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了柜⼦是否就⾛进了阳光：                                     
从纪录电影《出柜》（2019）看出柜政治与出柜经验

Out Of The Closet And Into The Sun?: The Politics And 
Experiences Of Coming Out In Coming Out (2019)

郭⽴夫(GUO Lifu) 

导言 

我是⼀名性少数者。2012年我加⼊了北京同志中⼼，成为了性少数公益事业的⼀份⼦。将近⼀年的
志愿者⼯作，让我对自⼰的性倾向有了新的认知，也对中国性少数者的⽣存状态有了更客观全面的
了解。各种形式的歧视依然存在，同性恋扭转治疗依然猖獗。2013年我下定决⼼趁春节假期向家⼈
出柜。 

然⽽，造化弄⼈。2013年10月我⽗亲因为脑出⾎骤然离世。从接到母亲急切的电话到亲眼看着⽗亲
在昏迷状态下留下最后⼀滴眼泪只经过了三天。⼀周后，我的外公也因为癌症去世。失去了自⼰得
以依赖的两个男⼈，母亲陷⼊了深深的绝望。我背着光，看着母亲默默哭泣的剪影，咽下了出柜的
欲望。 

那之后，母亲在众多亲戚好友的支援下渐渐恢复了精神。期间，我经常带着我的男友⼀同回家探
望，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同吃同住，双⼊双出，母亲也都看在眼里。回北京
的⾼铁站，母亲握着男友的⼿，哭着给了他⼀个⼤⼤的拥抱。那之后，母亲甚⾄打电话向我炫耀她
又帮我挡掉了多少相亲。我从来没有出柜，却得到了母亲的默许。 

《出柜》(2019)的开场，⾕超在墓地祭拜母亲，决⼼向⽗亲出柜的场景在我看来只能用五味杂陈来形
容[‑ ]。我深深理解⾕超想要出柜的欲望，但也同时为他作出的这个选择感到担忧。我承认，我没有1
直接出柜也许是在尝试冠冕堂皇地用“不想伤害母亲” 搪塞所谓“不敢面对的懦弱”。也正因为我的亲
身经历，看到⾕超准备直接出柜的画面时，我切身感受到了他的紧张。 

但另⼀⽅面，通过镜头，我觉得我正在直窥⾕超的伤⼝，在亲⼿挖出⾕超和⽗亲⼼里深埋的荆棘。
我为此感到担忧、羞愧。我直接看到了本应属于⾕超私⼈⽣活的他和⽗亲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出
柜给两⼈同时带来的伤痛。我看到了深夜听到⽗亲啜泣，本来应该因为出柜得到解放的⾕超却陷⼊
了更深的挣扎。这部电影的开场就让我⼼惊⾁跳。我们除了出柜，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1. 作为政治策略的“出柜”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看看性少数者为什么要出柜。“出柜”是⼀个基于⻄⽅⽂化的词汇。橱柜代表着秘
密，隐私；⽽⾛出橱柜顾名思义就是将隐私拿出来给别⼈看，这是⼀种揭露、展示的⾏为，往往伴随着当事者

⾃⼰的伤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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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是同性恋运动 重要的政治策略之⼀。在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视⽽不⻅的背景下，⼀些同性恋者主动公

⾃⼰的身份，将本应属于私事的“性”带到公共话语空间中，通过主动分享⾃⼰的性倾向和性经验搅乱公共话
语空间“不谈私事”的既定规范。这也和第⼆波⼥性主义运动宣扬的“个⼈的就是政治的”不谋⽽合。通过出柜，
同性恋者向主流社会宣告：“同性恋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在这⾥！”仿佛只有先出现在公共空间⾥，只有先
现身，才有说话的资格。


影⽚《出柜》在 头引⽤的统计学数据就是这个政治策略 直观的体现。“中国的LGBT⼈⼝约7000万。”这句
话不具备任何统计学意义。⾸先，⽆论⽤任何⽅法，性少数群体的总数是不可能被确定的。因为这是普遍被认

为的“私事”，被访者回答的真实性⽆从考证。另外，并不是所有⼈都将性倾向、性⾏为等同于身份认同，进⾏
同性间性⾏为并不代表认可⾃⼰的同性恋身份，事实上，很多异性恋者也会进⾏同性性⾏为[‑ ]。 后，中国全3
国⼈⼝的普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没有政府的⽀持⼏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数据是因为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 ]以及《同性恋亚⽂化》[‑ ]⽽在中国⼈所周知的。李银河的数据来源4 5
于《⾦赛性学报告》[‑ ]。⽽⾦赛性学报告只测量了美国男性中发⽣同性性⾏为的⽐率。有过同性性⾏为并不等6
于是同性恋；美国20世纪4、50年代的调查数据也⽆法应⽤在现代中国；⽽男性的性⾏为也⽆法⽤来代替⼥性
的性⾏为，更⽆从谈及包括双性恋和跨性别的所谓“LGBT”了。李银河使⽤这个数据的⽬的是为了阐明⾃⼰的
研究意义。毕竟在90年代，同性恋这个听起来没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题，如果不牵扯上数量庞⼤的社会群体是很
难得到出版机会的。因此，李银河只是⽤这个数据来策略性地争取发⾔的合法性。


但即便如此，因为有了学者的加持，7000万这个数据也成了之后同志运动重要的话术之⼀。例如，北京同志
中⼼就不断在⾃⼰的出版物和公 发⾔中以这个数据为依据，强调同性恋⼈群的庞⼤及其权利和⽣存问题的重

要性。这个策略的⽬的在于告诉主流社会：“有这么多的同性恋活在⿊暗之中。”数字越⼤，震撼就越⼤，创造
社会变⾰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也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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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后的⾕超与⽗亲，截图来⾃《出柜》（©2019 Temjin）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志公益机构也渐渐放弃使⽤7000万这个本质上并不适合中国的数据，改为测量同志
⼈群的“出柜率”。出柜率越⾼，主流⽂化对性少数者的接受度也就越⾼。相反，出柜率越低，主流社会就越排
斥性少数者，社会就越需要改变。然⽽，对于社会运动来说，只要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存在，运动参

与者们就不会轻易公 “乐观”的数字。因为他们的⽬的就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变⾰。⽽变⾰是需要“问题”的。从
这个意义上讲，出柜、现身对于推动平权来说是⾄关重要的。这些数据的应⽤不应该被解读成误⽤，也不该被

解读成真实状况，⽽应该被解读成⼀种政治、话语策略。


然⽽遗憾的是，我们在电影《出柜》中只能看到仿佛真实存在的“7000万”庞⼤的LGBT群体。如果电影《出
柜》，像当今的同志运动⼀样，将这个数据作为⼀种号召社会变⾰的话语策略，那么这⼀策略在电影中⼜是如

何被实践的呢？


这就牵扯到出柜的另⼀层含义了。那就是我接下来将要展 的“作为⽣活经验的出柜”。通过本⽂的论述，我强
调电影《出柜》，或现代“出柜”话语亟需突破的陷阱就是如何处理“作为政治策略的出柜”与“作为⽣活经验的出
柜”之间复杂的、交织并存、甚⾄时⽽互相⽭盾的关系。


 246

北京同志中⼼主办的⾃媒体“北同⽂化”中的“7000万”叙事，截图来⾃于"北京同志中⼼是怎么成⽴的：LGBT草根组织的萌
芽和兴起"[OL]. 北同⽂化. 2020-8-6: https://wemp.app/posts/ae352e87-7b9a-4bdf-aaa7-7257b6ab3283



2. 作为⽣活经验的“出柜”


电影《出柜》讲述了两个不同的出柜故事。⾕超在⺟

亲去世后，决定向⽗亲表明真实的⾃⼰，在餐桌上向

⽗亲出柜。⽗亲⼀边坚持“只要你愿意，没有什么（指
同性恋）是改变不了的”，⼜⼀边强调：“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的⼉⼦。”虽然之后哭泣了⼀夜，但还是慢慢
接受了⾕超的同性恋身份。


⽽另⼀边，拉拉陈安安的出柜故事就充满了冲突。19
岁时向单亲⺟亲出柜，但⺟亲却多次以⾃杀相逼。每

次⺟亲造访陈安安和⼥友在上海的住所之前，陈安安

都要将和⼥友的亲密照⽚藏起来。关于陈安安和⺟亲

的出柜冲突，电影着重描述了⼀次同性恋亲友会举办

的活动上⺟⼥⼆⼈的“辩论” [ ‑ ]。陈安安⺟亲不断坚7
持：“⼥孩⼦不结婚怎么办？”“是同性恋，我很丢脸”
等观点，显得顽固、偏执，⼜保守。说不过⺟亲的陈

安安 终露出了疲累且绝望的神情，放弃了辩论。


这两个故事乍看之下都⾮常⽣活化。其中出柜 重要

的理由被描述成“做真实的⾃⼰”。⽽电影也重点描述
了这些⼈在“做真实⾃⼰”的路上遇到的障碍：来⾃⽗
⺟的、亲戚的催婚，⽼家的⼈际关系等。这样的个⼈

叙事 ⼤的特点以及 ⼤的功效就是可以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并且 ⼤程度地，情真意切地展现出同性恋者⽣

活的“困难”和“痛苦”。


然⽽这个困难和痛苦到底是否来⾃以⽗⺟催婚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呢？⾕超的姑姑和陈安安的⺟亲不约⽽

同地给出了同⼀个理由：“现在这个时代不合适，周围环境没法接受。”如果是作为政治策略的出柜，那么这些
来⾃⽗⺟的反对不堪⼀击。正像电影中亲友会的⼯作⼈员何凤兰说的：“我们不争取，社会怎么能够改变？”


但是，我⼜不得不思考，对于作为⽣活经验的出柜来说，⾕超姑姑和陈安安⺟亲的担忧并⾮毫⽆道理。出柜从

来就不是⼀蹴⽽就的。它可能出现在家族聚会的餐桌上，可能出现在公司午餐期间，也可能出现在社交媒体

上。现代社会⾥，每⼀个⼈都拥有不⽌⼀个⼈际关系圈⼦。⽽这些圈⼦⼜并⾮完全独⽴，⼀次出柜往往牵连着

接连不断地出柜。


对家⼈和朋友出柜，就意味着家⼈和朋友会被拉⼊同⼀个柜⼦⾥。⽽柜⾥柜外的这个差距，就是让陈安安⺟亲

不安的“⾯⼦”问题。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柜⼦⾥的⽣活被认为是“痛苦”的，⽗⺟不愿陪同孩⼦进⼊柜⼦⾥⽣活
也并⾮⼗恶不赦。不论⾕超⽗亲深夜的哭泣，还是陈安安⺟亲看似执拗的拒绝都在揭露⼀个残酷的现实：出柜

的现场是沉痛的。出柜的性少数者和他/她们的家⼈所真实经历的这些痛苦⽆法被“出了柜就能⻅到阳光”这样
的单纯的线性叙事认可。


这⾥真正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更应该归结于“作为政治策略的出柜”⾯对“作
为⽣活经验的出柜”时展现出的苍⽩⽆⼒。在性少数机构的不断努⼒下，出柜被逐渐塑造成了“性少数者做⾃⼰
的唯⼀出路”。在电影中，⾯对被⺟亲要求形式婚礼的陈安安，亲友会的⼯作⼈员段荣丰斩钉截铁地说：“唯⼀
的办法就是跟所有⼈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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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志中⼼与北京⼤学社会学系、联合国发展署联合发布的
《中国性少数群体⽣存状况》（年份不详）中关于出柜的数据
（笔者拍摄）



3. “唯⼀的办法就是跟所有⼈出柜”


    段荣丰讲述了⾃⼰的经历。他曾经为了满⾜⽗⺟和⼀位⼥性形婚，但是发现结婚之后亲戚朋友们从催婚变成
了“催⽣（催促⽣孩⼦）”，压⼒并未减少。因此，他认为要出柜就要完全出柜。当然，对于在⼀家同性恋权益
机构拥有全职⼯作的段荣丰来说，对所有⼈出柜也许是必须的。因为现代⼈没法逃离以⼯作为中⼼的⼈际关系

⽹络。但是陈安安不同，陈安安⺟亲并未要求陈安安真正结婚，只是办⼀场婚礼；⽽陈安安也并不是同性恋权

益机构的全职⼯作⼈员。


段荣丰的建议展现了当代中国“出柜”话语的⼀个重要特点：成功者叙事。所谓成功者叙事就是成功向家⼈，甚
⾄所有⽣活关系⽹络出柜的⼈讲述⾃⼰出柜之后的“解放感”和“轻松感”的叙事模式。段荣丰作为这样⼀个出柜
成功者，⾯对准出柜失败者陈安安讲述⾃⼰出柜成功经验的这个叙事结构很好地体现了同志运动中出柜叙事所

隐含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将“作为政治策略的出柜叙事（即出柜政治）”简单置换成陷阱重重的“作为⽣活经
验的出柜（即出柜经验）”。⽽要承担这些⽣活⻛险的就是被劝解的性少数者以及他们的家⼈。


事实上，出柜政治往往会将“爱我的⼈应该接受真实的我⾃⼰”作为出柜的⾏动依据；⽽这个依据却⼤多被包装
成⽣活经验。“因为我和你的关系⾮⽐寻常，所以我希望能在你⾯前展示真实的⾃⼰。”在这样的出柜动机⾥，
原⽣家庭成了出柜⾏为的⾸选空间。其依据就是“⾄少希望⾃⼰的家⼈能够接受⾃⼰”、“在爱⾃⼰的⼈（家
⼈）⾯前，没有秘密”、“家⼈的爱是⽆条件的”等现代家庭价值。 


然⽽往往性少数者理解的“⽆条件的爱”和家⼈理解的“⽆条件的爱”之间存在巨⼤的落差，⽽这个落差⼜有可能
强化出柜的暴⼒。例如，⾕超⽗亲不断强调的“能够改变”就⾮常让⼈担忧。孩⼦向⽗⺟展现“真实的⾃⼰”是为
了和⽗⺟之间的爱，⽽⽗⺟了解孩⼦的性别认同之后⽤各种⼿段介⼊也是出于这种爱。事实上，在我参与的关

于中国⼤陆地区扭转治疗的案例中，⼀⼤半都是因为主动向⽗⺟出柜⽽被强⾏送⼊扭转治疗中⼼的。如此看

来，出柜的政治和出柜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法弥补的落差，⽽出柜政治所描绘的美好的拥有公 ⽣活的未来似

乎已经成为性少数者们不惧危险也要勇敢实践的信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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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性恋亲友会活动上谈话的陈安安与⺟亲，截图来⾃《出柜》（©2019 Temjin）



4. 出柜和回家的家庭政治


⾹港同志研究学者周华⼭（Chou Wah-shan）认为出柜策略并不适合中华⽂化语境。周华⼭认为，出柜在美
国同性恋运动中的应⽤不光是⼀种政治策略，⽽更多的是被⽤来确⽴美国的个⼈主义价值、权利话语、⾃我表

达，以及在⼤都市中的“匿名性”和将性认为是身份建构的核⼼元素等价值[‑ ]。这⼀话语模式在中国的出柜论述8
中也没有缺席。如电影中两位主⼈公强调的“真实的⾃⼰”，以及何凤兰强调的改变社会（权利）等话术。


周华⼭也指出在美国的语境中，出柜是⼀个标志着同志是否诚实的指标。关于这⼀论点，酷⼉理论学者塞吉维

克（Sedgewick）也就出柜所映射的“诚实/欺骗”论调展 了深刻且具有批判性的讨论[ ‑ ]。如作为同性恋运动9
参与者就必须要先完成⾃⼰的“出柜”课题。只有这样才会被认可为诚实可靠的同性恋运动者。⽽事实上，“隐
藏和欺骗”不光在同性恋运动中，在跨性别政治中也经常被拿来攻击跨性别者[‑ ]。如使⽤⼥性公共澡堂的跨性10
别⼥性可能会被认为是故意隐瞒⾃⼰的“男性身份”⽽被排斥，甚⾄被攻击。


换句话说，同性恋出柜（即揭露⾃⼰的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为）在美国的语境中是关乎公共关系和个⼈形象

的，⽽在中国则更多地被体现为个⼈对家庭的责任，强调了同志亲属基于⾎缘/养育关系的知情权[‑ ]。⽽这个11
基于告知责任/知情权的中国出柜叙事恰恰体现着中华⽂化对出柜政治的直接挑战。周华⼭总结，中华⽂化中
的“⾃我”是社交性和道德性的（a social and moral self）[‑ ]。也就是说，在中华⽂化中“⾃我”是具有⼀定的12
公共性的。这也迎合了费孝通所论述的“差序格局”。在这个差序格局中，每个⼈都是⾃⼰⼈际关系的中⼼，⽽
其公共性则是以波纹状向外扩散的[‑ ]。这样的⽂化背景异常强调处于社交中⼼的“⾃我”和周边的关系。⽽原13
⽣家庭正是这个关系建构过程中 基础也 重要的社会结构。


周华⼭点出了⾮常重要的⼀个论点，那就是中国的家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半公共的。维持这种半公共的家族

关系本身就具备⼀定的政治性。因此，性少数者在对家⼈直接出柜的时候，真正困惑家⼈的是他们要如何应对

家族或者宗族关系中的政治关系和结构的变化。


但是周华⼭的论述过于强调中华传统⽂化的影响，却忽略了⻄⽅同性恋⽂化也对中国性少数者有着同样、甚⾄

更深的影响。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年轻⼀辈的性少数者⼤多出⽣在改⾰ 放之后，⽣⻓在经济快速发展，

个⼈主义极度⾼昂的时代⾥。加上美国同性恋运动和⽂化的输⼊，这些年轻⼈将⾃⼰的原⽣家庭理解为独⽴于

亲属关系的个体也不难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依赖于亲属关系⽣存的⽗辈们并没有随

着时代改变。⽽中国社会出柜的痛楚恰恰就来⾃于这个时代的鸿沟。


相较于出柜，周华⼭认为“回家”（coming home）更适合中华⽂化语境。“回家”指性少数者在不主动揭露⾃⼰
的性倾向，也就是不主动将⾃⼰定义为本质化的同性恋的前提下，带着同性伴侣先参与⾃⼰的家族⼈际关系

⽹；通过紧密地接触让家族⼈际关系⽹直接接受⽆关性别的伴侣本⼈，⽽不是接受作为本质的同性恋的⾃⼰

[‑ ]。
14

周华⼭的主张在提出之后⽴刻引起了⼴泛的讨论。其 被诟病的问题就是“回家”策略其实并没有直接⾯对中华
⽂化中的恐同⽂化，⽽是策略性地绕 了“同性恋”这个身份，让所有⼈可以在不谈同性恋的前提下和谐相处。
⽽不谈同性恋，同性恋就永远⽆法⾛⼊公共视野，同性恋婚姻权等明显的制度性不公就⽆法被填平。


但是我想强调：周华⼭的理论重要在直接点出了出柜政治投射在中华⽂化圈的真实⽣活中时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也为同志实践提供了不同于起源于美国的出柜政治的新的想象，更为因⾃⼰性别认同和家庭关系⽽苦恼的

性少数者们提供了⼀条不那么激进、不那么危险的⽣活实践策略。也就是说，这⾥重要的问题是出柜政治要如

何脱离对出柜经验的利⽤，以及如何脱离同志出柜的伤痛⽂学式的叙事。只有摆脱了这些叙事，性少数者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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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经验才不会被扁平化。⽽叙事扁平化的危险就在于简化了性少数者⾯临的⽣活问题，就算推动制度变⾰也依

然会不断将那些不符合这些扁平叙事的性少数者排除在外。


结语


《出柜》确实是⼀部触动⼈⼼的电影。尤其做为性少数者，我在观影途中⼏次直接感受到了紧张和焦虑。这部

电影的⽬的⾮常清晰，就像它 头的统计数据⼀样，在于告诉观众中国当今同性恋者的⽣存处境，多达“7000
万”的同性恋依然难以被家⼈认可，⽣活在阴暗的柜⼦⾥，过着偷偷摸摸的⽣活。纪录⽚的拍摄⼿法也让这些
信息显得格外真实，格外触动⼈⼼。


但是正如本⽂所述，这部电影却同时让我感到了极度的不安。因为它延续了出柜政治中将出柜的真实、痛苦的

经历揭伤疤式地展现的策略。甚⾄，在展现伤疤的同时，电影还通过运动家的⼝吻继续画着“出了柜就有阳光”
的⼤饼。陈安安失败的出柜经验被归结于⽆法向所有的亲属出柜，直接体现了成功出柜者对失败出柜者简单的

教化。归根结底，《出柜》这部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出柜政治和出柜经验之间复杂隐秘的关系。


更让我不安的是这部电影制作⽣产和发⾏过程的政治。这是⼀部由出身中国的年轻导演在⽇本制作公司的⽀援

下，⾯向⽇本观众制作的纪录电影。这⾥就不得不提到⽇本的同志⽂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同志⽂化和运动的

了。福永（Fukunaga）在论述中强调，东亚不同地区的同志⽂化和运动之间依然存在着殖⺠性的凝视[‑ ]。⽐15
如，⽇本同志⽂化将台湾视为亚洲 理想的“同志天堂”的同时，将中国同志不断地与落后、被压迫挂钩；如果
说台湾是⽇本同志运动努⼒的⽬标的话，中国则是建构⽇本同志⽂化先进性的不可或缺的“落后的他者”。


2019年东京纪录⽚电影节上《出柜》的简介也体现出了类似的凝视/欲望：


据推测，中国有⼤约7000万性少数者。在充满偏⻅和歧视的社会中，他/她们为了⽣活不得不隐藏真实的⾃
⼰。该⽚跟拍了下定决⼼“⾄少要在⽗⺟⾯前做回真实⾃⼰”的⼀男⼀⼥。在性少数者公益机构志愿者的帮助
下，他们⿎起勇⽓向⽗⺟告知了⾃⼰的同性恋身份，但……本⽚描述了在社会共识和严格的规范仍然残存的中
国社会中，激烈纠缠的，尝试打破隔阂的亲⼦间惊险的、戏剧性的展 。[‑ ]（原⽂⽇⽂，笔者翻译）
16

这⾥，中国社会被描述成了本质的保守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的性少数者也被描述成了“理想的”受害者。其
中也强调了我在上⽂探讨的“⾄少要在⽗⺟⾯前做回真实⾃⼰”的论述。事实上，正如我在⽂中所论，中国社会
中性少数者和⽗⺟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多的是来源于改⾰ 放之后剧烈的⽂化变⾰，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更是

同性恋出柜政治和真实出柜经验⽆法咬合所造成的撕裂。绝不是简化了的“⾃由-保守”或“先进-落后”所能够概
括的。


我并⾮否认出柜政治的价值和必要性，但是当出柜政治打着“平权”的旗帜收编甚⾄强迫多样的出柜策略向⼀个
⻄⽅模版靠拢时，反思和突破也是必须的。我更不是否定⾕超或者陈安安向家⾥出柜的欲望，⽽是要点明当这

样的欲望和欲望难以实现的挣扎痛苦被放在⼀个参杂了殖⺠主义和基于现代性凝视的阶序关系中时，这些经验

就不再是个⼈叙事，⽽是被置换成政治策略的个⼈经验。在这个置换过程中，⾕超和陈安安早已超越了他/她
们⽣活中的⾃⼰，⽽成为了强化阶序关系的符号。


“也许，同志运动需要的并不是出柜政治，⽽是政治出柜。”这是北京同志中⼼主任⼩铁在接受多维新闻访谈
时，对当下中国同志运动策略的总结[‑ ]。就像本⽂强调的，出柜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带领少数群体⾛进公共17
视野，争取平权的重要话术和指标；但同时也是有可能刺激出更多反冲和暴⼒的定时炸弹。不同于出柜政治—
—即通过揭露真实的同性恋身份暴露社会问题—伤敌⼀千⾃损⼋百的策略，⼩铁所说的“政治出柜”指的是任何
⼈，不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都可以站出来以性少数者的身份出柜，号召同志平权。这样的做法将出柜政治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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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经验分离，不会以“平权的美好未来”逼迫性少数者涉险出柜；也让现实⽣活中各种各样的出柜策略拥有更多
的合法性。毕竟每个⼈的家庭状况、⽣活背景各不相同，“出柜”或者“回家”经历本就应是多姿多彩的。


事实上，在近年的同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政治出柜”的实践。2019年，⾏为艺术家武⽼⽩展 了⼀场名为

《恋⼈》的⾏为艺术⾏动。其⽬的是揭露⼼理诊疗机构以及精神医疗机构依然在施⾏的同性恋扭转治疗。在这

场⾏动中，作为异性恋顺性别男性的武⽼⽩主动联系可疑的⼼理诊所和医疗机构，⾃称同性恋并希望得到治

疗。有趣的是，经过了看似缜密的各类机械和计算机诊断之后，武⽼⽩在所有机构都被确诊为同性恋，需要扭

转治疗。武⽼⽩的⾏动直接暴露了扭转治疗中同性恋诊断的荒谬，⽤事实证明了同性恋扭转治疗的伪科学属

性。


更重要的是，⾮性少数者的武⽼⽩作为同性恋的“出柜”是⾮常典型的“政治出柜”，强调了以倡导平权为⽬的的
出柜策略并不需要性少数者真实的伤痛叙事。证明了⽐起不断唤起性少数者在出柜中⾯临的伤痛，纯粹的政治

出柜不但可能，甚⾄可以是更有效的抗争⼿段。


注释 

[ ] 电影《出櫃（カミングアウト）～中国・LGBTの叫び～》（出柜：中国、LGBT的恸哭）是由1989年出⽣的中国导演1
房满满拍摄，⽇本电视纪录⽚制作公司铁⽊真（テムジン，Temjin）制作，于2019年上映的纪录电影。房满满. 《出櫃
（カミングアウト）～中国・LGBTの叫び～[Z] . 株式会テムジン, 2019.
[ ] SEDGEWICK, EVE KOSOFSKY.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C]//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ABELOVE H, 2
BARALE M.A. & HALPERIN D.M. ed.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3: 47.
[ ] 阿尔弗雷德・C・⾦塞. 潘绥铭译。《⾦赛性学报告》[M]. 海南：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 .3

[ ] 李银河，王⼩波. 《他们的世界》[M]. 太原：⼭⻄⼈⺠出版社, 1992.4

[ ] 李银河. 《同性恋亚⽂化》[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学出版社, 2009.5

[ ] 《⾦赛报告》是由美国性学者阿尔弗雷德・⾦赛等⼈所著的两本书：《男性性⾏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6
Male，1948）以及《⼥性性⾏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1953）组成的。该书的中⽂版由中国性社
会学家潘绥铭翻译，于1989年出版，该书中的统计数据对90年代的中国性学讨论产⽣了巨⼤影响；也是改⾰ 放后性⽂化

复苏的重要指标。

[ ] 中国同性恋亲友会（Parents and Friends of Lesbians and Gays in China, PFLAG China）于2008年成⽴于⼴东省⼴州7
市，是⼀家为中国⼤陆地区性少数者以及其家⼈、亲友提供⽀援和服务的⾮政府组织，活动范围覆盖全国24个城市，是中
国⼤陆地区 有影响⼒的性少数组织之⼀。

[ ] CHOU, WAH-SHAN.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M]. New York: Haworth Press, 8
2000:251.
[ ] SEDGEWICK, EVE KOSOFSKY.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C]//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ABELOVE H, 9
BARALE M.A. & HALPERIN D.M. ed.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3.
[ ] BEAUCHAMP, TOBY. Going stealth: transgender politics and U.S. surveillance practice [M]. Durham and London: 10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清⽔晶⼦. 埋没した棘：現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複数性のクィア・ポリティクスのために[J] . 
《思想：フェミニズム——身体／表象——》. 2020 (3): 35–51.

[ ] ⽽另⼀⽅⾯， 跨性别者的“出柜”⽆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语境中，都被放在了“公共安全”的框架中。其中跨性别的身11
体，⽆论是跨性别男性还是跨性别⼥性，都被理解为“不诚实的、狡猾的加害者”，⽽这些公共安全的担忧之中，顺性别⼥
性依然被⽚⾯地理解为受害者，公共安全体制需要保护的对象。

[ ] CHOU, WAH-SHAN.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M]. New York: Haworth Press, 12
2000:252.
[ ] 费孝通.《乡⼟中国》（修订本）[M].（原载于1947年《世纪评论》杂志）上海：上海⼈⺠出版社,2013.13
[ ] CHOU, WAH-SHAN.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M]. New York: Haworth Press, 14
2000:263-272.

 251



[ ] 福永⽞弥（FUKUNAGA, Genya）. “The bedfellows of post-imperialism and homonationalism: ‘solidarity’ between 15
Japan and Taiwan’s LGBT movements” [J].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即将出版.

[ ]原⽂为：“中国に7000万⼈いると推定される性的マイノリティの⼈々。偏⾒や差別が根強い社会で、ほとんどの⼈が16
本当の⾃分を隠して⽣きるなか、「せめて親にはありのままの⾃分を受け⼊れてもらいたい」と、意を決してカミング
アウトする男性と⼥性に密着する。性的少数者を⽀援するボランティアの助けを得て、勇気を振り絞って同性愛者であ
ることを親に告⽩するが…。社会的通念や規範の厳しく残る中国社会で、激しく葛藤し、壁を乗り越えようと模索する
親⼦のスリリングなドラマが展開される。” [2020-10-07].https://tdff-neoneo.com/lineup/lineup-1045.

[ ] 对话北京同志中⼼：沉默到发声，需要政治出柜[OL]. 多维新闻，时擦 嘉崎撰写. [2018-04-21]. https://17
www.dwnews.com/%E4%B8%AD%E5%9B%BD/
60053193/%E5%AF%B9%E8%AF%9D%E5%8C%97%E4%BA%AC%E5%90%8C%E5%BF%97%E4%B8%AD%E5
%BF%83%E6%B2%89%E9%BB%98%E5%88%B0%E5%8F%91%E5%A3%B0%E9%9C%80%E8%A6%81%E6%
94%BF%E6%B2%BB%E5%87%BA%E6%9F%9C.

 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