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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書是 1999年 lU月 在柏林舉辦的研討會論文集 ,除了緒

論 ,共有 14篇論文 ,是目前第一本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 2U世紀

德國軍隊 、戰爭與性別關係的論文集 。本書討論了軍隊的男性氣

概 、戰爭形塑的性別形象以及戰後性別關係的重建 ,時間從第一

次世界大戰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探討的重點包括 :第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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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形象和民族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與國家的關係 ;第二 ,戰爭

期間軍隊中的性別關係和階級制度 ;第三 ,兩次大戰的經驗和記

憶 。

兩次世界大戰動員了整個 國家的男人和女人 ,去服務工

業化戰爭的需求 ,使得前線和大後方關係 開始變得密切 ,傳

統的軍事和市民社會 、前線和後方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 。本

書探討 了戰爭與和平 、軍 隊和市民社會以及前線和後方 ,標

題 的 HUme/FrUnt(前線 /後 方 )指的就是 這樣 一種 關係 的變

化 。RUgerChickering認 為 :「 兩次世界大戰需 要一個全面

的歷史 。」 (頁 x)這句話看似 困難 ,卻體現在本書所討論

的各面 向 。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特色是一個動員整體的趨 向 ,

我們必須撰寫一個全面的歷史 ,而不只是將注意力放在經濟

和政治 中 ,同時也必須將性別 、社會文化等層面涵括在 內 。

各篇作者詳細討論兩次戰爭期 間的性別 關係 、被戰爭形

塑的性別形象和戰爭期 間性別角色的表現 ,試圖將研究取徑

從傳統的社會史和政治史 ,拓展到文學和文化史的領域 ,幫

助我們豐富戰爭史和性別史研究的各個層面 。然而 ,此論文

集卻迄未獲得 台灣學界的關注 。評者認為 ,雖然本書探討的

是 2U世紀的德 國 ,但其所涉及的討論和 關注的面 向 ,都值

得我們重視 。在西方研究取徑影響力逐步東漸的現代 ,本書

對 中文世界有志於戰爭和性別史研究者來說 ,可說是不可不

了解的一部作品 。

貳 、內容簡介

全書 由緒論和 14篇論文所組成 ,本論文集依 時間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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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四個時期 ,正文內容大致簡述如下 :

緒論
‘‘HUmσFrUnt:TheMilita,,V㏕ enceandGenderRelat㏑ ns

in theAgeUftheWUrldWars” 〈前線/後方 :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 、

暴力和性別關係 〉,作者 KafenHagemann透 過藝術家 VUigt的作

品 ,反映戰時的男女 、前線和後方的社會關係 。其作品揭示出家

庭不再只是後方 ,而成了第二個前線 ,一個保護男人的意願 、支

持他們參戰的場所 。但隨著傳統性別秩序的改變 ,前線後方的界

線逐漸消弭 ,戰場上的男人陷入前所未見的困境 ,逐漸失去他們

在家庭中的主權 。戰後 ,政府試圖恢復傳統的性別秩序 ,限制女

性的行動 ,幫助男人重建他們的男性氣概 。

一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第 一 章
“ReadyfUrWa∴ CUnceptiUnsUfMilita呼 Manliness in the

PrussU-GermanUfflcerCUrpsbefUretheΠ rstWUfldWar” <預 備 作

戰 :一 戰以前普魯士軍官團的男性氣概 >。 作者 MarcusΓ unck利

用文學作品中所形塑的軍官男性氣概 ,以及同時期的自傳文學中

所描述的軍官日常生活 ,探討軍官團如何因應戰爭型態的轉變 ,

重塑出新的軍官男性氣概 。19U6至 19U8年間 ,軍官男性氣概產生

危機並開始瓦解 ,主要來自於大眾文化媒介的興起以及中產階級

的影響 。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 ,戰爭變得一觸即發 ,這時候需要

發展出一股新的男性氣概特質 ,「 堅忍的男性氣概」於是成為一

種吸引力 (頁 田),動員一般大眾參與戰爭 。

第 二 章
“GerInanCUmrades-Slav㏑ WhUres:GenderImages in the

GemanSUldierNewspapersUftheΓ irstWUrldWaf” <德 國 同 胞 一 斯

拉夫妓女 :一 戰期間德國軍事報紙中的性別形象〉,作者 RUbeΠ

L.NelSUn運用一戰期間的軍事報紙 ,檢視報紙所呈現的士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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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形象 ,並且探討性別形象與民族特色的關聯 。軍事報紙通

常有一個意義 ,就是呈現士兵所希望閱讀的內容 ,其中特別突顯

了士兵的同胞情誼 ,這種同胞情誼是 「必須」的 ,為了使德國能

贏得戰爭 。然而 ,以德國士兵做為正面的模型 ,還需要有負面的

形象作為對照 :如不參戰的男性 ,在報紙上呈現的形象如軟弱

的 、懦弱的 、女子氣的 ;而敵軍的士兵通常被描述為懶惰 、骯

髒 、粗糙和乞討的民族

第 三 章
“MUtherlyHerUinesandAdv。 nturUusGifls:RedCrUss

NursesandWUmenAmyAuxiliaries in theΠ rstWUrldWar’ ’
〈慈 愛

的女英雄和愛冒險的女孩 :一 戰期間紅十字會護士和女性軍事輔

助 員〉 ,作者 BiancaSch° nberger透 過比較軍事輔助員與紅十字會

護士這兩個女性團體 ,探討一戰期間的性別 、階級與女性在前線

工作的關係 。作者認為 ,即使進到前線 ,女性的軍事輔助工作並

沒有改變戰前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 。一戰期間的德國 ,唯一被認

可的女英雄是在俄國戰場中服務的護士 。只有護士的貢獻才會被

記得和慶祝 ,而女性軍事輔助員的經驗則在 1918年後被大眾遺

忘 。

第四章
“HUmeiUnt:FUUd,PUliticsandWUmen’ sEverydayLife

duringtheΠrstWUrldWar” <後方戰場 :一戰期間的糧食 、政治和

女性的日常生活 〉 ,相對於傳統戰爭史的研究 ,本文關注於政府

官員與一般市民的互動 。作者 BelindaJ.Davis透 過經濟分析 ,認

為文化也是一個物質的剝奪 ,糧食的短缺背後有其政治意義 ,在

大後方產生一個新的戰場 (頁 1笓 )。 而女性在後方扮演消費者 、

生產者和活動者的角色 ,如同在前線的男性一樣 ,需要受到重

視 。

第 五 章
“EnemyImages:RaceandGenderStereUtypes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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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UnUnCUlUnialTrUUpS.AFrancU-GermanCUmpafisUn,

1914-l夗 3” <敵 人形 象 :19141923年德法殖民地軍隊 中種

族和 tll別 刻板印象的討論 >,作者 ChristianKUller集 中討言侖

德法兩國對於各 自在非洲的殖民地軍隊 ,l概述此時期的種

族 、性別與殖民軍隊的關係 。德法兩國基於不 同的戰爭陣

營 ,賦予的殖民地軍隊的形象也完全相反 。基本上 ,他們皆

視殖民地士兵是不同於本國的 ,是個低下的種族 ,暗示了歐

洲人的種族觀 。對於女性 ,也常以道德完整作為好壞的區

辨 ,壞的女性 ,特別指那些和非 白人士兵從事性行為的女

性 。

二 、兩 次 大 戰 期 間

第六章
“GenderWars:TheFirstWUrldWarandtheCUn乩 ruCtiUn

UfGendefRelatiUns in theWeimarRepublic” 〈tl± 別戰爭 :一 戰和威

瑪共和國時期性別關係的建構 〉 ,戰爭模糊了傳統性別秩序的界

線 ,影響了男性的主權和家中的地位 。一戰以後 ,威瑪共和政府

在各方面的積極改革 ,使得婦女期待政府能夠改變兩性關係一

事 。作者 BiftheKundrus藉由當時社會中的討論 ,探討不同社群的

戰爭經驗 。

第 七 章
“BUdyDamage:WarDiSabilityandCUnstructiUnsUf

MasculinityinWeimarGermany” <傷 殘的身體 :威瑪共和政府建構

l德
國在 1路3年 ,在 英國轄管的沃爾菲施巴依和好孳角之間的安格臘一貝肯地

區登陸 ,向 當地部落酋長換得了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領土 。次年 1U月 15日 ,

俾斯麥政府正式宣佈 ,德 國在西南非洲 、多哥和喀麥隆建立殖民地 。短短一年

時間 ,德國在非洲取得殖民地一百多萬平方英里 。參見孫炳輝 、鄭寅達編著 ,

《德國史綱》 (台 北 :昭 明出版社 ,2UUl),頁 ”3挖 S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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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氣概 >,作者 SabineKienitz闡 述威瑪共和政府如何重建身

體形象和增進工作技能 ,幫助戰後的傷殘男性重新建構他們的男

性氣概 。本文透過戰爭的傷殘男性 ,突顯男性身上應有的男性氣

概形象 。傷殘的身體與男性形象不符 ,而戰後的科技協助他們重

構男性氣概 ,這意味著男性氣概必須成為有形的 、一種自我證明

的方式 。對於這些傷殘男性而言 ,恢復工作的能力 ,才是成為一

個男人和擁有男性氣概的表現 。

第八章
‘‘FlyingandKilling:MilitaryMasculinityinGerlnan

PilUtLiterature,1914-1竻γ <飛行和殺戮 :19141939年 間空

軍飛官文學中的男性氣概 >,隨著戰時科技的發展 ,飛機成

為新的戰力 ,同時也出現了 「英雄空軍飛官 」的形象崇拜 。

作 者 StefanieSchler＿ SpringUrum透過 此 時 期 德 國 流 行 的 空 軍

飛官文學 ,論述此現象的發展與性別關係之演變 。歷史學家

通常注意的是前線的士兵 ,本文則將焦點置於空軍飛官身

上 ,並透過大眾文學中去探討空軍飛官的形象 ,其中也發現

作家的政治觀會影響其作品對於空軍形象的解釋 。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九章
‘℃Umrades㏑ p:GenderCUnfusiUnandGenderUrderin the

GemanMilita呼 ,1’ 18-Ⅲ9〈 同胞情誼 :19181945年 德國軍隊中

性別的混淆和秩序 〉 ,作者 ThUmasKuhne探討 1918-1945年 間 ,

德國軍隊同胞情誼 (cUmradeship)概念的重要性 ,為了配合各種

軍事 目的而發展並挪用 。所謂的同胞情誼指的是在戰場上的利他

行為和無私精神的表現 (頁 23＿S),它平衡了男性氣概中的堅忍和

成為一個男人的柔性成分 ,同時也作為暴力與和諧 、戰爭與和平

的符號 。這種想像的女性氣質 ,連結了前線和後方 、家庭和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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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卻將女性排除在外 。

第十章
‘‘Rape:TheMilitaryT山6UfSexualCΠmesCUmmitted

bySUldiers in theWehrmacht,19” -1944” 〈性暴力 :19391944年

間德國陸軍中性犯罪的判決〉,作者 BirgΠ Beck運用二戰時期軍

事法條和法庭的資料 ,探討德國陸軍對東 、西線士兵性犯罪判決

的態度和策略 。在西線 ,對於影響軍隊名譽的士兵 ,判以長期監

禁是很普遍的 ;在東線 ,士兵性犯罪則被認為是一種需要 ,採取

較為溫和的判決 。但隨著戰事的擴大 ,監禁的判決被視為與兵源

的調動相抵觸 。而士兵的性犯罪 ,也會因佔領區的不同 ,被視為

一種 「戰爭策略」 (war乩 rategy)。 對於士兵性犯罪的懲罰 ,則

根據軍隊的利害以及個別軍事法官的態度而定 ,可能被懲罰 、寬

恕或被視為瑣碎的小事 。

第 十 一 早
‘RememberingandRepressing:GemanWUmen’ s

RecUl1cc伍 UnsUfthe ‘
Ethnic Struggle’ inUccupicdPUlandduringthe

SecUndWUrldWar” <回 憶和壓抑 :二戰期間波蘭佔領區中德國婦

女的種族鬥爭記憶〉,作者 ElimbethHarv” 運用曾在波蘭佔領區

工作的德國婦女的口述資料 ,闡述二戰期間德國婦女被徵召參與

擔任種族政策的教師和顧問 、行政組織的辦事員 ,以及佔領區政

策的制訂 。本文試圖探討這群婦女如何檢視她們自身參與並執行

的工作 ,以及她們在戰時波蘭的經驗 。

四 、戰 後 的 東 西 德

第十二章
“
EfUticFratemiz皕 UⅡ TheLegendUfGerInanWUmen’ s

QuickSuⅡender” <情 色之交 :戰後德國婦女的投降傳說 >,作者

SusannezurNieden以 19η 年以後的報導和戰後德國流行的黃色小

冊為題材 ,用 以重構德國婦女向美國大兵無條件投降的傳說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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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試圖展示投降傳背後的社會論述和集體記憶 ,用 以解釋何以德

國婦女在戰後成為社會嚴厲譴責的對象 。

第十三章
“CUldWarCUmmunities:WUmen’ sPeacePUlitics in

PUStwarWeStGermany,1945-l竻 2” 〈冷戰共同體 :1945-1952年 德

國婦女的和平政治〉,戰後德國出現了許多婦女組織和團體 ,在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她們都認為婦女有維持和平並阻止戰爭

再發生的責任 。作者 leneStUehr藉由探討 1945-1竻 2年出現的婦

女和平主義 (wUmen’ spacⅢsm),描述戰後德國婦女對於二戰發

生的反省 。

第 十 四 章
“
MenUfRecUnstructiUn一 TheRecUnstmctiUnUfMcn:

ReturningPUWs inEastandWestGermany,1945＿ 195∫
’’

〈重 建 的 男

人一男人的重建 :1945-1竻5年東西德的退伍軍人 >,作者 Γrank

Biess以 19zl5-19“ 年從蘇維埃戰俘營返回的退伍軍人為研究對

象 ,討論二戰帶來的結果 ,即東西德對抗的關係 ,以及戰後社會

重新男性氣概化 (remasculinizatiUn)的過程 。

參 、評論

本書 內容簡介如上 ,評者接下來歸納本書所提 出的幾個

觀點 ,並分別提 出一些意見 :

一 、女 性 的 戰 時 工 作 經 驗

女性在戰時除了在後方從事軍需生產 、慈善照顧工作外 ,也

到前線擔任軍事輔助員和照顧傷兵的護士 ,但有關她們的研究通

常都被置於性別和軍事史中 ,而未能真正討論到這些女性的戰時

服務工作 。這些女性軍事輔助員在戰後成了社會秩序和性別秩序

的威脅 ,社會認為她們缺乏專業教育而且沒有受過長期的工作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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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因此 ,當士兵和護士擁有盡職 (dUtheirduty)和 自我犧牲

(sacriΠ cedthemselves)的 大眾記憶 ,這些女性軍事輔助員卻被遺

忘於大眾戰爭記憶之外 。

二 、作 為 展 示 場 域 的 男性 身體

本書第七章探討戰後科技如何幫助男性重塑他們的男性氣

概 ,並提供他們建構其男性氣概的能力 。在戰爭中 ,男性的身體

更是透過軍事訓練 ,將城市中柔弱的男性 ,訓練成如鋼鐵般的男

人 ,塑造成為一個現代戰爭機器 、沒有個性 、沒有情感 、高度侵

略性 ,而作為一個現代英雄的典型 。在這裡 ,男性的身體配合各

種政治 目的 、各式現代科技 ,作為一個展示 、表演和修復的場

域 。

全 書 以 論 文 集 方 式 集 結 成 冊 ,以不 同專 題 分 章進 行 論

述 ,在內容上 ,本書有其優 點 ,也有其可斟酌之處 ,下面是

評者對於本書的一些意見 :

(一 )章 節時 間安排 連 貫但缺 乏主軸

全書大體上雖然依照時間順序 ,使讀者在時間意識上可

產生連貫而順暢的感受 ,並使讀者避免因時間順序倒置而產

生認知錯亂的情形 。然而 ,由於討論時間幅度過廣 ,從一次

大戰之前到二次大戰以後 ,全書 14篇論文跨越 了四個時

期 ,其中的幾篇甚至只探討了每時期的開端而已 。這樣寬鬆

的結構 ,缺乏一個整合的觀點 。整本書沒有一個主要的討論

焦點 ,在評者看來 ,這是本書最大的缺點 。

(二 )深具廣 度 的 史料運 用和 觀 察

本書所運用的史料 ,有政府的宣傳文獻 、文學作品 、自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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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報紙 、雜誌以及婦女的口述歷史 ,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 2U世

紀德國的軍隊 、戰爭與性別 。全書使用的資料可謂相當廣泛 ,且

第一手史料的運用遠較第二手史料為多 ,這就使得本書的內容與

觀點具有相當程度的原創性 ,且避免了為他人所影響而喪失自主

性的情形 。

以上是本書的一些優缺點 ,接著評者也希望提出一些本書未

深入探討的部分 ,以開啟對話的契機 :

(一 )女性 、戰 爭和工作

關於女性的戰時工作 ,本書未深入探討女性如何選擇的問

題 ,社經地位 、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立即需要都是影響女性如何

選擇工作的因素 。在不同的工作中 ,男性和女性是否一定處在對

立的局面 ,抑或能夠相互合作 ?戰爭雖然提供女性參與男性職業

的管道 ,但仍然有職業的隔離 ,有些職業的性別改變仍是短暫的

和暫時的 。此外 ,戰後德國女性在工會或組織團體中的表現如

何 ?對於戰後社會發揮什麼影響力 ?以美國為例 ,在一次戰後出

現 WSS(WUmen,SServiceSectiUn),此 機構說服雇主接受女性員

工 ,但仍以道德價值和安全作為選擇的標準 ,決定哪些工作適合

女性 ,因而使部分女性失去她們的工作 。即使出現了一個專門為

女性爭取工作機會的婦女機構 ,但她們的選擇標準還是回到傳統

性別秩序的框架下 ,剝奪了女性的工作機會和選擇權 。
2

2關
於一次戰爭對於美國女性工作者的影響 ,全書討論一戰的經濟發展如何影響

女性 的職業機會 ,與她們和工作之 間的關係 ,並 以鐵路 、公路和 電話工業為

例 ,探討女性的工作機會 、經驗與 男性 同事的關係 。作者闡明一個複雜的關

係 ,女性的經驗與她 的種族 、技能 、職業和政府的性 質與範 圍有 關 。請參考

MaLlrineWelnerGreenwald,〞 b祤θ〞羽既 a刀〞〞b雄。勸θ山φaεr or〞br/J〞ㄋrIU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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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者在處理戰爭與婦女的議題 ,總是把焦點放在年輕女

性與勞工婦女身上 ,因為年輕女性與職業婦女的研究 ,容易突顯

戰爭與社會變遷的問題 。然而 ,對於中年婦女的研究相對起來卻

顯得缺乏 。英國在二戰期間 ,由一群中產階級的中年婦女組織了

WVS(WUmen,sVUlunta〞 Services),她們與地方和政治部門合

作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協助國家在戰時的社會輔助和戰後的社

會重建 ,對英國社會極具影響力 。
3戰

爭期間或戰後德國是否也出

現了類似的組織 ?對於戰爭期間的中年婦女 ,仍有進一步的研究

空間 。

(二 )男 性 、戰 爭和 男性 氣概

西方社會將戰場視作 「男性佔優勢的保護區」 ,在這裡能夠

貢獻男性戰士的精神的女人被受歡迎 ,如護士這一角色表現出的

女性氣質 ,促進男性對自己身為士兵的身份認同 。在近期的戰爭

中 ,護士為此目的服務 ,如同一個去確認男性氣概的鏡子 ,女性

在戰場上主要是作為見證男性的勇氣的一個角色 。
4所

謂的男性氣

概指的是 「勇氣 、強壯 、嚴厲 、支配壓力」 ,具體呈現在家庭結

構 、男性的同胞間情誼之中 。本書探討了關於在戰爭期間的男性

同胞情誼的形成和表現 ,這是促使個人男性加入團體軍隊的重要

性概念 。而為了通過男性氣概的考驗 ,最好是在戰爭中接受挑

戰 。因為 ,男性氣概表現在戰士的形象上面 ,成為軍人是證明自

〞b〞ε刀〞b刀抸召加妨θ乙切oㄌ &́a′ε,,Ithaca:ComellUniversi妙 Press,199U.

JamesHinton,物沕θ孔∫Uθ勀′tθa茈rs乃ψ a刀〞妨θ&竹U乃〞〞ㄋ八d〃併,llY:UxfUrd
U㎡ve〝 i妙 Press,2UU2.

JoshuaS GUldstei且 ,“HerUes:themarkingofmili怕㎡ZedmasculiⅡ i,,” 〞勿′a乃〞

Gεη屁〃 rJ.wσθ乃磁〞 ∫九叩釕 妨θ〞勿′$′s彪999a刀〞 99εθ√舒Sa(NY:Camb㎡ dge

UⅡiversi妙 Press,2UUl),p3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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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男性氣概的表現 。
5

在戰爭期間 ,如果男性未參戰 ,就無法證明他們 自己是男

人 。為了避免自己被稱作懦夫的那種羞恥感 ,使他們鼓起勇氣去

參戰 ,這是一種男性氣概的測試 。
‘1914年底 ,德國通過 《關於為

祖國志願服務法》 ,規定所有 17歲到 6U歲的未應徵入伍的男人

都應參加 「祖國志願服務 」 。軍火工業 、農業 、醫療和其他對戰

時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部門都在 「志願服務 」之列 。
7因

此 ,我們

不能只關注在戰場上的男性 ,男性氣概無法以單調的方式在前線

維持 ,女人和在家中的非戰門人員 ,後方也能表現男性氣概 。
8這

些在城市中的男性表現出的男性氣概為何 ?除了家庭外 ,是否也

表現在工作場域當中 ?而與此同時進入工作場域的女性 ,對於這

些在城市中的男性是否產生了所謂的 「男性氣概的危機 」 ?當女

人也能作男性工作時 ,男性氣概會變成什麼 ?當女性跨越性別界

線 ,進入男性工作場合時 ,男性氣概開始受到威脅 。男性如何在

工作場域中保護他們的男性氣概 ?’

然而 ,男性氣概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 ,隨著戰爭型態的

改變 ,男性氣概也跟著變遷 。男性氣概的歷史 ,和帝國 、殖民

地 、經濟變遷息息相關 。隨著海外殖民地的擴張 ,作為殖民地的

5

6

7

8

JoshuaSGUldst㎡ n,“HeroeS:themar㎞ngofmilitanzedmasculini妙 ,’

’p.275

JoshuaS.GUldstein,“HeroeS:themarkingUfmilitaf矻 edmaSclIlini妙 ,” p274.

孫炳輝、鄭寅達編著 ,《德國史綱》 ,頁 田7。

RobertANye,‘
‘WesterllMasc山 nities inWarandPeace,’

’勸θ加紹〞9εa刀 刀你ㄌr尨a了

Rθvjθ〞,l12:2(Apr,2UU7),p42

PennySulnImefleld,‘ ╮VartlmeInasculinitiesaⅡdgenderre㏑6ons-TheAttackBegins

in theFactU,,” R㏄ Uη∫〃〃ε〞㎎ 〃U〞翗 ‘W〞〞j〞θt加es:祊“ U〞召θa刀〞翢 缸㏄ 了9Vj砂 切

UηJ乃治ㄉ′9劣 t祊 ε∫πU〞〞 〞b′〃 〞勿r卻 Y:ManchesterUniversi妙 Press,1998),

pp.l15-1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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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 ,可能是第一批被稱作有男性氣概的一群人 。歐戰的發

生 ,宗教和君權的消長 ,混亂了原有的性別秩序 ,卻使得男性變

得比從前更有權力 。隨著女性的挑戰 、資本的累積和帝國的擴

展 ,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出現 ,更暴力的文化出現 ,如軍

團 、軍事訓練等形式的產生 。而帝國的擴展 ,殖民地和被殖民地

的關係 ,則造成了霸權的男性氣概的出現 。
lU由

此可知 ,男性氣概

是一種文化形式 ,它在殖民地 、政府 、帝國體系和帝國主義權力

與全球競爭之間的相互影響下產生 。本書中 ,討論了不少男性氣

概和民族 、國家之間息息相關的互動關係 ,但對於經濟變遷如何

影響男性氣概的表現並未深入探討 ,尤其在戰後 ,經濟的消長如

何影響了男性氣概的表現 ?評者認為這方面的研究都還有再討論

的空間 。

當伴隨著武力的男性氣概 ,隨著帝國的擴展深入殖民地 ,殖

民者和被殖民者 ,二者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相遇 ,殖民者在被

殖民者面前 ,通常成了一種男性氣概的典範 。
H本

書分析德 、法兩

國殖民地軍隊的種族形象 ,以及非白人士兵和德國女性的關係 ,

討論種族 、性別與殖民軍隊形象三者的關連 。其中 ,評者認為還

可以深入探討殖民者和殖民地軍隊兩種文化和民族相遇時 ,雙方

表現出的文化差異 。而非白人男性在殖民地軍隊中作為主要的兵

源 ,這些非白人男性參戰的目的是什麼 ?對於加入軍隊對非白人

男性來說 ,是複製殖民者男性氣概的一個表現嗎 ?

作為男性氣概具體表現的 「身體」 ,在二戰時期表現的比從

前更為肉體 、雕塑和具攻擊性的 。本書中有數篇討論到男性氣概

lURachelAdams&DavidSavraneds,“ ThcHisto,ofMasculini妙 ,” 砌θ曲 sε銘〞〞9〞

勸 祊釕 Rθa磁γ(MA:Blackwell,2UU2),pp.245＿ 254.
llRachelAdams&DavidSavraneds.,1leH必

to〃 ofMasculini妙 ,” p.246.



�罣�笪

218 王詩穎 歷史教育第 12期

的形塑 ,但並未深入探討形塑和訓練的過程 。㏑shuaA.SanbUrn

和 UteFrevert就 試圖分析 19世紀俄 、德兩國的政治家和軍人 ,如

何透過學校的培訓 ,來建立並訓練男性氣概的過程 。
12評

者認為 ,

在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 2U世紀 ,男性氣概的形塑和訓練 ,更是值

得深入討論的議題 。

而當前對於男性和男性氣概的關注 ,大都直接對 「身體」進

行研究 ,而戰爭和運動則是兩個容易切入的討論焦點 。因為身體

語言反映了男人的興趣和關注點 ,以此作為研究方向 ,則需要運

用有關建構身體 、性別以及性別認同的相關理論 。然而 ,這些研

究都忽略了男性是否具有能動性的問題 ,男性本身只能單方面被

建構而行動嗎 ?若不考慮此間題 ,那麼為何男性氣概形塑一種愛

國犧牲的戰爭情操 ,有時能夠打勝仗 ,有時卻舉白旗投降 ?是因

為男性氣概的形塑失敗嗎 ?還是有其他因素 ?評者認為 ,我們不

該只關注個體的能動性和社會結構之間的二元辯論 ,而需要注意

其他諸如性別 、階級 、權力和其他影響的因素 。

肆 、結語

正如 RUger提出一個全面歷史的概念 ,因為這兩次世界戰爭

的特色是一個動員整體的趨向 ,我們必須撰寫一個全面的歷史 ,

而不只是將注意力放在經濟和政治中 ,同時也必須關注性別 、社

會文化學等類 目 。透過本書體現了一個多元的研究史觀 ,其 中

「性別 」更是我們進行歷史分析的中心 ,如果沒有考慮到性別 ,

我們不可能瞭解這時期歷史的發展動力 ,也不可能瞭解前線和後

方的關係 ,或這時期的政治和軍事的發展 。本書使我們從多元的

12R。
be此 A.眄 e,“WestemMasculinities inWarandPeace,”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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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研究 2U世紀德國的軍事 、戰爭和性別的歷史 ,而這些突顯在

兩次世界大戰的 「教唆者 」德國中的議題 ,是否也同樣出現在其

他的交戰國當中 ?

本書從各種不 同角度探討 2U世紀德國的軍 隊 、戰爭與

性別 關係 ,其中 ,軍隊的男性氣概 、戰爭形塑的性別形象和

戰後性別 關係 的重建 ,都是本書主要討論的幾個焦點 。兩次

世界大戰 中 ,性別形象和民族主義與 國家的關係 、軍隊和戰

爭 中的性別 關係與階級制度 ,以及戰爭的經驗和記憶 ,都可

作為我們研究 同時期 中國的切入點 。透過此論文集 開展 出的

議題 ,觀看 2U世紀的 中國 ,從民初的辛亥革命到北伐 、剿

共 、抗戰和 國共 內戰 ,同樣是充滿 了戰爭的一個世紀 ,卻相

當缺乏從 「男性研究 」的性別角度 ,探討此時期的戰爭與性

別 關係 。以此觀之 ,我們可以思考近代 中國軍 隊男性氣概的

形塑和民族 國家的等相關的議題 。正如本書所討論的 ,男性

氣概是一種文化形式 ,特別突顯於戰爭當 中 ,作為男性參戰

的手段 、犧牲奉獻的武士神話以及維持戰爭的要素 。男性氣

概的形塑也特別突顯於軍校教育當 中 ,將男性 的 「身體 」作

為觀看 、表演男性氣概的場域 ,透過規訓來形塑軍人的男性

氣 概 。蔣 介 石 的 「軍 人 魂 」認 為 軍 人 的 基 本 觀 念 只有 愛 與

死 ,即愛 國家 、同胞與歷史文化 ,並願意犧牲 自己的性命去

保衛它 。在戰爭 中 ,男性氣概如何被實踐 ?在戰場 上 ,男性

氣概的表現為何 ?本書將 2U世紀德國的戰爭 、性別和軍隊

以及 國家的關係論述的栩栩如生 ,評者認為 ,類似 的關注放

在 ∞ 世紀 中國的戰場上 ,應也是 同樣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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