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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某某涉嫌强奸案一度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两家主要媒体的报道似乎讲述了两个

不同的故事 ：《南风窗》杂志的报道激起了大众舆论对“养父”强奸未成年“养女”并利用专业

知识逃避法律制裁的愤恨 ；财新网的报道则以“反转”的文风又为这样的愤恨火上浇油并殃及

自身，最后以道歉和撤稿结束。目前对舆论报道的分析多来自新闻传播的研究者和从业者，主

要关注以下议题 ：新闻专业主义与大众伦理的平衡，新闻报道与隐私权的平衡，信息来源的单

一化，新闻的“小说化”和近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的关系”。这些专业探讨有助于深化我们对

问题的认知，但是其主要囿于新闻传播学的范围，比较表象且道德情绪色彩浓厚，缺乏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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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性与性别研究等领域交叉性的深入探讨与复杂分析。

对于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的舆论话语进行分析，离不开跨学科的视角，通过这些交叉性的视角，

才可能捕捉到案件及其所引发的舆论话语中交叉性权力关系的复杂性。本文旨在对个案引发的舆

论进行话语分析，虽不希望脱离具体语境而泛论，也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此类案件因为围绕

类似社会事件不断出现“故事讲述”类型（Ken Plummer）和“话语爆炸”，以及其中所透射的刻

板的思维模式与道德预设，而具有了深化探讨更为普遍的学术的意义。本文的主旨在于，把涉及

此类议题的故事讲述套路进行复杂化解读，并把大众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重新“问题化”。

当大众舆论斩钉截铁地排斥任何判断的犹疑时，可能不自觉地与之前不愿意立案的执法机构分享

了共同的刻板印象 ：如果承认两人可能有恋情，就不大可能成立强奸罪，必须对受害者进行完美

想象，被害者和能动主体二元对立不可兼容。如何突破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困局，并寻找新的可能 

性，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简化复杂 ：反转的文风与消失的报道

《南风窗》杂志以“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为题做了报道。

鲍某某拒绝接受采访，报道传达了单方面的信息。耸动的题目配以对性侵具体细节的描述，虽遭

到新闻同仁的批评，却足以吸引眼球和激起愤怒。当然，这些关注和愤怒是一个良善社会本来就

不该缺席的情绪，这些情感反应常常也是道德伦理的构成性要素。然而，一些报道和自媒体正义

爆棚的背后，不乏对于这一涉“性”事件的消费。人们在此案报道后所引发的愤怒和正义感当然

不能被污蔑为八卦心态，然而，不能容许复杂讲述的单向度叙事已然逐渐形成。

财新网的报道则以“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为题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引起舆论较大反弹，

尽管编辑部撤稿并道歉，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个报道的确增加了信息量，使得事件更加

立体，小女孩和鲍某某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化。然而，记者在文风上的确给人一种印象 ：此报道

就是要跟《南风窗》的报道唱对台戏，复杂化的讲述被单方辩护的文风所掩盖。记者在自己微

博上的发言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记者抱着这样的心态来解读报道时，可以想见正好迎头撞上读

者对于报道目的的猜测。这是一场“反转”和“反反转”的直接对决，双方在一个狭窄的小道

上相遇，这两种情绪似乎要拼个你死我活，结局就是这个报道的夭亡。

当然，财新网记者正确地提醒我们应该思考严肃的内容，可是报道中内容上的复杂却被“反转”

的文风给简化了，这再一次验证了一个说法——形式即内容。本来财新网的报道可以冲击大众对

于“完美受害者”的想象，然而却几乎是“铆着劲儿”要讲述一个“非性侵”的故事，完全无视

这些调查根本不能支撑记者的这一反转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简化复杂”。当然，《南风窗》的报

道也是一个简单化的版本，但是，不一样立场的简化一定是获得不一样的待遇，大众情绪能够欢

迎什么样的简化，痛击什么样的简化，都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

要抨击大众舆论的双重标准，事实上，要求首尾一贯的融洽，哪怕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来说

都是困难的。本文真正想解答的是 ：何以“反转”与“反反转”的直接对决，淹没了复杂化讲述

的声音。

福柯在《性经验史》里对权力的创造性分析恰恰是借助于对性话语的探讨，也许这不是偶然

的连接。他的性话语分析包括社会对儿童性行为的焦虑和干预话语，可能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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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性”来揭示权力，认为权力关系“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

相互作用中运作着”①。然而，本案所引发的大众舆论话语基本上主要在一个权力关系的轴线上展

开，那就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却有一种被僵化理解的危险。尽管我们也

看到了一些女权主义的复杂分析，但是这些声音也基本被淹没在双方年龄差距所引发的大众舆论

的巨大焦虑中。多年前，潘绥铭教授在课堂上以社会学家的敏锐向法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 ：“法律

以 14 岁作为同意年龄线，是不是意味着 14 岁就可以做爱了？”此案中大众舆论显然给出了完全否

定的回答，大众的愤怒不仅仅指向强奸，也指向了同意年龄线过低的法律。

年龄焦虑只是“简化复杂”其中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对强奸罪的简化想象在执法者和批判执

法者那里都同时存在，在“反转”和“反反转”的情绪里也都共享了一些刻板，无论是《南风窗》

和财新网的报道以及所引发的网络舆论反应，都可以在这个脉络里得到理解。

互为镜像 ：强奸罪的僵化与舆论的刻板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与其说要批判大众舆论的刻板，展示知识分子对于大众舆论的傲慢，

不如说要指出此种刻板是跟强奸罪的僵化认定这一制度语境相关，揭示刻板舆论的制度起源更像

是一种同情的理解，而非高高在上的不屑。

强奸罪的僵硬特征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这个罪名所承袭的父权制要素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普通法的传统之下，强奸罪的成立要求受害者至死抵抗。有一句谚语典型地体现了主流社会的

偏狭想象，即“线不能穿过流动的针眼”。这句话用来说明如果女性拼命抵抗，强奸行为就很难完成。

随着女性权利的崛起，这样严苛的抵抗要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要求受害者“合理抵抗”

为要件。美国 20 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运动希望进一步废除这个抵抗要件，提出“不就

是不（no means no）”的口号，意思是受害者不需要身体的抵抗，因为这给受害者带来了严重身体

伤害甚至死亡的风险，也使得受害者而非施害者在诉讼过程中被过度审视，所以只要一方表达了

不同意，对方无视这种不同意所进行的性交行为都构成强奸罪。如果这个口号所体现的精神能够

真正在司法实践中落实，强奸罪的定罪量刑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事实上，“不就是不”的口号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然而，一旦进步

主义改革开启，就不会满足于既有的成果，女权主义又提出了新的论述，那就是“积极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积极同意”经常被简化为“表达同意才算同意（yes means yes ）”，即只有一方用口头

或者行为表达了同意才算是同意，沉默和消极地什么都没有做，不能代表同意。之前曾经发生过

性行为并不能代表这一次的同意，同意也可以随时被撤销。如今，真正的积极同意标准在美国不

多的几个州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但是美国一千多所大学都把积极同意作为界定校园性侵的标

准，也就是说，刑法上没有完全被接受的积极同意标准，在教育法领域被普遍采纳。②积极同意标

准认为，要求强奸罪受害者一定要说“不”，仍然是传统要求受害者抵抗的老旧思维，为了彻底抛

弃抵抗要件，才提出了“积极同意”的新标准。

改革倡导者对抵抗要件的抛弃，其实连带的是对强奸罪中暴力要件的抛弃。传统刑法所要求

的暴力和暴力胁迫要件在立法和执法者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如果只是抛弃抵抗要件而不抛弃暴力

要件，女权主义的改革终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美国大部分州如今已经在立法上废除了抵抗

要件的要求，但是暴力要件的存在，使得陪审团成员和执法者常常从是否有抵抗来判断案件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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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否存在。所以，尽管积极同意标准在刑法领域还颇受争议，但是美国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学

者都赞成废除强奸罪一定需要暴力的要件。③当然，司法实务和学术还是有距离，女权主义法学

家苏珊·埃斯特里奇 (Susan Estrich) 讽刺地把传统的强奸称作“真正”的强奸，即一个陌生人用

枪指着受害者的头脑，威胁要杀死她或者殴打她，然后进行性交，执法者基本都会承认这就是强

奸。但是另一部分强奸行为发生在熟人之间，使用较少的暴力或者没有造成其他明显的人身伤害，

两人的接触不是因为绑架，而是约会。此种情况下，执法者往往会认为不构成强奸罪。④在美国，

女权主义呼吁对“约会强奸”的重视已经很多年，却很难推进刑事惩罚。正如苏珊·埃斯特里奇

被广为引用的名言， “谴责约会强奸比惩罚约会中的强奸者容易得多”⑤。

我国 1997 年《刑法》第 236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虽然刑法学界通说认为，

强奸罪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定罪极度依赖施害者的暴力和受害者的抵抗。

有学者批判这样的规则极度滞后，希望将“缺乏被害人同意”作为强奸罪的核心特征。⑥这基本

上是在倡导强奸罪的认定采纳积极同意（“肯定性同意”）标准。当然，也有学者不赞同引进这样

的模式，认为与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不相容，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⑦

我国是否应该采纳积极同意标准尚无定论，但是这些讨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其松动了强奸罪

的暴力要件和抵抗要件，而这些思维对于讨论非陌生人之间甚至是恋人之间的性侵案件，难道不

是题中应有之义吗？然而，在“反转”和“反反转”的大对峙当中，这些有意义的讨论几乎没有

办法打开言论市场的空间而获得关注。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巨大的权力关系落差中，同

意与否没有意义，法律认为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没有同意发生性行为的能力，然而我们在立法上

是否有必要以“保护”之名剥夺更多人的同意能力？

我们看到很多人包括法学学者在讨论提高同意年龄线，认为中国《刑法》规定 14 岁就可以

有同意性行为的能力不合理，希望提高到 16 岁、18 岁甚至 21 岁，对此议题法学界也有不同的声

音。对于鲍某某案来说，提高同意年龄线的建议多少有一种思维的懒惰，因为鲍某某案跟比较典

型的暴力或者暴力胁迫的强奸案不同，加上时间过去很久，取证比较艰难，而年龄的认定相对比

较客观也比较容易，所以人们希望用这种“一刀切”的模式来解决将来的“鲍某某们”的定罪问题。

可是，这样的立法建议对于成年的熟人之间没有明显暴力强奸的认定难题的解决，完全无济于事，

甚至年龄调整的建议遮蔽了对这一难题的探讨。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遮蔽，更重要的遮蔽来自这一舆论现象 ：网友们对于财新网撤回的报道最

重要的抨击常常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财新网应该向谁道歉？苑苏文为何能将性侵事件写成温情

忘年恋？或者是这样的讽刺 ：“全文以一种极其暧昧的笔触细腻描绘了一场四十多岁男子与十几

岁养女之间的忘年之恋，堪称齐鲁大地的一树梨花压海棠。”⑧我们没有办法言之凿凿说他们两个

人的关系就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一来信息有限 ；二来爱情本身到底是什么，有哪些规范要素

构成，比强奸罪的本质更难以说清。即使不涉及强奸，人们对于跨代之恋或者跨代性行为本身就

有一种刻板的反感，甚至对于跨代婚姻也有一种不满。

然而，网络舆论恰恰和鲍某某所用的辩护方式互为镜像。鲍某某是否犯下了强奸罪行还有待

司法认定，可是面对汹涌而来的责骂，他的辩护方式的确是把两人的关系恋情化，甚至称作是以

婚姻为目的的恋情。他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 ：“因为我是单身，无法和她办理收养手续。

她妈就说，那就等她到了年龄办结婚手续，反正都是一起生活，她自己也说爱我愿意这样陪我一



争　　鸣   二 O 二 O 年  第七期

81Jul.   2020

辈子。我想反正我是单身，如果将来感情真能发展到那一步，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就开始保持联

系了。”⑨我们当然不必认为这一定就是真实，鲍某某和谴责他的网友看起来水火不同炉，但是话

语间却共同分享了一个刻板印象 ：只要是恋爱，而且是以婚姻为目的恋爱，就不可能认定为性侵。

这个共同的刻板印象和主流社会“性道德以婚姻为中心”的观念是相通的，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一切不以婚姻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所以，鲍某某的辩护逻辑就是 ：我们是以婚姻为目

的的恋爱，所以与性侵无关。而谴责他的网友的逻辑是 ：你们根本不是谈恋爱，就是性侵。所以，

更深入的讨论就被窒息了 ：恋爱和强奸不可以共存吗？“约会强奸”可以存在吗？甚至婚姻可以

豁免强奸行为吗？

这就涉及强奸罪的特征了。我国刑法界定强奸罪的通说是“违背妇女意志”，而司法实践中

基本上不承认婚姻内存在强奸罪，仅仅是对一些正处在离婚纠纷中的夫妻间的强迫性行为有过强

奸罪的判决。美国基本上各州都经历了对婚内强奸从不承认到承认的过程，但是至今也仍然有强

奸犯靠与未成年人结婚来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美国大多数州虽然将 18 岁作为最低结婚年龄，

但也规定了例外，经过父母或者司法机关的同意，未成年人可以结婚。网友们认定鲍某某就是强

奸犯，担心他通过此种“类婚姻模式”来逃脱制裁，所以坚决否认有任何恋情的可能，甚至财新

网记者所说的“旧社会的故事”也被概括为“童养媳”现象，成了为鲍某某“洗地”的证据。曾

几何时，“童养媳”不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历史陈迹吗？怎么就成了辩护性褒义词呢？其实这

倒不难理解，恰恰是我们的刑法很难认定熟人之间没有明显暴力的性侵犯，更难认定恋人之间的

强奸，基本上不承认婚内强奸的存在，所以网友们竭力否认鲍某某案中恋情的存在。何况执法机

构几次立案和撤案背后的原因可能也跟两人感情状态相关 ：承认有恋情，强奸不可能。

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的确非常强调暴力要件和反抗要件，张明楷认为强奸罪所要求的

强制手段必须达到妇女明显难以抵抗的程度。⑩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恋爱关系中的无明

显暴力的强迫性性行为，也比较容易认定为没有违背妇女意志。这个制度大语境，催生出了我

们所谓的两组互为镜像 ：鲍某某竭力声称两人系恋人关系，网友全力反对两人有恋人关系 ；执

法机关很难认定熟人之间的无明显暴力的“约会强奸”，网友竭力配合认为恋情根本不存在。在

这两组关系里，网友的坚持和鲍某某的辩护互相激发，执法机构的僵化和网友的刻板互相验证。

在这里，我们绝不是说只要不承认两人有恋爱关系，就是刻板，而是说绝对排斥这种关系存在

的可能是刻板的，而这种刻板又是相关制度的僵化所催生的，它的效应就是几乎完全杜绝了“约

会强奸”存在和讨论的可能。

弱势交叉 ：权力关系的固化与流动

法学领域里提到权力，常常指的是国家公权力，尤其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社会学

和文化研究领域对权力的界定更加宽泛。福柯权力理论的影响既深且巨，福柯认为我们要摆脱对

权力研究的“利维坦模式”，要在“法律的统治权和国家的制度划定的领域之外研究权力 ；重要

的是从统治的技术和战术出发进行研究”。⑪福柯所指的统治也超出了传统政治学、法学从国家机

器角度的理解，而是强调一个社会中各种复杂的奴役形式。他强调要砍掉权力研究中的“国王”

的头，权力无所不在，如水银泻地，必须对权力的毛细血管进行微观物理学的分析。 

尽管法学对“权力”概念的运用更强调国家公权力，但是并没有对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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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弃置不顾。例如，探讨此次涉嫌性侵案件时，被屡屡提起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的意见》第 21 条就有这样的表述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僵硬的强奸罪的教义有所松动，负有特殊职责的

人员和未成年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被凸显出来 ：因为是利用优势地位迫使未成年人就范，所以

此种关系里强奸罪的成立不再需要暴力的要件。甚至这里的“迫使”也不应该理解为一般强奸

罪所要求的“胁迫”，后者的标准在强度上要高很多，否则就没有必要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制

定专门的意见。“就范”也是一种“同意”，但这个《意见》基本上已经抛弃了简单的“同意”

标准，因为这样的“同意”是在一个极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脉络里发生，所以并不构成真正有

效的“同意”。

美国有学者把这个问题一般化了，认为在任何强奸罪案件中都要对胁迫性环境更加敏感，并

把这一现象命名为“语境中的强奸（rape in context）”。这个观点认为，强奸罪的国内法应该从国

际刑事法院那里学到经验，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在战争状态下的强奸认定更看重的是胁迫环境，

而非受害者是否同意。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认为强奸法纠结于同意与否，是把一个性别不平等

的系统问题变成了个人之间互动的问题。⑫这个论述对于鲍某某案件的分析启发在于，我们必须

看到鲍某某和未成年女孩之间的性别、年龄、学识、阶层等权力关系，这种强弱关系可能会造成

支配和被支配的模式，所以单单纠结于是否自愿的确忽略了大的语境。然而，这样说并不等于法

律就可以无视两人之间的互动对于是否定罪的重要性，否则强奸罪的认定就变成了身份政治的认

定，只要是高位阶身份的人和低位阶身份的人发生性行为，都构成胁迫语境下的强奸。麦金农当

然不会认为男人和女人因为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以男女间的“性”都构成强奸，但的确认

为在性别不平等的语境下，强奸行为和所谓“正常”性行为很难划清界限。

思想家的洞见并不能也不必对司法的可操作性负责，在鲍某某的案件里，执法机构不应该因

为强调不平等的语境而忽视两人的互动，甚至我们为了考察双方语境的不平等，也必须进入到两

人的互动模式来进行证明。例如，鲍某某当年和小女孩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以至于担负了特殊职责？鲍某某是否曾经如媒体报道般约束了小女孩的人身自由，在家里装摄像

头的行为是否属实，目的何在？只有对两人互动关系进行探究，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胁迫语境

是存在的。女权主义者不断提醒我们不可以总是质疑女人在撒谎 ：“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总要

觉得她会不会在诬告？”⑬这样的提醒是有意义的，可是复杂化地看待鲍某某的案件，我们会发

现女孩在不同时刻表达了对鲍某某复杂的看法，时而对犯罪嫌疑人有利，时而对其不利。即使执

法机关愿意相信女人，也必须在这些不同的话里面去选择相信哪些话。然而，这么说绝不意味着

指控强奸的女性说了矛盾的话就一定是诬告，有些受害人不能讲出逻辑一致的话不意味着强奸就

一定不存在，只是必须进入到具体的互动脉络中去看待胁迫语境的存在 ；尽管对于未成年受害者

来说，这个胁迫的强度要求比一般的强奸罪大为降低。

按照德勒兹的看法，福柯的权力观基本上就是认为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⑭所以，

必须在关系的脉络里去探究权力，如果关系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变的，权力也不可能是固定静止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判断。正如福柯所说，“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

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⑮鲍某某的强势和

女孩的弱势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执法机关曾经的不立案和撤案也的确激发了大众舆论对于弱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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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这样的舆论当然是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没有的话倒是很危险。这种舆论促成公安机关

立案并且承诺认真调查，都是良性的互动。然而，当舆论如潮水般涌来，根本不允许任何另外的

讲述，法律人对舆论会影响调查公正性的担忧也被大加挞伐。法律学者仝宗锦就因此在社交媒体

上遭到网友的“围攻”，以至于写下“答骂人者贴”——认为自己同情女生，但是现有的事实还

不能推导出鲍某某构成强奸罪，因为法律人有时候更加重视犯罪嫌疑人这些少数人的权利保障。

权力关系是流动的。当弱势女孩屡屡求告无门或者被撤案的时候，她希望审判强者鲍某某

的愿望落空，舆论的支持使得局面有所改观，媒体监督国家公权力，形成了良性互动。强奸罪

立法和执法中，的确有父权制的因素，也的确需要女权主义站在女性立场上予以对冲。然而，

当舆论层层加码，完全不允许发出担心犯罪嫌疑人权利受损的声音时，这个强弱关系就有些不

一样了。不是说鲍某某比女孩更弱了，而是说犯罪嫌疑人也是一个弱势身份，当面临公安局侦

查并可能被提起公诉进入审判的时候，我们完全有必要担心执法机构也可能因为怕犯了“众怒”

而有损公正。

鲍某某如今的弱势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 ：其一，面对侦查机关这一国家公权力是弱势。其二，

舆论强大的谴责声浪已经不允许存在鲍某某不被判罪的可能。当然，这样的分析仍然不是固化的，

执法机构仍有可能以父权思维制僵化理解强奸罪，其实父权制本身也是复杂的，可能有时候是“压

迫者”角色，有时候是“保护者”角色，⑯但是舆论不需要灭掉为鲍某某辩护的声音而“庄敬自强”。

毕竟，当未成年人、女性是一种弱势身份需要舆论支持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也是一种弱势身份。

所以舆论不能单向度地看待弱势身份，不同的权力关系里强弱关系流动了，出现了交叉 ：女性兼

未成年是弱势一方 ；犯罪嫌疑人兼被舆论判定是强奸犯的为弱势的另一方。如此错综复杂的弱势

交叉，怎么能期待舆论一律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福柯要我们在权力关系研究中避免只是强调国家公权力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强调犯罪嫌疑人面对国家公

权力的弱势地位，又一次把公权力视角带入到权力研究当中，这或许就是对各种支配关系的敏感

化，无论来源是哪里。

因此，我们要以流动性的视角来看待权力关系，不能以一种僵化理解来取代另一种僵化理解。

当我们说犯罪嫌疑人面对国家侦查或指控因而在某个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否

认刑事案件中可能的受害人的弱势地位。刑事司法常常面临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受害人权利的平衡

问题，但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这种平衡恰恰证明了权力关系的流动，需要我们对各种力量中

的弱势保持敏感，也对强弱之间的相对性给予体认。

例如，当主流的法学过于强调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时候，被害人就成了刑事司法的“弃儿”，

所以美国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兴起了一场被害人权利运动。有学者很好地总结了被害人地

位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 ：原始社会不管是被害人复仇还是血亲复仇，刑罚权都是私人化的，这是

“被害人的黄金时代”。国家和法产生以后，私人复仇不被鼓励，刑罚逐渐“去私有化”，国家成

为侦查、起诉、审判的主体，犯罪成了对抗国家的行为而不是对抗受害者个人的行为，被害人的

地位就边缘化了。刑法完成了“去被害人化”的蜕变。福利国家观、女权主义运动、犯罪被害人

团体的建立等思潮又开始激发美国的被害人权利运动。这个运动当然有其正当性，但是也深深打

上了政治性的烙印，和保守派政客严厉打击犯罪以获得选票的做法共谋，对被告和罪犯进行邪恶

化和怪物化的描述。这个本来具有正当性的运动因为和政客错误政策的共谋，也遭到学者们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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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批判。⑰

权力关系的流动视角，使得我们专注于“矫枉”的同时，时时要警惕“过正”，即使“矫枉”

必须“过正”，也需要有人不断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哪些东西被牺牲了？为了纠正一个不对

等的权力关系，是否陷入另外一个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美国杰出的女权主义法学家阿雅 ·格

鲁伯（Aya Gruber）认为，美国从尼克松时期开始的强调打击犯罪的政策，是无约束的新自由

主义思维的一个部分，女权主义在强奸问题上的观点常常也陷入这种“强调刑事执行”和“讲

全面禁止语言”的范式当中。⑱强奸罪中的父权制要素，需要女权主义的思维和行动进行批判

清理，然而一定也要警惕一味强调重刑的思路，以及与另外一些权力关系中的维护“性纯洁”

的力量进行结盟，从而被强调打击犯罪政策背后的种族主义利用，这是美国框架下知识分子的

反思。在中国语境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固然需要大力倡导，但犯罪嫌疑人权利所面临的困境

也非常突出，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开“公捕大会”，变相游街示众等做法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

如果法律人对此有所忧虑，也是一个健康社会舆论话语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存在，万不可追求

一面倒的舆论谴责。

 

弱者能动 ：结构分析的能与不能

当代西方社会学有一个“结构—能动”二元论述的问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两股力量拉

扯，一个是制约人之行动的定型结构力量（structure），一个是体现人之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动力量

（agency）。⑲吉登斯、布迪厄等学者已经在打破这种二元对立上提出了很多洞见，如吉登斯提出了

结构化理论 ：“不能简单地认为结构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 ，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能动性的促进。

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的二重性 。”⑳至于这些理论解决方案是否成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

确实可以推进我们对于案件的分析。

结构对于鲍某某案中女孩的制约就是经济上、年龄上、知识上的弱势，然而结构同时催生了

“弱者的武器”。在《南风窗》对鲍某某案的再调查中，女孩的某位援助律师说，女孩及母亲曾表示，

女孩身份证上的日期不是自己的出生日期，性侵发生时自己未满 14 岁。这的确显示，在法律制

度的结构之下，年龄越小，越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定罪反而越有利，这也是舆论希望提高同意年

龄线的原因。另一个例子就是“养父”和“养女”事实上的监护关系是否成立，越强调前者对后

者的控制，越容易说服执法者认定鲍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鲍某某在经济上、年龄上、知识上

都处于强势，然而正是这些强势让他在强大舆论面前的自我辩护更难有人相信，这就是强势变弱

势。但是结构也已然赋予他“弱者的武器”，例如现代刑事诉讼法有大量的条款保证犯罪嫌疑人

的权利，法律人根深蒂固地接受了这一思维并且时时担心舆论干预司法公正。所以，结构并非单

方面的制约能动，弱势者也会寻找结构中的缝隙来展开抵抗，不同场域中的强弱之势可能会流动，

尽管动辄以“反转”来看待此案有一些天真。

女权主义法学家王晓丹认为，性侵受害者既非完全自由，也不是完全被决定，而是在阶级、

性别或种族的既有社会资源之下，能动地发展出对自己有利的行动。人们很容易对被害人有一种

被扁平化的想象 ：只要不是全然无助被动，那就不是受害人。她认为要拒绝这个被害者和能动主

体的二元对立，并引用美国学者 Carine M. Mardorossian 的看法，认为强暴文化和反强暴文化均落

入了“被害者或能动主体”的二元对立当中。这个二元对立仍然是互为镜像，在鲍某某的描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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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很有心机，屡屡弄得自己狼狈不堪，他以此来表明大家认为的受害者不是受害者 ；而大量

的舆论恰恰是颠倒过来，否认这个描述是事实，同时又和鲍某某分享了一个预设 ：如果一个未成

年女性不是纯洁无瑕，而是咄咄逼人，那就不可能是受害人。进步主义的声音一直在说能动性、

女性权利、未成年权利，可是当未成年女性没有以“乖乖女、小白兔”形象出现的时候，舆论又

不能接受。为了说服执法机关，就要不断地“弱化”女性，形成一种奇怪又不是不能理解的现象 ：

舆论声称为了未成年女性的权利鼓与呼，可是当未成年女性在互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不是唯唯

诺诺，甚至在“某些时刻”力压强势者的时候，舆论又纷纷接受不了，说这个形象一定是被媒体

污染了，是虚假的再现。仿佛只有彻底对弱势的一方进行“去能动化”，一个待宰羔羊的形象才

能让法律的拯救显得更具正当性，事实上提高同意年龄线建议的背后也有这样的简单想象。其实，

一些报道里看到的复杂叙事被讨厌，部分的原因正是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单一想象遭遇了挑战。然

而，我们真的需要为了凸显拯救的正义感而彻底湮灭弱势一方的能动性吗？

只是强调结构的分析，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得进步立法也窒息了反抗。例如美国“强奸法上的

盾牌条款”不允许被告以女性过往的性经历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来进行辩护，这的确有保护女性

权益反对刻板印象的效果，但是也加强了另外的刻板印象，即女性的性生活是应该被隐藏的。㉑ 

“盾牌条款”被广为称颂，因为在这个制度实施以前，当涉嫌强奸罪被告的辩护律师拿女性受害

者的过往性经历作为辩护理由，企图塑造一个性生活“放荡”的女性形象，由此说服陪审团时，

这种对性生活的随便态度，可以间接证明女性同意了和被告发生性行为。这个招数的确对一些陪

审团成员是有效的，这源于一种刻板印象，即性生活开放的女性不会拒绝与人做爱。这当然是很

糟糕的一个预设，是男权结构下的一个产物，正是要针对这样的结构暴力，所以法律规定不准被

告提交受害者性生活的历史来进行辩护。一些女权主义者不否认这个立法的进步性，但也担心陷

入了“女性的性生活说不得”的刻板印象里。“开放的女性就不会拒绝”这一刻板印象只是被法

律回避了，而不是被直接批判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窒息能动性的思路，因为害怕陪审团成员受

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所以干脆彻底不准提交相关证据，而不是强调要在法庭上对陪审团成员

的刻板印象进行纠正。同理，提高同意年龄线的声音也是偏重于结构的分析，认为未成年人是结

构中的弱势当然有其道理，然而这样的立法建议不过是希望把更多的人拉到一种没有同意能力的

境地，把更多人的“同意”无效化，把更多人的“能动性”窒息在“物化”的境地。

我们对于“能动性”的强调不是一种乌托邦，很多时候能动性都是一种“结构制约之下有限

的能动性”，所以不能二元对立地看待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只是在此案的大众舆论中，结构话

语几乎完全湮灭能动性话语。女权主义常常指责男权思维，为男性被告人开脱的声音总是强调“完

美受害人”，如果受害人不够完美，就否认强奸罪的存在。这固然是一种事实，可是在本案的舆

论中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事实 ：坚决支持对鲍某某定罪的大众舆论也在追求“完美受害人”，认

为媒体对于小女孩与鲍某某斡旋缠斗的描述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栽赃。我们理解这样一种否认能动

性的思维，是对于执法机关不立案的愤怒和对于审判机关不能定罪的担心，然而，我们不该陷入

这样一种互为镜像的困境里动弹不得，更不该以否认青少年的能动性为代价。

很多人把鲍某某案类比为我国台湾的补习名师陈星涉嫌性侵林奕含案，很多读者对林弈含创

作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印象深刻，并认为作品中的房思琪就是林弈含，尽管作者本

人亲口否认说 ：“很抱歉，但我真的不是房思琪，让你们失望了。”㉒整个案件的启动不是由林弈

含家属而是由众多民众告发的，然而我国台湾的检察机关最后对涉嫌性侵者做出的是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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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起诉的决定，可以想象民众对于这个结果是多么失望。对于这个结果，民众依然可以指责嫌

疑人就是性侵者，只不过侥幸逃过了法网 ；女权主义依然可以指责法律对于处理性侵问题既笨拙

又男权 ；相信执法人员独立办案者可能会称赞执法人员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保持了理性。这些舆论

话语或许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关怀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必追求舆论一律。在不同的权力关系和结

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强弱地位，甚至在不同的时间段，同样的权力关系也会呈现出不同

的面貌。一心为女性争取正义的激情也可能否定了女性的能动性，例如林弈含否认自己是作品中

的房思琪，可是很多读者坚决不接受这一说法。本文所分析的鲍某某案件引发的舆论话语也有这

样的复杂性，也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为了替女孩讨回公道而坚决否定女孩的能动性。不仅如此，

在某些激情澎湃的正义感背后，还掺杂着自媒体为了追求流量的喧嚣，从而产生了消费这一案件

的效应。

非固化地看待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常常使得我们不能够快意恩仇、同仇敌忾，过度的反思也

可能使我们失去了行动的勇气，然而尽管保护女性和未成年人权利是如此重要的无可置疑的进步

声音，但仍然需要时时的反身性思考，才能捕捉到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的权力关系中的种种不对等。

或许，刑法在处理性侵问题上，既要警惕男权制的僵化理解对于受害者的不公正，也要顾虑犯罪

嫌疑人面对国家指控的弱势地位。当然，这个两难困境也可能永无完美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对于“舆论一律”可以解决问题没有信心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