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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探讨分析消费时代体育健身与身体形象构建的相关问

题。研究表明：1）在消费时代，身体已不再完全是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受到当代文化的

规训与塑造，身体具有自然和社会身体的双重特质；2）身体具有视觉化、欲望化以及商品化

3种特征；3）体育健身是构建身体形象最为安全可靠的“软技术”。这项“软技术”具有维护

健康和形象构建的双重功能。体育健身不再仅作为人们获取健康的重要手段，更成为人们

构建身体形象的最终目的，其实质是身体规训与享乐的矛盾融合。在消费社会，身体的规

训与享乐融为一体。体育健身虽然艰苦枯燥，但构建了身体形象，带给人们期盼已久的健

康美，使人们内心获得极大程度的满足与愉悦。身体形象构建还代表着一种积极的生活态

度和自我认同，缓解个体日渐衰老带来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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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ost-modern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body imag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umption ear. Re‐

search shows that: 1) In the consumption era, the body no longer keeps entirely natural mean‐

ing, but it is also disciplined and shaped by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the body has natural and

social dual characteristics; 2)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umption era, the body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visualization, desire and commercialization; 3) physical fitness is the most safe

and reliable“soft technology”to build body image. This“soft technology”has the dual func‐

tions of maintaining health and image construction. Physical fitness is no longer only an impor‐

tant means for people to obtain health, but also becomes the ultimate goal for people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body image through it. Its essence is the contradictory integration of body

discipline and pleasure.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 discipline of the body and enjoyment are in‐

tegrated. Although physical fitness is hard and boring, it constructs the body image and brings

people the long expected health beauty, which makes people get a grea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pleasure. The research also believes that body image construction represents a positive life

attitude and self-identity, and body image construction alleviates the anxiety caused by the ag‐

ing of individuals.

Keywords: consumption era; physical fitness; body imag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自人类社会以来，权力对于身体的改造一直没有间断，身体一直是权力实践的对象。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身体被规训、操纵以及塑造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

存在不同的规训、操纵以及塑造身体的方式。总之，身体成为被“文化”的对象。文明程

度越高，社会对身体的掌控就更加全面，通过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向个体灌输管束身

体的法则，使其举止得当，掌握控制身体的能力。因此，为了在社会环境中更好地生存，

每个人不得不接受当代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作为人的自然属性，获得社会认可，体面

地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一方面，因为文化对于身体操控的方式方法更为多样；另一

方面，身体不得不接受文化变迁，使重新改变、塑造和设计自身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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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不同的文化赋予身体不同的意义，且由于

身体具有可塑性，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形态，才成为可供

开发利用的最佳对象。消费文化正是看中身体的可塑性

与可驯服性，不断地通过宣传消费意识，激发人们用另一

种方式来看待身体，让其获得超越表象的意义。在消费

时代，消费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一部分人以纵欲主义和

享乐主义作为自身最高的价值标准，另一部分人却在体

育健身的消费中发现了正取向的内涵与价值。

在消费社会，由于身体外观的重要作用，每个人似乎

都是自我形象的宣传者。自我形象必须通过精心建构和

设计，才不会因不重视身体外观而遭受社会“惩罚”。这

样的思维会激励人们时刻完善自我形象，使身体愈来愈

成为被社会塑造和规划的对象。消费文化也制定了相应

的身体标准模式，通过各种媒介广为宣传，让人们通过各

种“软、硬”技术建构美的外观形象。客观地讲，综观历

史，迄今为止未见文化会超越消费文化，把身体放在如此

醒目的位置。恰恰是由于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消费市

场就将身体列为最佳的潜在消费品。为了尽可能成就商

品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身体的保养和维护就成为实现其

目标的有效手段。因此，对身体的关注必然成为消费文

化的基本策略，理所当然地被开发成最佳消费品。这就

使得当代社会开始对身体产生消费主义态度，消费文化

则通过这种理念将自身推向极致。

人们普遍对身体成为商品的消费主义态度以及对完

美身体的渴望，使健身房、瑜伽馆、游泳馆以及各种体育

场馆成为受人喜欢的重要场所。“虽然美容手术和化妆能

够遮掩年龄的痕迹和外表，但是要想获得真正健康美丽

的身体却离不开有规律的体育运动和有节制的饮食”（约

翰·奥尼尔，1999）。

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1）消费时代身体形象构建的

哲学基础；2）消费时代体育健身对身体形象构建的哲学

思考；3）消费时代身体形象构建的社会学意义。

1 消费时代的特征

20 世纪初，美国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

生产效率，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的消费潜力。催生出全新

的大众消费模式，也使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上发生重大

变化，即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

会。武慧俊（2013）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70 年代

的日本和西欧都先后进入消费社会，以供给大于需求为

经济特征，生产力远超社会有效需求。在我国，尽管还未

彻底实现工业现代化，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

这种结构性的过剩经济就出现了。如今，我国也在走向

消费社会，开始逐渐步入消费时代。

一般而言，消费时代具有以下 3个基本特征。

1.1 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从 20 世纪初福特主义向 20 世纪 80 年代后福特主义

的转变，意味着以消费（服务）为中心取代了以生产（制

造）为中心的传统经济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热潮涌动

下，消费范围进一步扩大，消费模式更为多样，商品正在

成为一种表示生活质量的物质和文化的复合物。社会物

质不再是贫乏而是过剩的，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已成为消

费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重要动力与目标。如何赋予商品更

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成为消费社会面对的关键

问题。

1.2 消费意识的转化

传统的消费观念主要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消

费社会中，符号价值越来越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重要组

成。与此相对应，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更多的是考虑其对

人的身份以及地位的象征意义，商品的实用功能有所淡

化。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虚假需要

与真实需要的差别。真实需要是指维系人们生存的吃、

穿、住、行等必备生活条件，虚假需要则明显超出这种范

畴，且愈演愈烈。这种愈演愈烈的虚假需要正是传播媒

介经常呈现出的生活场景。消费由单纯的经济行为转变

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行为。

1.3 消费中的文化意味

消费文化从来没有缺席过。但对于大众来说，由于

20 世纪福特主义大生产之前的物质生产水平相对不足，

消费品匮乏，再加上社会普遍提倡节俭与禁欲的理念，大

众的消费只能维系在基本生存和再生产层面，消费文化

对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有限。20世纪初，生产效率的

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的持续降低以及技术不断地改造

与革新，使西方的生产供应逐渐大于消费者的需求，产品

由饱和到过剩。此时，生产和消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生产和产量由市场决定取代了生产者决定生产的产业模

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后福特主义阶段，西方大众的

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消费与文化的联系开始凸显。

人们不仅满足于消费品的自然属性，进而转向消费品的

文化属性。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消费品的文化属性越来

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消费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突

飞猛进成为流行文化，变成构筑日常生活、凸显生活方式

的重要载体。

2 消费时代主要身体思想梳理

由于在消费时代，身体能够最大可能地凸显其文化

价值（消费时代以张扬欲望为主旨），因此，这个时代格外

重视对身体的开发与利用。消费文化对身体进行消费性

的符码整理之后，重新将其纳入消费目的和计划。不置

可否的是，对于身体的开发与利用，极其漫长。从资本主

义早期阶段来看，宗教观念、禁欲主义、纪律以及节制等

身体话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这些禁锢身体的因素

逐渐衰落，人们开始用开放的眼光与观念来看待身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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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逐渐摆脱理性的束缚，首先是感性的身体开始觉醒，

而后又进入消费主义时代。

2.1 福柯的身体思想观点——身体在权力控制下生存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将它的痕迹

纷纷铭刻在身体上（米歇尔·福柯，2007）。福柯如同尼采

一样，他的哲学思想中心也定位于身体。不过，他与尼采

截然相反。尼采将身体视为权力意志本身，作为一种自

我反复扩充升腾的能量，因此，尼采的身体是主动、积极

的。福柯眼中的身体是驯服和被动的，身体不断地受到

权力的规训与塑造，俨然成为权力改造的对象和目标。

“世间的各种权力技术、各种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

而展开角逐，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

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在

试探它、控制它、生产它。正是在对身体所作的各种各样

的规划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

然若揭”（米歇尔·福柯，2007）。

福柯敏锐地感觉到身体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深刻地

意识到权力的巨大能量，认为肉体是可以被改造、改变、

驾驭、驯服和支配的。因此，出现了一整套方法、方案、技

术、知识、数据以及描述等，最终使身体服务于新的意识

和社会形态。

在消费社会，身体日益与消费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

社会权力对身体的改造悄悄发生变化。“福柯关注的历

史，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生产计划和生

产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生产工

具进行改造的历史；那是个生产主义的历史。而今天的

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消费

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

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身体从它

的生产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但是，今天，它不可自制地

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一成不变地贯穿着这两个时刻

的，就是权力（它隐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中）对身体

精心而巧妙地改造”（汪民安，2004）。

2.2 让·波德里亚的身体思想观点——身体成为消费品

“最美的消费品”是让·波德里亚身体消费思想的主

旨内容，因此，自我崇拜的第一对象聚焦在“符号化的身

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

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

成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

代了灵魂”（让·波德里亚，2000）。

马克思认为，商品仅具有交换和使用价值，让·波德

里亚敏锐感觉到身体除了上述两种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

价值，且在消费社会意义更为凸显。他甚至认为，“为了

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让·波德里亚，

2001）。商品主要是作为一种符号来消费和显现的，商品

的符号价值将逐渐代替其使用价值。在消费社会，消费

目的不仅是获得物的使用价值，物的符号价值也得到凸

显，消费超越对功能的消费而进入对符号的消费；审美的

需要替代了物质化的单纯需求，商品自由地发挥代用品

的功能或层级的使用价值。按照让·波德里亚的身体思

想，身体在消费社会不仅承载着传统价值，更成为符号。

在符号的社会里，对于身体的本真追求已经不再具有意

义。让·波德里亚认为，正是通过符号编码或符号逻辑的

作用，商品被赋予意义。商品的意义既不能理解为与其

固有的性质或用途有关，也不能根据经济交换价值来理

解，而应该通过其在符号制作和再制作过程中的位置来

决定，并称此为“符号价值”。

由于消费的文化属性慢慢替代了经济学属性，身体

的符号价值逐渐替代了其实际使用价值，身体的符号意

义便成为人们身份认同与自我表达的主要通路。在消费

社会，美丽的身体被“圣化”为无往不利的符号，价值越来

越高，甚至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如今，各种媒体反复出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体符

号形象，使身体（尤其是完美的身体）成为一种符号性的

消费品。这些无一不刺激着人们消费的欲望。在消费社

会，每个人都是自我销售者，时刻注意完善自我形象，对

身体的忽视则会受到某种意义上的“惩罚”。消费文化中

的身体，不再是生产工作中的劳动力，不再是生理学和医

学相关的具体实体，而变成一种“美丽的资本”。它具有

符号的交换性，承载着功用主义的美学特点。因此，在消

费社会，商品化成为身体的主要特征，人们对身体进行经

济投资并在市场体系中交换，进一步推动消费社会走向

顶峰。

2.3 迈克·费瑟斯通的身体思想观点——身体是快乐的

载体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关注消费社会中

的身体由来已久，认为身体是快乐的载体，弘扬着青春与

活力，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倾向于将身体是否快乐作为自

我认同的核心。因此，身体已经发展成为消费文化的一

面旗帜。

费瑟斯通将身体分为外部和内部，认为身体形象的

重要性日渐突出。在消费文化中，身体形象越完美，就越

趋近完美的生活。费瑟斯通创见性地看到完美身体在消

费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创造性地提出消费社会身体衰老

的意义和表现，以及消费社会对待衰老的策略。理论家

一直忽略和漠视身体衰老在消费文化中的表现，但在费

瑟斯通的研究中，身体的自然衰老与伴随衰老的种种征

兆被理解为道德涣散的明证（Hepworth et al.，1982）。这

种不成功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对于身体衰老的恐惧

也加剧了对于消费市场的开发。因此，个体要通过积极

的手段对身体进行维护与保养。由于消费社会将身体衰

老归结为问题，这样就催生出中老年人的身体危机意识，

进而通过重新构建中老年人的身体形象开拓消费市场。

身体共通性的学术谱系关系是身体的文化属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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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权力和知识有着极为密切的三角关系。身体不是

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而是可以被文化构建的对

象。因为凡是文化，总是要对身体进行改造和约束，以

适应道德、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要求。不同的环境造

就与此相适应的身体，格格不入的必将被淘汰。身体虽

然属于我们，但又外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学

习控制身体的能力，以便符合社会对身体的要求。身体

就如同硬币的两个面，一面是自然的生物属性，另一面

是文化规训的产物，其构建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

此，身体体现着文化，又是解读文化最重要的窗口。

3 消费时代身体形象构建的哲学基础

根据让·波德里亚（2000）的观点，在当今社会，消费

文化与身体合谋，时刻都在规范我们。“这种身体消费透

过时装工业对我们的衣着作出要求，规范我们的身形”

（谢有顺，2003）。

3.1 身体的视觉化

丹尼尔·贝尔（1989）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视觉文

化，而不是印刷文化。通俗地解释视觉问题，就是“看”与

“被看”，即问题如何在眼中呈现。在视觉世界，除了身外

的缤纷世界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的身体。我们不仅从

镜像，还从别人挑剔的目光中不断地与自己的身体遭遇，

也在日常生活中用同样的方式考量、评判着别人的身体。

身体既是“看”的主体，还是“被看”的对象（莫里斯·梅洛-

庞蒂，2001）。当今，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身体，尤其是身

体外观，即身体呈现的视觉效果，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展

现出自己的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时代的视觉文

化使身体公共化，使每个人成为公共场合的表演者（谢有

顺，2003）。人们不再以身体的快乐与舒适为目的修饰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而是为了更好地在别人面前展示

自己，从而体现自己的身份。

毋庸置疑，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霸权从文化符号中

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不争的现象。无论是当今盛行的大众

广告、电视电影、海报图片等，还是传统的文字印刷物，从

以视觉因素为主导的图像比重不断增加就可见一斑。视

觉方式也在人们理解世界和自身中彰显出极为重要的一

面。马丁·海德格尔（2004）多年前就预言了“世界图像时

代来临”。“世界图像时代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

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也就是说，“视觉文化并不

依赖于图像本身，而是依赖于将存在加以图像化或视觉

化的现代发展趋向。这种视觉化使现代全然有别于古代

和中世纪社会。这样的视觉化在整个现代时期是显而易

见的，而它现在几乎变成强迫性的了”（Mirzoeff，2000）。

现代媒介确立的身体视觉效果和理想的身体模式紧

密相连。这些理想的身体模式通过多种活动如影视节

目、广告形象、体育比赛、时尚杂志、选美活动等，逐渐渗

入大众思想，以影视艺人、健身达人等的身体形象作为视

觉规范和标杆。大众正是在对身体形象的不断观看中，

观察自己与理想身体的差距，即在别人的眼光中界定和

评判自己。现实身体与理想身体差距越大，人的心理焦

虑感越强。

3.2 身体的欲望化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身体曾经遭受多种因素的禁

锢，其欲望被摒弃在理性和精神之外。但在消费社会，身

体不再仅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与手段，而是成为消

费的主体。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消费社会身体与欲望

的尽情释放带有明显的个性解放和身体解放的意义。

身体成为肉身性和享受性的存在，充分彰显了身体

的本能欲望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不必隐藏为精神的附属

品。从物质富足到感官愉悦，从内部健康到外部美丽，从

购物消费到健身健美，从追求舒适到自由支配身体，身体

的满足已经成为个体最关心的主题。总而言之，消费的

初级层面是满足身体外观的主要手段，消费的高级层面

则成为自我尊严实现与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

是，身体成为他人的消费对象，也会成为他人的欲望主

体。因此，身体承载着无尽的欲望，又不断地通过消费制

造新的欲望，很多被欲望控制的身体出现新的“异化”。

3.3 身体的商品化

当今，身体毫无疑问地成为消费社会人们最关注的

目标之一，并竭尽所能对身体进行全方位的投入。对于

身体的投入，“依据的并不仅仅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更

多的是一种娱乐以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

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

联系的工具约束”（让·波德里亚，2000）。为身体投入，其

目的是能够产出果实。个体的魅力指数以及社会地位

等，都可通过身体表达和体现。某种程度上，身体没有同

人们想要消费和拥有的其他物品有着本质区别，它“只是

心里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

个”（让·波德里亚，2000）。换言之，在消费社会，身体被

商品化或者物化了，被物化实质上是人的异化的重要形

式之一。

与一般的商品相比较，作为商品使用价值表现形式

的身体显然存在明显区别。身体的表现形式有静态、动

态以及抽象之分，但其本身没有固定形态。静态的身体

外观，如体型、身材与外貌比较具体；身体姿势与行为是

身体动态的表现形式；健康、青春与活力是抽象的身体

形态。

在消费社会形态，身体的商品化还意味着它作为“消

费者和被消费者的身份是游弋、互换与变动的，双方同时

身兼两职”（葛红兵 等，2005）。身兼两职的身体主要表现

为消费者和被消费物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身体

作为消费者需要不断地提升消费能力，作为被消费物需

要不断地提升可消费性。只有首先成为合格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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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具备成为别人消费对象的先决条件，因为身体只有通

过消费活动（体育健身、美容美体等）或者消费品（化妆

品、衣服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持续地保持它的可消

费性。

4 消费时代由身体形象引发的焦虑

4.1 消费时代媒体的推波助澜

消费文化下，电影、电视、广告以及大众刊物等使得

时尚的身体形象广为流传，人们被各种身体印象包围，完

美的身体形象完全充斥于大众的头脑中，主宰了人们对

于身体的理解。

媒体宣传的不是一般的身体形象，而是完美的身体

形象。人们把对完美身体形象的追求作为身体消费的终

极目标，消费者不会容忍身体的任何地方出现瑕疵。

Featherstone（1982）指出，消费文化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媒

体宣传下使消费者认为身体是可以塑造和改变的，完美

的身体形象可以通过各种消费活动获得。而且，广告宣

传对于节俭、忍耐、坚定、克制以及节欲等价值观念逐渐

进行了瓦解与否定。个人不得不听从劝导并对身体、自

我和生活方式持有批评的态度。

完美的身体形象不再局限于面部轮廓，而是扩展到

整个身体。媒体暗示消费者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可以提

升。消费社会中，对于身体的宣传，实质是身体审美的哲

学，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体的认同都与身体美等同。消费

社会不仅让人们意识到外表的重要性，也让大众进一步

认识到外表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衰老，但是通过积极的健

身运动、有营养的饮食等能延缓这一过程。

4.2 消费时代由身体形象引发的焦虑

在费瑟斯通看来，形象不同就会带来比较，并时刻提

醒我们注意什么，可能会变成怎样。由于消费社会中媒

体的宣传——任何人都可以变得更美，美的形象就在消

费者心中树立起美的模式。实际上，它只是少数人才能

达到的身体美学标准。这种将理想的身体模式转化为自

己内心需求的过程，就是巨大消费市场存在的缘由。大

部分消费者对于身体的追求注定是失望和沮丧的，并对

身体产生怀疑，为“在自己的身体里生活感到不安”

（Ewen，1984）。

消费社会虽然给了身体完美的模式和标准，但是“任

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潜藏着不完美”（Ewen，1984）。因此，

理想完美的身体和现实缺陷的身体存在巨大的鸿沟。消

费者在消费文化——不能拥有完美的身体就不能有完美

的生活的暗示下，身体的焦虑感与日俱增。

5 消费时代体育健身对身体形象构建的哲学思考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我们对于身体的态度发生着

潜移默化的转变。对于身体的关注，人们已经逐渐从维

护健康转向既要维护健康又要形象建构两个层面，而且

形象建构层面似乎已经超越了维护健康层面。在进入消

费时代以前，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理所当然地

将重点放在对于身体（肉体）的养护上，即重点在维护健

康。到了消费时代，人们更加注重身体的外观，除了重视

身体的内部功能外，也更加重视身体的存在，主要是为了

满足人们的视觉需要，即人们更多关心视觉表象下的

身体。

5.1 体育健身是构建身体形象安全可靠的“软技术”

布莱恩·特纳（2003）指出：“20 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

和时尚产业特别重视身体的表象。消费社会重视强健/美

丽的身体，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西方价值先是

因为一些酷刑强调内心控制，现在则因为审美目的而强

调对身体表面的操控，这种身体的变化代表了西方价值

的世俗化倾向。”与消费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身体

的审美性质越来越重视对身体的外在调控。因此，在当

代生活中，人们对于身体外观的期望与关切被称为身体

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的标准一定是符合当代时尚

潮流的。对于男性来说，其关键词是健美与活力；对于女

性则是苗条与美丽。换言之，“把自然的身体当作社会的

身体来使用，从对身体的拥有转向社会性的炫耀展示，从

过去的对身体的遮蔽到现代的对身体的暴露”（汪民安，

2004）。人们关注的中心一旦转向身体，对它的需求就发

生了根本变化。身体必须经得起人们挑剔的眼光，对其

形象建构采用的身体技术应运而生。

从实践来说，身体的审美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身体

审美标准的确立；二是达到这个标准采取的手段——身

体技术。这种审美标准是“通过各种媒介和展示，通过运

动员、时装模特等视觉规范的人物形象确立而形成的，又

要通过体育运动、健美比赛、选美比赛、演艺节目、广告形

象等媒介方式塑造并向大众灌输的”（汪民安，2004）。某

种程度上，当今的身体审美标准由广告产业、时尚产业、

体育产业以及保健产业等共同促成。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2010）认为，“所谓‘身体

技术’就是教人如何改造自己的身体以使其符合身体的

理想标准或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个标准，并如何在特定的

社会境遇中使用自己的身体”。身体技术包括：1）通过体

育健身塑造身体；2）通过饮食控制身体；3）通过外在媒介

（美容手术或者是化妆等）改变和修饰身体；4）通过行为

举止的礼仪化规训身体等。可以看出，所有的身体技术

都是消费社会基于对身体进行改变和改造而产生的，又

共同促进消费社会身体工业的蓬勃发展，并在媒体对身

体审美标准普遍化的宣传下进一步形成前景广泛的消费

市场。

近 10 年，体育健身从最初人们不愿有任何花费的行

为逐渐地变成一种消费活动——通过付费而参与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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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体育带来的支出也被纳入大众的消费预算。尽管

目前在体育上消费的人比例不高，但从侧面反映了人们

观念的改变。某种意义上，越来越流行的体育健身现象

暗示着人们渴望构建自我的身体形象，体育健身本质上

是某种身体技术。

可以看出，正是消费文化使得健身房、游泳池（馆）和

各种锻炼肌肉的健身器械成为注重身体形象爱好者生活

中的一部分，无法掩盖必须通过艰苦训练而获得的事实。

因此，消费社会推崇的“你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身体”

的身体观念已经印刻在每一位跃跃欲试并企图改变形象

的消费者心里。费瑟斯通（2000）认为，消费社会创造了

一个新的完美世界，使身处其中的消费者感情脆弱，不再

视身体的不完美为天生，而将其看成不自然的，急切地审

视自己的身体，力图通过改变身体的不完美来改变自己。

当今，身体的美不再局限于面部轮廓，而是越来越具有它

的全面特征，告诉消费者全身都存在提升的空间。这种

对身体的狂热追求，一方面体现在参与人数的逐渐增多，

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越来越新奇、形式翻新的训练手段上。

相对于其他的身体技术，在消费社会，体育健身又具

有怎样正取向的价值和内涵呢？费瑟斯通（2000）指出，

在消费社会，维护健康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经常

见诸网络、报纸、电视广告以及养生节目，时刻都在提醒

警示消费者要重视身体健康，懂得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

与方法。相对于其他的身体技术，体育健身不仅可以维

护健康，提高人的身体机能，同时对于人的外观塑造更是

有着一种美化效果。这是因为，其他的身体技术如整容

手术或者化妆等，要么对健康无益，要么暗含着某种风

险。“虽然美容手术和化妆能够遮掩年龄的痕迹和外表，

但是要想获得真正‘健康又美丽’的身体却离不开有规律

的体育运动和有节制的饮食”（约翰·奥尼尔，1999）。

在消费社会，与其说体育健身成为人们获取健康的

重要手段，不如说人们试图通过体育健身达到形象建构

的最终目的，即体育健身已经成为人们身体形象建构安

全可靠的身体技术。因此，健康与美丽的完美结合促成

身体健康美的理想状态。随着媒介对于身体健康美的广

为宣传，体育健身现象迅速在我国发展，受到大众的喜爱

与狂热。

5.2 体育健身的实质是身体规训与享乐的矛盾融合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很多人对于完美形体的追

求建立在辛苦的体力付出之上，而且付出程度越高，收获

越大。恰如约翰·奥尼尔（1999）所描述：“身体是民主社

会里商业美学所利用的一种资源，最引人注意的例子莫

过于那些满头大汗、做着弯腰压腿运动、希望拥有一副健

美身体的男男女女。”一方面是体力辛苦地付出，另一方

面收获到了完美的身体，体育健身就这样将身体规训与

身体享乐联系在一起。

在消费社会，要达到理想的形体与完美的身材，应对

身体施加规训。这是一个艰苦和痛苦的过程，并且要伴

随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使消费者获得最大限度

上的享乐。消费社会的人们通过身体在规训与享乐之间

进行着精确的换算，这种换算被费瑟斯通称为“精明的享

乐主义者”（Hepworth et al.，1982）。Featherstone（1982）指

出：“在文化层面，消费文化的享乐主义并不能完全取代

苦行主义。事实上，一个人在追逐快乐的同时要具有冷

静思考与规划的能力。”

以往观念认为，对于身体的规训与享乐必定存在矛

盾。在消费社会，理想的外在形象可以通过对于身体的

维护和改造而达到，人们对于身体的塑造不再认为是痛

苦和强制性的，越来越多的人从这种塑造中体会到快乐、

愉悦，满足内心的需求。与传统社会道德规训身体不同

的是，消费社会倡导享乐主义，对于身体的规训更加隐

蔽，让其成为许多消费者心甘情愿的事情。

综上，体育健身对于身体的规训与享乐具有哲学意

义上的辩证关系。这种身体规训是关注自我、锻造自

我、创造自我的手段，意在让自我获得一种雕琢的、独特

的、风格化的审美形态。体育健身对身体的规训不是被

动、服从、萎缩、单调以及他律的，而是主动培养的过程。

这种主动培养的过程就是福柯后期对身体的研究从权

力技术转向自我技术最直观的体现，而自我实践具有谱

系学特征。体育健身对身体施加更多的规训，同样身体

也会得到更多的享乐，身体的规训与享乐完成了微妙

逆转。

6 消费时代身体形象构建的社会学意义

6.1 身体形象构建代表着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我认同

在消费社会，人们不仅关心健康，更加关心外表，将身

体作为自我表达的载体（Howson，2004）。这就意味着人们

越来越想通过形象建构来寻求身体的意义和自我认同。

通俗地讲，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与塑造外表，

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与赞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

或者说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是由我们通过特定的服务和

产品所创造的一种外表所决定的，而这些服务和产品能

促使我们积极地塑造和改变身体”（Howson，2004）。

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里，身体无疑是最重要的，

且不断地被人们加以体验与改造。当代社会中出现的许

多工业文化都密不可分地与身体联系在一起，形成诸多

的身体工业群。它们强调身体作为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

是需要不断改变和修饰的，说明身体不再是一具躯壳，代

表着生活态度和自我认同。他人依据“身体来判断其生

存价值和社会地位，身体更加是一种外显的自我，其外在

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自信心程度和自我的感觉”（赵

歌，2017）。身体和认同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消费社

6



赵永峰，等：消费时代体育健身对身体形象构建的哲学研究

会，身体形象与自我认同之间更是被外界所强化，鼓励消

费者通过身体形象建构强化自我认同。

当代社会对于身体的关注，使身体成为自我存在的

主要居所。个人很难将身份与身体、外表分开，如同费瑟

斯通（2000）所阐述的，身体的确代表自我，自我和身体的

关系可以通过体育健身等身体技术得到重新审视。参加

体育健身也暗含着一些积极的个性特点，包括力量、坚韧

和耐力等。因此，经常体育健身的人构建了新的身体形

象，传达出的是积极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

6.2 身体形象构建缓解了个体日渐衰老带来的焦虑

传统社会对于人的衰老可以做到视而不见。“衰老看

起来是一个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命运一样

——是不能通过自我保持精力和试图进行反抗来维持

的”（Featherstone，1980）。因此，人们不会重视外表，认为

变老是理所当然的生命进程，外表也被认为是逐渐衰老

的，较少关注饮食、体重、身体形象以及时尚等。

但在当今社会，身体形象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他

人交往的能力，从而影响他人对我们的印象。所以，人们

对于身体衰老带来的变化充满焦虑，维持身体的年轻成

为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消费社会，身体形象的

改变具有非凡的意义。与内心相比，过老的外表隐藏了

真实的自我。“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如此注重形象的

社会，相信年龄带来的变化不会引人关注”（Hepworth et

al.，1982）。

消费社会极力宣扬健康、年轻、美丽、性感的身体是

获得快乐的根本保证和来源，失去则意味着丧失了获得

快乐的可能性。所以，对于身体衰老秉持两种截然不同

的态度：1）能够延缓衰老的进程，保持年轻外表被认为是

消费时代的标杆；2）衰老的身体是个体失败的标志。在

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安心接受衰老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与

消极，消费者都试图延缓即将衰老和已经衰老的身体，体

育健身恰好满足了人的身体形象建构。身体形象的改

变，直接导致人的自我认同的增强，最终缓解了消费社会

里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心理。

7 结语

在消费社会，身体不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

而是成为当今文化所支配的对象。正是由于身体已经不

再是自然意义上的身体，它必然受到文化的塑造与规训。

从消费文化哲学观去透视身体，发现我们正面临视觉文

化的时代，身体理所当然地成为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观赏

品。与此同时，身体作为消费主体又成为他人的消费对

象，成为他人的欲望主体。

体育健身作为塑造和改造身体的身体技术之一，其

重要的正取向价值不容小觑。与其他的身体技术相比，

体育健身不仅使人获得健康，更使人获得身体形象上的

改变。身体形象上的改变，则能增强人们的自我认同，缓

解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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