痒, 也没有其他异常症状, 但这次没等医生说完, 她就
决定当日住进病房进行观察治疗。她说:
我不敢冒这个风险, 想到万一真的导致胎儿缺氧窒息, 我
什么都顾不了了。我可不想成为一个失败的母亲, 也不想因
为自己害怕打针、吃药、
住院而将胎儿置于危险的境地。
在讲述住院五天观察治疗的身体经验时, 阿霞略带忧伤地说:
真是比蹲监狱还难受, 每天都要挂好几袋的盐水, 都要把
吸氧导管插在鼻子里吸一个小时, 还要静静地躺在床上,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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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仪器的检测, 包括做 20- 30 分钟的胎心监护、B 超检查
和心电图检查。虽然这些检查以前都做过了, 但医生坚持要
重新再做。我特厌恶那些涂着一些又冰冷又黏黏的液体( 耦
合剂)的探头在肚子上滑来滑去。最让我心烦的是, 医生还不
让我四处走动, 一天到晚都得呆在医院里, 根本没法像以前那
样出去散步。在病房里也不好意思像在家里一样唱歌、讲故
事。我只能尽量地忍着吧, 希望早点把甘胆酸降下来。幸运
的是, 经过几天治疗之后, 指标终于降到了 5. 3 mg/ L, 虽然还
没有达到正常范围, 但已不至于让我觉得恐惧了
我常感
慨地说, 怀孕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一有什么异常就会把自己
吓得半死。
母职作为孕妇的一种身体经验, 不仅是孕妇对自身疾病与健康的
关照, 更体现为对肚中胎儿的风险责任与伦理关怀, 而产前检查作为一
种对身体的技术诊断无疑又加剧了孕妇的疾病风险意识和健康责任伦
理。但一个值得透过身体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就胎儿的健康状况
而言, 孕妇的身体经验与技术诊断究竟哪个更为准确? 为什么技术诊
断的结果在不断贬低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
奥尼尔在 身体五态 一书中引用了伊利奇(Ivan Illich)的观点指
出, 在西方工业社会中, 身体的医疗化已经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问题在
于, 我们是否需要像现在这么多的医疗, 我们拥有这些医疗是为了谁,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些医疗? 对于迄今一直用于应对并解释身体化存在
的日常病痛的那些辅助医疗乃至与医学无关的措施, 我们是否应当统
统丢掉(奥尼尔, 2010: 91)? 奥尼尔在书中所举的例子也许有失谨慎
(参见该书译者李康的注释),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抛弃医学, 但这一
问题的提出在过度医疗成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今天则是非常有意义
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由于医学被推定为是基于对某一身体疾病的
原因和治疗的客观的、科学的理解, 因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聆听
病人对其状况的陈述, 每个病人都被当作是需要处理和治疗的 病体 。
现代医学如此忽视作为其治疗对象的病人的意见和感受已经受到了人
们的指责(吉登斯, 2003: 148)。

( 三) B 超检查: 中国情境的身体经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超声图像诊断技术在产科的应用范围得
144

母职的想象: 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
身体经验与主体性

到空前拓展, 它对于评估胎儿结构是否异常、
多胎妊娠、
胎儿大小、性别
鉴定, 以及怀孕周期等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资料显示, 在医学技
术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 妊娠期接受一次以上超声检查的孕妇超过
90% 以上, 甚至 100% 。对我国城市居民来说, B 超检查也早已为大多
数人所熟悉, 在整个孕期产前检查的过程中, 每个孕妇一般至少要做三
次 B 超检查。在产前检查如此普遍的今天, 不论是医师或是孕妇, 渐
渐对超声波这项技术所给予的视觉经验越来越依赖1 。B 超检查的过
程不仅已成为孕妇身体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诊断结果也对孕妇的
母职想象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阿霞同一病房的还有两个人, 她们之所以住院也都与 B 超检查
结果有关。一个是怀孕 36 周多在 B 超检查时发现羊水过少而入院保
胎(住 6 号床), 一个是怀孕 4 个多月时偷偷跑去做 B 超检查发现是女
孩而做引产手术( 住 7 号 床) 2。6 床的孕妇看上去气色很好, 年纪较
轻, 其丈夫不时过来陪她说话, 摸摸她的肚皮。过来检查的医生说, B
超单上的各项结果其他的都还好, 就是羊水太少, 几乎只有正常妈妈的
一半左右, 羊水过少很容易造成胎儿宫内窒息或是胎儿畸形, 因此现在
最好在这 里多 观 察几 天, 接 受保 胎 措施。医 生告 诉 她, 胎动 要 数
牢 3, 哪里不舒服要马上叫护士, 如果情况允许, 可以保胎到 38 周后进
行剖腹产, 如果情况不允许, 应该在 37 周结束分娩。6 床似乎有心理
准备, 医生的话并没有让她紧张。在后来与阿霞闲聊时, 她说自己原来
是打算顺产的, 但做过 B 超后知道自己羊水过少, 就决定要剖腹产了,
因为羊水过少可能导致生产时宝宝承受不了宫缩而窒息, 她不敢抱有
侥幸心理, 拖到预产期再剖, 那无疑是拿宝宝的命来打赌。为了保险起
见, 还是早点 挨一刀 算了。在决定要剖腹产后, 她家人都已经给宝宝
选好了出生的良辰吉日。
B 超检查的结果对孕妇是否选择剖腹产会有直接的影响。然而,
1. 参见: 高玉馨. 2010. 医用超音波 引进台湾 妇产科 后的发 展状况 ( 1970s- 1990s)

以孕

妇的使用经验为主[ OL] . 网址: www. yaw. com. tw/ sts/ 2010/ data/ content/ a 7 B 3. pdf。
2. 住院病人对自己的隐私都比较敏感, 因而笔者在观 察过程中 不便详细 询问她们 的名字和
具体职业, 只是在其亲友的探视谈话中知道 6 床是一个中学教师, 7 床是一 个体户, 在市区开
了一家杂货店。
3. 方言, 即数清楚并牢记胎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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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术助产方法, 剖腹产已有被滥用的危险。据世界卫
生组织(WTO)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超过 46% 的中国孕妇选择剖腹
产, 剖腹产率为全球第一。但是, 其中 25% 的孕妇根本没必要采用剖
腹产1 。个中缘由大多来自孕妇家庭及其个人, 也包括社会风气的影
响。例如, 有的家庭刻意安排胎儿的出生日期, 有的孕妇害怕自然分娩
带来的疼痛, 有的甚至是担心顺产后影响夫妻生活而要求剖腹产。还有
人认为剖腹产率居高不下是医院出于利益的考量而造成的, 比起顺产,
剖腹产手术又快又赚钱。笔者在医院进行田野观察时, 就不止一次听到
有孕妇抱怨说剖腹产的费用太高了。实际上,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高剖腹产率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技术与性别意识形态的关联问题。
由男性医师主导的妇产科技术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男性雄风 , 正如台湾
一位学者在分析战后台湾妇产科手术技艺与性别政治时指出的, 通过
知识权力和手术刀, 对女性身体做切割与解剖, 并且通过这些手术, 同时
建构了一个零碎化、
身体部分可先后组合切割、
容易剖开操作与再缝合
的女体, 这一女体也许可称之为 布娃娃女体 (傅大为, 2009: 285)。
当然, B 超检查在医学上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孕妇了解
胎儿健康状况也非常有帮助, 因而我们说 B 超检查已经成为了孕妇身
体经验的一部分, 孕妇可经由 B 超的影像诊断想象胎儿的成长状况和
享受作为母亲的乐趣。然而, B 超检查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给孕
妇带来痛苦的母职体验(如经 B 超检查发现胎儿发育畸形, 或胎儿性
别与父母的期望相左) , 产生 母亲焦虑症候群 , 并由此可能成为终止
母职体验的 刽子手 。其中尤以性别鉴定为最, B 超室外显眼的 禁止
胎儿性别鉴定 的宣传语似乎就在倾诉着胎儿被性别鉴定为女孩之后
的悲惨遭遇。
自古以来, 重男轻女 都是中国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包袱, 即使在
现代城市文明中, 男孩偏好 仍主导着许多中国人的生育意愿。7 床
那个大约三十出头的妇女, 脸色一直比较阴郁, 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
躺在那里玩手机, 只有到饭点时才见其丈夫提着饭菜过来, 这与 6 床络
绎不绝的亲友探视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初, 我并不知道她是为何住院
1. 数据来源: 什么情况下应选择剖腹产, 中国经 济网, 2010- 05 - 13, 网址: http: / / www. ce.
cn/ health/ muyi ng/ sqtl/ 201005/ 13/ t20100513_21394450.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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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一次她与一个比较亲密朋友的通电话中, 才知道她是来引产的。
她在电话中说, 她老公非常希望生一个男孩, 从刚怀孕时就特别着急想
知道胎儿的性别, 上周悄悄带她到一个小医院去做 B 超检查, 结果却
还是个女孩。老公一时无法接受, 就劝她早点去做掉以后 再怀一个。
迫于家庭压力, 她也只好到医院来引产。说起自己的无奈, 我听到她的
声音都有点哽咽, 泪水已经从眼角流出来了, 肚子里转瞬即逝的小生命
带给她的看来只有失望和悲伤。她对电话里的人说, 大女儿已经 4 岁
多了, 也很乖巧, 虽然她并不重男轻女, 但其实她现在也想要生一个男
的, 只是她的命 怎么这么不好 。
在类似的案例中, B 超诊断的结果不仅没能减轻怀孕女性的身心
负担, 还使她们变得更加焦虑, 生男孩的压力不但没有减少, 还因产检
而提早开始担心, 甚至为了满足家人对胎儿的性别期待而沦为生育的
工具。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中, 母职 除了生养照顾的职责之外, 也包
括家庭和宗族对传宗接代的要求。城市职业女性夹杂在多重角色期待
下, 遭受更多的压力, 传宗接代的观念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式微。大多
数的女性还是希望藉着怀孕生 子 的身体展现, 摆脱社会对于其无法
承担母职和传宗接代的污名印象。然而, 一旦通过 B 超鉴定怀的是女
孩, 那么关于母职的想象将是暗淡的, 女性的身体经验在此就要蒙受更
多屈辱的眼光, 或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因为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
不能生 子 的女性是要承担沉重的伦理污名的。
在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属
于非法行为。绝大多数正规医院的产检医生不会明确告诉孕妇胎儿的
性别, 但仍然有不少准妈妈在产检时总是想方设法( 包括贿赂)套问医
生, 试图知道宝宝的性别是什么。这种在传统生育文化及现行政策规
定中滋长起来的对胎儿性别的焦虑与西方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可
以说, 中国情境下的 B 超检查很大程度上给城市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
于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身体经验, 相对于西方学术文献较少关注生育技
术对胎儿性别选择和分娩方式选择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在民族志观察
中所遇到的上述案例, 深刻凸显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和现行基本国策
在形塑母职想象中的独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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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怀孕的肉身化 : 女性主体性的异化
产前检查能够及早发现并防治合并症(孕妇原有疾病, 如心脏病)
和并发症(孕期后发生的疾病, 如妊娠高血压综合症), 及时纠正异常胎
位和发现胎儿异常, 确定分娩方式。这是产前检查作为一项女性生育
风险保障制度积极的一面, 也是本文所认同的。然而, 正如本文通过上
述个案和民族志观察材料所分析的, 从女性身体经验和主体性的立场
出发, 在社会医疗化不断蔓延的今天, 健康标准的话语权已为医学权威
所霸占, 孕妇的身体和胎儿是否存在健康风险依赖于各项检查指标的
高低, 而非取决于孕妇自身身体经验对健康状况的评判, 而产前检查的
各个环节又很容易让医生认为怀孕 乃是偏离正常健康的状况 。有些
批评者, 伊利奇( Illich, 1976)甚至尖锐地指出, 现代医学实际上是弊大
于利, 由于低估了自我治疗和传统治疗形式的作用, 人们变得依赖于专
家而不是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转引自: 吉登斯, 2003: 148) 。对胎儿健康
的担忧和对疾病的恐惧, 使女性对自己怀孕的身体更为焦虑, 在医生的
凝视和冰冷的器械之下, 怀孕的身体被进一步客体化, 并使产前检查成
为了现代医疗技术介入孕妇自身身体经验言说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
方式不仅 进一步贬低了她和胎儿和她怀孕的身体间的特许关系 , 也
让孕妇及产妇在这些经验中往往缺乏自主权 (杨, 2007: 76- 77) 。
因此, I. M. 杨倡导对怀孕经验进行现象学反思, 希望让女人用自
己的声音说话。然而,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话语中, 让女人自己发声
又谈何容易? 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性别话语发生了重
大转变, 其中国家话语、传统话语和市场话语交叠在一起, 女性虽然面
临着众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 但作为主体的女性自身被淹没在三种力
量的交锋与交融之中, 往往顾此失彼, 失去选择的方向和自由, 在平等
与发展、
独立与安乐的困惑中陷入两难(吴小英, 2009: 174)。从孕期女
性的相关研究来看, 国内外的反思文献非常少, 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孕
育经验都淹没在 怀孕的女人最幸福 这一类的论调之中。事实上, 怀
孕的艰辛历程远不会少于其所带来的幸福时光, 而当前大多数孕育书
刊的话语建构都把怀孕过程浪漫化了。这种浪漫化的结果是, 母亲形
象被美化成圣洁、
慈爱的圣母化身, 进而强化了母亲角色是女人神圣的
天职。在女性无法掌握话语权的父权制社会, 女性不能用自己的声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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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怀孕经验, 而以男性性别话语为中心的怀孕论述则排除了女性的主体
性, 这不仅使女性的独特体验面临着被大众传媒同化和扭曲的可能, 甚
至也潜伏着女性主体性被异化的危险。I. M. 杨所说的 怀孕的肉身化
即包含着主体性被异化的危险。
女性主体性一直是性别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它指向女性作为主体
存在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
作用和价值等方面的一种自觉能动
性, 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 发挥主动性、
创造性的内在动机(赵小
华, 2004: 10) 。对于女人来说, 怀孕 是一项既独特亦富有创造性的特
殊任务。然而, 女人在怀孕时就像是经历了主体的分裂, 造成了怀孕与
生育经验的异化。在 I. M. 杨看来, 这种异化感主 要来自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是生育环境所提供的一般程序比女人需要的消极许多, 在这样
的环境中, 女人的行动被医院所监视并监控, 不允许她们四处走动; 其
次是仪器的使用提供了一种客体化怀孕及生产的手段, 而这种客体化
会否定或贬低女人对这些过程的亲身经验, 造成女人的异化; 这类仪器
将怀孕与生产过程观察方式的控制权从女人手上转给医疗人员, 在这
个过程中, 女人的经验被贬低, 代之以较客观的观察手段; 再次, 由于在
当代产科脉络中, 相关医师通常是男人, 而男人无法对女人独特的怀孕
经验感同身受, 这又会进一步造成孕妇的异化1 ; 女人在医疗环境中经
验到的最后一种异化, 来自当代医疗临床上通常构成医病关系的权威/
屈从关系。医疗已逐渐变成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权威的体制, 就像是法
律系统甚或宗教组织。医师凌驾于病人的权威, 更被性别阶层的动态
所放大(杨, 2007: 97- 99)。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已经失去了对生育过
程的控制, 因为她们的意见和经验被主管生育过程的专家视为不相干
(吉登斯, 2003: 149)。这些异化感的大多数表现在上一节的个案分析
和观察材料中, 但实际上, 还有一种关于女性主体的异化需要对其进行
详尽阐述。
这种 异化 指的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身体、行动或行动结
果的客体化或挪用(杨, 2007: 93)。I. M. 杨对怀孕经验的反思, 揭露了
1. 根据笔者的观察, 目前妇产科中女性医师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至少, 在 笔者所观察的这
个妇幼保健院里, 男性医师的数量并不多。但是, 女性 医师的增加并不 意味着女性 在当代产
科脉络的医学话语中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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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中心化的身体主体性, 即自我置身于非我形态。她引用克莉丝
蒂娃关于怀孕的评论: 怀孕似乎被经验为主体分裂的根本体验: 从身
体内长出另一个身体, 自我与他人、
自然与意识、
生理与言语, 都既分离
又共存 ( Kristieva, 1981: 31; 转引自: 杨, 2007: 80)。从这一评 论可
见, 怀孕的女性主体性被异化不仅体现在上述个案和民族志观察材料
中被现代产前检查的医疗技术所客体化的女性身体上, 也不仅体现在
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话语对母职形象的刻意书写上, 体现在被主体身
体所分裂出来的另一个身体上。因而, 被异化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是去
中心化的主体性。
自从胎儿的第一个动作开始, 孕妇关注的焦点就已经从自己的身
体转移到胎儿身上, 即使有时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
为胎儿的存在使自己的身体发生微妙的变化。就像阿霞, 她会去认真
体察胎儿每一个细微的身体动作:
刚开始的时候, 胎动就像肠子在蠕动一样, 虽然动作较
小, 但每天都会察觉到。再过一两周, 胎动的感觉就像宝宝用
小手指戳你的肚皮, 很轻, 有点像是肚子里面鼓泡泡, 但是不
连续。特别是晚上躺下之后, 感觉更是明显, 有时在肚脐左边
凸起, 过一会儿, 又在右边凸起。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就像鱼
儿一样游来游去。用手去摸, 能感觉到硬硬的一小块或一大
块。越到后面, (胎儿) 动的力量越来越大, 有时候能把肚皮踢
得一颤一颤的。踢得厉害时, 我会突然叫一下, 然后用手抚摸
几下, 宝宝又安静下来了。有时候, 我也会趁着胎儿动的时候,
轻轻地拍两下鼓起的地方, 就像和宝宝一起做游戏一样, 听说
这也是胎教的一种方式, 可以让宝宝更早地学会与外界接触。
对于每一位 准妈妈 来说, 胎动的感觉充满了神秘和喜悦。然而,
亦是因为胎动的体验, 让 准妈妈 产生了主体分裂的感受。胎儿的动
作完全发生在母亲的体内, 看上去像是母亲的动作, 但实际上却是属于
另外一个 主体 的动作。A. 瑞奇如 此说道, 在怀 孕初期, 胎儿的骚
动, 感觉起来就像是我自己身体幽灵般的震颤, 后来又像是一个被监禁
在我体内之存有的运动; 然而这两种感受都是我的感受, 促成我自己对
身体空间与心理空间的感知。 (Rich, 1976: 47) 起初, 很难发觉这两个
主体的空间边界在哪里, 但当胎儿一天天长大, 准妈妈 会感觉到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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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东西将逐渐与她分离, 并将最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主体
的这种分裂感给准妈妈带来了与怀孕前完全不一样的身体感知。
表 1: 产前复查记录表
次数

日期

孕周

血压 Kp 体重 kg

宫高 cm 腹围 cm 胎位

54
耻上三指
57. 5 脐下一指
60
20
84
62. 5
24
89
63. 5
28
92
65
31
91
65
33
93
66. 5
34
94
66. 5
34
95
甘胆酸指标太高, 建议住院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2010-

12+ 5
16+ 5
20+ 5
24+ 4
29+ 2
31+ 2
32+ 4
33+ 4
34+ 2
35+ 1

110/ 70
120/ 80
110/ 80
125/ 75
92/ 60
100/ 60
100/ 60
100/ 70
100/ 60

11

2010- 08- 19 36+ 1

100/ 60

67

33

12

2010- 08- 23 36+ 5

110/ 70

67. 5

35

03040505070707070808-

07
05
03
30
01
15
23
30
06
12

胎心

LOA
LOA
LOA
LOA
LOA
LOA

146
150
148
143
140
150
146
145
140
144

96

LOA

150

98

LOA

145

资料来源: 阿霞的 孕产妇保健册 , 第 8 页。

表 1 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阿霞在整个孕期的身体变化情况。由于在
孕晚期甘胆酸指标偏高, 所以她比别人多做了几次检查。除甘胆酸异常
之外, 其他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这些正常的指标所反映出
来的身体变化也给她的日常行动带来诸多麻烦。体重的不断增加, 宫高
的日渐增长, 腹围的与日俱增, 都使她不再拥有怀孕之前那灵活的身体。
随着胎儿长大, 即便是像日常生活中的行走、弯腰、
转身和坐下这些其他
人看来再平凡不过的行动, 也要经过一番观察和计划才敢继续。
比如下楼梯吧, 隆起的肚子会影响我的视线, 我不得不放
慢节奏, 还要扶着栏杆。之前我比较常去超市购物, 但在孕晚
期就很少去了, 我不敢挺着大肚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我有时
候会嘲笑自己的走路姿势越来越像企鹅, 步伐摆来摆去的, 有
时候还要用双手托住肚子, 走路时间一长, 就会感到疲劳。
阿霞的这些身体经验跟 I. M. 杨所体验过的有着极大的相似: 在
有些时候, 我会觉得我的身体只是一种阻力, 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他性
(otherness), 阻挠我完成我的目标 (杨, 2007: 85)。这个 他性 表明,
怀孕的女人似乎只是个容器, 里面盛着个逐渐将与她分裂的主体。梅
洛 庞蒂强调, 主体性就在于身体本身, 活生生的身体 的存在, 不仅让
人们体验到自我, 也通过身体与他人沟通。怀孕的身体也必然是每一
位孕妇社会行为的基础, 它所展现的是社会文化与生活环境对怀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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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独特主体经验的塑造。只不过, 怀孕的身体体现在自我与社会
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 I. M. 杨称之为 怀孕的肉身化 , 因为怀孕的身
体在整个产前检查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是一个分裂和异化的主体。作为
联结孕妇自我与社会最主要的身份角色, 母职 亦成为父权制社会中
异化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项制度安排。女性主义者批评, 在父权制社会
中, 母职制度 实际上 并非以 母亲为 中心, 而 是以 小孩 为中心 ( Silva,
1996)。一个女人往往将生儿育女视为人生第一要务, 在成为母亲之
后, 将面临一方面获得成为母亲的新认同, 另一方面却必须为了小孩而
将自己的需求置于一旁的 自我认同的两极化 (Oberman & Josselson,
1996)。女性主体性的异化状况在这种身份认同两极化的纠结之中或
许可以得到更为有力的阐释。

五、结论: 重新思考 母职神话
本文以阿霞的身体经验为个案进行深度剖析, 以民族志观察为补充
材料, 揭示了孕妇如何在产前检查过程中体验母职。本文认为, 产前检
查已经演变成孕妇必须承担的一项健康职责的新伦理, 在中国传统生育
文化及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下, 产检过程亦形塑了城市怀孕女性独有的
母职经验; 然而在现代医疗技术的权威干预下, 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却
被不断贬低, 导致孕妇的身体经验屈从于医学话语的建构, 而不是由女
性自己言说, 怀孕的身体亦被医学凝视所客体化并失去其自身主体性,
母职的体验也因此变成一种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职业女性, 阿霞的产检故事同样也发生
在千千万万的城市女性身上。她们有着较为体面的工作和相对稳定的
收入, 她们在职场中日渐提升的社会地位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分
工模式。然而, 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来说, 有一点是她们在目前非常难以
改变的, 即做母亲的职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也曾抱怨道: 只要女
人到了二三十岁由于生理或社会原因没有怀孕, 你就要面临与规定你
的性别的行为规范做斗争的局面。性别规范假定每一个生理女性都有
母性, 都愿意做母亲(转引自: 李银河, 2007: 160- 161)。正如本文前面
提到弗里丹所批判的 女性神话 , 许多相关研究亦发现, 人类的文化普
遍建构了一种有关母亲、
母性和母职的神话。这一套神话定义了女人
的重要角色, 规范了与这个角色相关的所有价值和行为。在这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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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笼罩之下, 一个女人一生的终极实现就是要成为母亲, 否则将会有遗
憾, 甚至成为人生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1 。而对孕妇来说, 要想成为一
个合格的母亲, 就必须定期到医院接受产前检查。产前检查在今天已
经成为准妈妈们体验母职、建构母职身份最重要的阶段, 医院也成为了
一个女人完成母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母职神话 已经成为支撑母职制度的一种重要性别意识形态。但
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在探讨中更为关注的是母职经验, 而非母职制
度2 。女性主义学者虽然提出了诸多关于母职的论述, 但大多是从制
度层面上来批判, 而将怀孕视为一种真真切切的母职经验来分析的文
献却仍然零星而散乱。尤其是在大陆学界, 在关注女性主体性被异化
的文献之中, 对孕妇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更是为罕见。本文认为, 与其
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进行宏大叙述, 不如从女性个体的生存境遇
和身体经验来进行微观探索, 这或许更有益于揭示女性在现代文明社
会中的不平等遭遇。因此, 本文将母职经验与现代医疗技术之间的关
联置于身体、技术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来理解, 并且特别注重从社会
性别的视角来挖掘女性自身的身体经验, 重视女性自身经验、感受及由
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中所固有的价值。这一点, 对于弥补孕妇这一特
殊主体在中国大陆性别研究中的缺失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 女性一直被作为 唤醒 的对象和 解放 的客体,
在学术领域, 女性也往往更多地作为具有特殊性的人群进入研究者的
视角而成为 被研究者 (王金玲, 2000: 54) 。虽然孕妇也是作为一个特
殊人群进入研究者的视角, 但本文在揭示女性主体性被异化时并未将
她们视为被 唤醒 的对象( 客体) , 而是将其当作拥有丰富身体经验的
主体。尽管孕妇们有着相同的生理结构和相似的妊娠过程, 但也可能
因为每个身体拥有不同的知觉与体验而形塑了不同的母职经验, 因而
也有很多女性生育是为了其他无法与父权思想划上等号的原因。这些
1. 参见: 陈怡君. 2005. 女性主义 妈妈: 阅 读中 狂想 母职 [ N] . 台 湾立 报. 10 月 17 日 http: / /
www. lihpao. com/ ? action viewnews itemid 94192。
2. A. 瑞奇( Rich, 1976) 以自身作为母亲的经验阐述, 将母职区分为 母职经验 ( experience of
mothering) 和 母职制度 (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 。与作为 父权制压迫机 器的母职制度不
同, 母职经验 是可以藉由女性身体的母职实 践。 她认为, 如果女性 能够将母职视 为一种经
验以及创造力和喜悦的来源, 将可使女性从父权 制下的母职制度 中解放出来。因 此, 她主张
要改善的是母职制度, 而非废除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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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藉由 透过 身体思 考 来 予以探 讨( 萧 文洁, 2007: 16)。蔡 丽玲
(1998)在其有关母职作为女性主义实践的研究中, 同时观察到截然不
同的母职经验: 一边是充满抱怨与不快, 而另一边却是充满愉悦与自
信。研究者认为, 无论女性主义极力反对或无条件支持, 都无法完全套
用于实际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母职经验, 因为一味认为母职必定带来喜
悦与创造力, 可能忽略了实际生活也有痛苦的一面; 倘若极力反对母
职, 却也可能忽略母职确有可能为生命带来丰富、
具有颠覆父权体制的
可能(萧文洁, 2007: 12)。
因此, 在主体性被普遍异化的年代, 身体本身即是一种策略, 以母
职作为女性身体经验, 亦可能有助于建立新时代的女性认同与女性主
体性。像 A. 瑞奇主张的 透过身体思考 或许真能从女性主体性的立
场给我们重新思考 母职神话 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当然, 这需要一
种方法上的反省, 在资料收集乃至研究分析的整个过程中采取文化主
位的立场, 通过女性口述史、生活史、
个案的深度访谈和女性自我民族
志等方式, 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来解释其所处的情境与行为选择,
让女人自己发声, 警惕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建构, 如此方能对女性自身
的身体经验和主体性有深入了解和客观论述。
追寻女性的主体性历来是性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 重
构女性的主体性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在日常生活的医疗
化对女性身体经验的殖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中, 当代生育技术对母职
及女性主体性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女权主义内部, 对于母职和新生育
技术之间的关联都有着较为复杂的看法。这些观点呈现两极式的发
展。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母职持负面态度, 而对新生育技术 十分乐观。
她们认为母职是女性的负担, 陷女性于奴役地位, 是应该解除的压迫,
并将解除妇女 生育负 担的 新技术 视为妇 女解放 的关键 ( 弗里德 曼,
2007: 89)。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中, 白人女性主义者对母亲角色采取
的就是这种负面批判的态度。她们挑战母亲是女性宿命的传统观念,
争取女性有 不做母亲 的权利。持这一观点最为著名的学者当推舒拉
米斯

费尔斯通, 她认为由女性履行生育职能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 若

要真正解放妇女, 唯有借助新技术将妇女从生育负担中解脱出来。在
费尔斯通的乌托邦中, 一旦人类科学掌握了生育技术, 也就不需要女性
去怀孕, 原来由母亲承担的抚养子女的义务将由男女平等分担, 两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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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也就彻底消除了(Firestone, 1979, 转引自: 弗里德曼, 2007: 89- 91)。
另外一些女权主义者则对母职持肯定态度, 而对生育技术抱谨慎态度。
她们认为母职的具体实践可以形成女性的共同经验, 这是上苍赋予女
性的特殊经历, 只要将这种经历由男性控制转为女性自主控制, 做母亲
也可成为女人的快乐之一。站在这一立场上的女权主义者认为, 生育
技术非但没有解除女性的生育负担, 反而干扰了妇女怀孕、
生育和做母
亲的经历, 因为男性试图利用生育技术夺走女性的控制权(弗里德曼,
2007: 92)。如 A. 瑞奇认为, 医学技术特别是男性控制的医学技术把生
育变成了压迫的领域, 男医生和男科学家制定怀孕规则, 如吃什么、喝
什么、
如何锻炼和分娩的规定。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指责使用药物和荷
尔蒙以刺激排卵等新技术不仅危害了女性健康, 而且制造或加大了想
要孩子的不孕妇女的社会压力。她们将母职医疗化的扩张看作是男人
充分控制女人身体的一种技术手段( 同上: 94- 95)。
实际上, 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说, 新生育技术对女性的影响并非
像上述争论那样截然对立。任何一个女性主体对于怀孕这一事实都有着
非常复杂的身体经验, 尤其在现代医疗检查技术的普遍介入之下, 绝大多
数城市女性从怀孕伊始就会体验到母婴健康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手段对
身体的入侵。这种境遇使广大怀孕的女性对产前检查的过程始终抱着 好
恶交织 的态度, 而个体的这一境遇却对理论的推进和主体性的重构有着
重要价值, 这是因为, 在一些现象学家看来, 主体性就在身体本身(梅洛 庞
蒂, 2005), 因而关注身体、
找回身体, 主体性才有重构的可能。
在身体健康成为我们社会的新伦理的背景下, 从身体、
技术与性别
的角度对产前检查的过程进行考察, 对于揭示母职角色是如何被形塑
的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产前检查这个女性特殊的生命历程中, 要
重构其被现代医疗技术和性别话语所异化的主体性, 破除 母职神话 ,
不仅需要立足于女性自己真实的经验, 将身体作为一种策略, 激发女性
主体意识, 还需要改变医学话语和性别话语中视怀孕的女性为偏离常
态的观点, 尊重女性的身体经验, 同时也需要在国家母婴保健工作的政
策层面上来保障女性的主体性, 而不是仅仅将女性的身体(健康)作为
医疗卫生部门监视和管理的对象。当然,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社
会性别的视角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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