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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3700多年，哦不，7年前，2012年，台湾社会研究学会和世新⼤学社会发展所
举办过⼀次圆桌讨论，题⽬叫《BDSM⽂化的愉悦or逾越》，试图探寻BDSMer与
⼤众碰撞时，那道合适的边界应该在哪⾥。

瞧瞧这⽤词，这谐⾳，⼀看就是⽂化⼈搞得。

台湾开明的讨论环境是让⼈羡慕的，⼤众代表和BDSMer代表共处⼀室，在政府的
领导下充分交流，对双⽅提出的问题各抒⼰⻅，讨论氛围和平友好，不像我们出事

了只会去微博下⾯撕逼。

我圈撕逼现场

这群在我们这⾥会被键盘侠定义为“吃饱了撑的”⼈，有来⾃国⽴⼤学社会研究所的
⽼师，有资深做绳缚的绳师、有同志咨询热线的义⼯、有正在读研的研究⽣；他们

聚在⼀起讨论⼀个既不关乎⺠⽣、也不关乎时政的⽆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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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M是否可以从私领域⾛向公领域？如果完全不可以，那么封闭的情况下，
BDSMer之间，如何能够提供资讯、技术、法律、医疗等等的相关咨询？⼀⼑切的
封闭是否侵害BDSMer本身的权利？如果可以⾛向公领域，那么⼜可以⾛到什么程
度？堂⽽皇之的路演或者宣传，⼜会否挑战⼤众的底线，甚⾄侵害少⼉权利？

好吧，我相信这⼀系列来⾃灵魂的拷问99%混字⺟圈的⼈都没思考过，毕竟他们的
脑⼦⾥成天只想着怎么让⼩m跪下叫爸爸（狗头。

当然我们知道，⼈⽣嘛，就是⼀个不断让你叫爸爸的过程，不管你玩不玩BDSM。
⽐如这个圆桌讨论⾥讲到，最开始⺠间有很多声⾳，说“BDSM就应该是闺房⾥的
事，⼲嘛拿出来说呢？想玩的私下玩⾃⼰的就⾏了。”

那能怎么办？好汉架不住⼈多，低头叫爸爸呗，BDSMer也只能顺着⼤势把⾃⼰封
闭起来。

但很快，⼤家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先BDSMer们发现由于⾃⼰没有了发声的空
间，导致⾃⼰太容易被“污名化”了，⽐如某某某⾃杀了，在ta⼿机⾥发现⼀条

BDSM⽹站的浏览记录，第⼆天新闻标题：《花季少⼥⾃杀，⽣前疑沉迷BDSM世

界》；⽐如某某某⼜⾃杀了，在ta⼿机⾥发现她喊⾃⼰男友主⼈，第⼆天新闻标

题：《花季少⼥⾃杀，疑变态男友带玩sm所致》；再⽐如⼀条狗死在路边，身上

满是伤痕，第⼆天新闻标题：《花季少狗⾃杀，疑⽣前最后⼀刻仍在玩B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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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问BDSMer为什么不发声反驳啊？他们论坛、⽹站、博客全被关了呀，你问
为什么会被关哦？因为不关不⾏呀，不信你看新闻，这种东⻄太邪恶，花季少狗看

到了都会⾃杀呢~

除开BDSMer的污名化之外，普通⼈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如⼀对普通夫妻，偶
尔想来点情趣，⽼公说今晚咱来个捆绑PLAY吧！⽼婆说好呀好呀，讨厌你真坏！
然后上⽹搜索“适合夫妻的新⼿绳缚教程”，⼀搜傻眼了。

屏幕上⼀⾏⼤字“该结果包含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不予显示。”

⽼婆说，⺾，这都不⾏？那玩个屁啊？却忘了⾃⼰当初也是投票给“BDSM不应该

在闺房之外讨论”的⼀员。⽼公说哎呀没关系，我们不玩绳⼦了，我去买点简单易
⽤的BDSM道具，⼚商说，对不起，没有。

⽼公傻了，为什么呀？

⼚商说，因为看不到这部分⼈的存在嘛，谁知道他们有多少⼈有多⼤潜⼒呢？根本

不知道这个市场可能有多⼤嘛，哪都查不到他们的信息，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然也就不会投钱去⽣产这种回报率未知的东⻄啦！资本嘛！要赚钱的好伐！

⽼公回到家，和⽼婆四⽬相对，他们终于发现，原本砍向不相⼲⼀群⼈的镰⼑，最

终竟砍到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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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情形开始扭转了，BDSMer和普通⼈的态度都开始发⽣转变，⼈⽣嘛，就
是个不断认错的过程。

⼤约从2001~2004年开始，⼤众⼝⻛松动，台湾的BDSM⽂化得以从私领域向公领
域延伸。这⼀时期，在政治上寻求平权BDSM的组织“⽪绳愉虐邦”建⽴、⼀些同志
+BDSM的主题酒吧建⽴，各个⼤学的BDSM社团也陆续成⽴（我只是陈述别⼈有
这个事实，求别模仿，别在⼤陆的学校尝试做这事，不然我⼜背锅，哭哭惹）。

在台⼤BDSM社的建⽴过程中，有⼀位头发花⽩的教授当众放起了⽇本A⽚，你没
看错也没听错，就是当众放起了A⽚，伴随着呻吟声他慷慨陈词，天⻢⾏空地描绘
这个社团⼀旦建⽴，会有多少⼥孩被⽇夜绑在树上（？？？真是令⼈摸不着头脑

呢），会有被酒瓶插下体等等等等多么淫秽的⾏为发⽣，最终⼲预社团投票，让其

没有通过。

于是乎，热⾎⽅刚的社团⼤学⽣们发起了⼀次从私领域向公领域的⼩⼩挑战，他们

在学校⾥⾯⽀了个摊，⼀⾯抗议校⽅以天⻢⾏空莫须有的罪名打压学⽣建⽴社团的

⾃由，⼀⾯邀请过路的⼈现场体验绳缚。

体验过的⼈表示社团的⼩伙伴们都是经过训练的，都留有空间且没有压迫⾎管，体

验下来还是很舒适的。最终在许多⼈的声援下，这个社团终于建⽴起来啦。

看到这⾥⼤家是不是很欣慰呀？孤胆英雄战胜了邪恶⼤魔头，坚持的⼀⽅最终攻克

万难获得胜利，感觉都可以拍⼀部好莱坞爽⽚了有没有？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活嘛，就是⼀个不断低头认错叫爸爸的过程，天平从没有哪

⼀边代表正确，只有平衡时才是短暂的真理，除此之外，偏向任何⼀边时都是偏颇

和错误。

台⼤开了先河之后，在公共场合摆个摊让⼈体验绳缚，或者在公共场合完成⼀段绳

缚表演便不时会出现，虽然没有造成什么⼤的轰动，但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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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

⽐如有不少带孩⼦的⺟亲就向政府投诉说，可不可以去制⽌这样⼦的⾏为，因为她

不想让⾃⼰的⼩朋友看到这些画⾯，她不想在⻢路上散个步还要提⼼吊胆的，时刻

提防着要不要捂上⾃⼰⼩朋友的眼睛。

⽽有BDSMer则反驳称，关于绳缚的讨论最终总陷⼊⾊情/艺术的⼆元化辩论中，我
们的社会是多元的公⺠社会，为什么有⼈理解成情⾊，也有⼈理解成艺术，偏偏就

要被理解成⾊情的那部分⼈定于⼀樽？为什么另⼀部分⼈总是被“消⾳”？他们的客
观主体性呢？

政府也被夹在中间不断摇摆，有⽀持，也有反对，有保护，也有打压。

于是，在⼩众⽂化从私领域迈向公领域，产⽣了诸多碰撞之时，等灯等灯，⽂章开

头介绍的那个讨论就出现了。

害！其实不想再介绍这个讨论啦，因为这个讨论也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来。这很正

常，就好像那个困扰⼈类的终极哲学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讨论了两千多年
了，不也还是没能有个准确答案来。

那么你可能会质疑，这么多专家学者爱好者坐在⼀起，思想碰撞出那么多的⽕花，

究竟有什么卵⽤呢？

当然是有⽤的。

所有看似吃饱了撑着的讨论，都是为了去逼近那个合适的边界。我们谁都不知道准

确的它在哪⾥，但在来回交错间，螺旋上升间，从完全不可以，到全部都可以，再

到，也许这个可以，那个就是不⾏，我们正在⼀步⼀步地靠近它。

在那个讨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名⾹港中⽂⼤学研究⽣的提问，他说，“相⽐
较于那些具体的辩论，我更想知道，你们（BDSMer）的期望和愿景到底是什么？
类⽐到同志运动，我会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争取的就是和“异性恋”的平权，那么
BDSM所要去争取的正常化或者“去污名化”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这
个问题，所以‘愉悦’总会变成‘逾越’？是不是因为BDSMer⾃⼰都不知道想要的诉求
是什么，所以宏观地看各个时期，你们要么要的过多，要么要的过少？”

当时看到这⾥，这个问题真的问倒我了，我回看了⼀下⾃⼰的公众号，统计了⼀下

最常⻅的留⾔，⼼想这个问题要是你们来回答的话，诉求绝逼是“我要个⼩
m！”/“我要个好看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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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个在南京某公园汉服捆绑拍照的事情⼜⽕了，⼤家在微博下⾯吵得不

亦乐乎，有⼈说伤⻛败俗，应该禁⽌，进⽽摆出 “⼀切BDSM⾏为都应该被关起
来，不应该在公共区域包括⽹上出现”的论调；有⼈说这是当事⼈的⾃由，当事⼈
都⾃愿同意，与别⼈⽆关。

发现没有，好魔幻哦~我们在重复台湾20年前的历史哎。与其拘泥于细节的讨论，

我更想⽤港中⼤研究⽣的那个问题问问⼤家，“你们觉得这种⾏为是‘愉悦’还是‘逾

越’？之所以产⽣这么多争论，是不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公领域，我们要

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问题超纲了？觉得⾃⼰从没思考过这事？没关系，⼈⽣嘛，就是不断发现问题的过

程。

以下是我的思考，不⼀定对，欢迎⼤家像圆桌讨论那样和我探讨：

我觉得不管是同性恋还是BDSM群体，不管怎么追求和“异性恋”⼀样的权利，有个
重点是，我们真的“不⼀样”，⽽且这个不⼀样没法变得“⼀样”。

以同性恋为例。同性恋者试图争取的是与异性恋⽆异的公⺠权。包括在就业、⽣活

等⽅⾯不遭受歧视对待的权利，与同性结婚、组建家庭、领养孩⼦的权利。⽽争取

权利的社会基础是，⼤家开始不再认为同性恋是后天习得的、是恶习；⽽是⼀种相

对稳固的身份。

 
但即使同志在各⽅⾯都与异性恋变得“⼀样”了，当⾚裸裸地⾯对“性”这件事的时
候，它就真的是“不⼀样”的。性的差异，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抹平的。
 
BDSM也⼀样。

这种“不⼀样”是不会因为简单的做到平权⽽消失的，抱有这种想法就太单纯了。所

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公领域强⾏证明⾃⼰⼀样，“他们在公园接吻可以，为什么我
们绑绳⼦不⾏？” /“他们在公园弹琴可以，为什么我们绑绳⼦不⾏？”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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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绳缚它真的就和这些不⼀样，在私密空间⾥，双⽅知情同意之后实践是完全没

问题的，但到了公共空间，仅做到这⼀点就不够了，因为它是⼀项不被⼤众熟知且

有危险性的活动，你将不得不考虑它对别⼈的影响，有没有⼈看到会去模仿？却忽

视它是需要严格训练的？模仿了会不会出事？你需不需要竖⼀个“危险动作请勿模
仿”的标语？等等等等。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和公领域对话，说出我们的特殊之处在哪⾥，说出他们的偏⻅

在哪⾥，有哪些是社会对于BDSM的想象和误解，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我们喜欢
绑绳⼦，喜欢紧紧的被绳⼦拥抱的感觉，但那绝不是虐待呀，不是台⼤⽼教授说的

把⼈绑在树上插酒瓶⼦；BDSM是⼀件令双⽅感到舒适的事，我们为了被缚者舒适
做了许多的努⼒，绳路经过多少次的改良，从⽽不压迫⾎管，结怎么打得更⼩更

好，从⽽能留下换⼿的空间等等。

这种说出来是指⽤⼀种理性的、温和的、对话的⽅式去说，不是堂⽽皇之地去公园

把⼈吊在树上，这样⾮但没法让⼈理解，反⽽会加深误解。唯有做到这样，公领域

才会给你反馈，告诉你有哪些是还⽋缺的？有哪些是可被包容的？在不断对话间，

去找到那个平衡。

虽然我们⼜不会开个什么圆桌讨论会来给你⼀点⼈⽂关怀，给予对话空间，我这么

说看起来更像是⼀厢情愿~

但，去公共场合玩绳缚我真的是持否定态度，因为公共场景下的知情同意已经不再

只是两个⼈的范畴了，⽽是要扩展到场景内的每个⼈都知情且同意才⾏，⽐如演

出，就是场景内的每个⼈都知情且同意接下来的表演，所以表演才会发⽣；但在公

园⾥，如果做不到这种对场景内每个个体的基本尊重，那不如不做。

我们不能成天喊着要别⼈来尊重我们，到了我们该去尊重他⼈的时候就撂挑⼦往地

上⼀躺撒泼打滚嘛，对不？

希望读到这篇⽂章的⼈别去⼲这种事，⼈⽣嘛，就是……你懂的。

爱你们，⼤量的⼼。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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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活鞭打了你，那就叫TA再⽤点⼒
2020-03-23 20:21:04

“主⼈给过我最痛的虐⼼惩罚，莫过于分离”
2020-03-23 20:21:04

张三越被惩罚越快乐，请问张三判什么罪？ | 48号精读《虐恋亚⽂化》（4）
2020-03-20 11:52:25

主⼈：“我命令你虐我，现在⽴刻⻢上！”
2020-03-18 20:03:24

绳师48号
点击查看所有⽂章

微信号 ss48hao

功能介绍 最动⼼的5m故事，最轻松的5m知识

内容相关疑问请关注⽂章右侧公众号进⾏咨询。

声明：内容源于⽹络，如有侵权，请联系 删除。 
（请避免⽤ QQ 邮箱，容易被误识别为垃圾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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