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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益保障一直是韩国社

会的热点问题。文在寅政府上台以

来，女明星自杀事件、“ME TOO

运动”以及反映女性主义诉求的文

学作品不断成为舆论焦点。这些热

点新闻事件的背后，是深刻的阶层

矛盾、社会分裂和政治斗争。

张紫妍事件与韩国特权阶层

2009年韩国女艺人张紫妍自

杀，这一事件在过去的10年里反复

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案发当时，警

察称其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抑郁症，

但媒体怀疑根本原因是来自其经纪

人公司的性虐待。2011年，SBS电

视台称发现了张紫妍的遗书，遗书

记录了经纪人公司逼迫其向政府高

官、议员、企业主、媒体高层等权

力阶层提供性服务的事实。

此后，多家媒体陆续报道称警

察在调查张紫妍死因时受到了来自

韩国三大报社之一的《朝鲜日报》

（该报社两名高管出现在性贿赂名

单上）的压力。随着社会舆论持续

发酵，检察机构多次重新调查张紫

妍案，却因证据不足无法对嫌疑人

进行相应量刑。至此，张紫妍案

已不仅仅是特权阶层道德堕落的问

题，韩国人再次看到了特权阶层对

法律和正义的践踏。

20世纪70年代，韩国走上了国

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军政府集中

有限经济资源，很快培养起一些具

有出口竞争力的大企业，其中一些

后来发展成为财阀。财阀是“汉江

奇迹”的中流砥柱，但它们与军政

府一同站到了民主和正义的对立面。

财阀家族还与政府高官、法律界高

层、媒体和企业高层家族之间频繁

联姻，形成了一个以婚姻、血缘为

纽带的封闭的特权阶层。

随着民主制度走向成熟，韩国

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减少。

与此同时，韩国财阀在全球迅速扩

张，来自政府的约束力日益减弱，

而自身的影响力却不断向各个领域

渗透。2002年爆发“三星X档案”事

件，三星集团对政界、法律界、媒

体甚至市民团体广泛行贿等事实被

曝光，韩国人再次看到了金钱和政

企“旋转门”构建起的社会精英网

络怎样覆盖了政界、法律界、媒体

界、大学乃至市民团体。

特权阶层的存在拷问着社会正

义，而财阀垄断的经济结构更是加

剧着贫富分化。财阀拥有劳动力、

原材料、技术、产品的定价权，并

且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中小企业

受到挤压，不断倒闭，使得就业越

来越困难。这种经济结构导致韩国

经济进入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

萎缩、就业低迷的恶性循环，中产

阶层流失，收入两极分化加剧。人

们迫切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改革，

对特权阶层持批判态度，这也是韩

国一些媒体和人士10年来一直执着

于调查张紫妍案的原因。

特权阶层暴力与男性暴力的叠加

韩国政坛存在保守和进步两

个政治阵营。保守阵营通常被认为

更多地代表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利

益。进步阵营强调民主、人权、公

平、正义等价值观，主张进行经济

民主化改革和扩大社会福利。但财

阀早已成为韩国经济的主体，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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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济和政治结构下，经济民主化

改革难以推进。

2016年，朴槿惠闺蜜崔顺实干

预国政、收受财阀贿赂、以权谋私

等一系列由特权而滋生的丑闻被曝

光，导致朴槿惠被弹劾下台，进步

阵营的文在寅当选总统。文在寅上

台后在检察机构内成立“过去事件

真相调查团”，张紫妍案也被纳入

调查范围。根据张紫妍真实遭遇拍

摄的电影《玩物》于2019年重新上

映，引发了比六年前首次上映时更

多的关注。超过20万人在青瓦台网

页留言，要求延长张紫妍案的起诉

时限。文在寅下令重新调查该案，但

是最终审判结果仍然是证据不足。

张紫妍案在长达10年的事件

里反复发酵，不仅在法律和政治领

域引发震动，还引发了人们对于各

个场域里女性权益的反思。“张紫

妍”们不仅仅存在于娱乐业，对她

们实施侮辱和暴力的也不仅仅是特

权阶层。2019年，一名短道速滑女

选手称长期遭受教练的殴打和性暴

力。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针对五个

球类项目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女运动员中的37.7%曾遭受

过性骚扰和性暴力，“ME TOO运

动”随即掀起高潮。韩国媒体以及

人权组织、女性团体指出，遭到性

骚扰的女性大多选择沉默，而施害

者却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行为。调

查显示，遭性侵害者中只有4.4%选

择告发，而在侵犯场景中，餐厅聚

餐占50.2%，训练场占46.1%，都是

公开场合。从各种报道来看，对女

性的侮辱和暴力广泛存在于各个阶

层和场域，且被韩国社会所默许。

张紫妍的悲剧是特权阶层暴力与男

性暴力叠加的结果，她所遭受的来

自特权阶层的侮辱其实有着广泛的

社会文化基础。更多女性在生活中

承受着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待遇，甚

至遭受性暴力或性骚扰。

文在寅政府“拥抱金智英”

在韩国，传统文化影响依然强

大，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观念严重。

在现代化过程中，平等、人权、民主

等价值观在观念领域得到普及，但

在日常生活中，内化于韩国人文化

心理的男性特权意识的影响依然存

在。据统计，韩国成年男性的家庭

劳动时间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

中最短，职场劳动与家庭劳动时间

总和也只处于中等水平。在以工资

衡量劳动力价值的工业社会，女性

难以完全投入劳动力市场，而家庭

劳动又难以用金钱来量化，承担主

要家庭劳动的女性因此成为经济活

动中的弱势群体，进而在家庭中也

处于弱势。

上世纪90年代起，女性的大学

入学率快速上升，女性学业成就也逐

渐超过男性，但以男性为中心的职场

文化、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务劳动文化

的改变却远远滞后。统计结果显示，

已婚女性中因为结婚、生子、育儿而

辞职的约占1/5。在这种情况下，女

性就业质量很低，2018年男女劳动

者的平均工资差异高达37.1%。

2016年，一本描写韩国普通女

性生活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

成为畅销书，将两性平等话题推向

舆论中心。书中描写了一名普通女

性在恋爱、求学、求职、工作、婚

姻、育儿等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两性

不平等，引发了韩国社会对于女性

生存环境的反思。

两性平等的观念与民主阵营的

价值观高度一致。同时，韩国“少

子化”现象愈益严重，经济发展、

养老社保、国防安全都因此面临危

机，而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尤其女

性的生活困境是导致低生育率的直

接原因。近10年来，韩国专注于

速度的发展理念有所改变，开始更

多地关注社会幸福指数，其中也包

括对于家庭文化的反思。在这种背

景下，文在寅政府在女性权益维护

问题上态度积极。文在寅称“希望

92年生的金智英们能过上不一样

的人生”，在总统竞选中把推动两

性平等列入选举公约，当选总统后

则在多个政府部门内增设了旨在推

动两性平等的专门机构，同时不断

通过法律和制度改革增加女性雇佣

机会，倡导男女共同参与家务劳动

等。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女性的

权益得到了显著改观，活跃的“ME 

TOO运动”就是其表现之一。

两性话题撕裂韩国社会

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还是

政治正确性的角度来看，文在寅政

府维护女性权益的做法顺理成章。

但与张紫妍案不同，文在寅政府

“拥抱金智英”没有得到广泛的社

会支持。他得到了女性的支持，却

失去了年轻男性支持者。

《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出版

以及据此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后，

社会舆论出现了两性分裂现象。在

韩国电影打分网站上，女性的平均

评分为9.46，男性则仅为1.76。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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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招致很多男性的批评甚至谩

骂，他们或者不承认两性间存在不

平等，或者认为女性夸大了两性间

的不平等，还有的则指责女性加剧

了社会竞争，使男性陷入困境，男性

才是弱势群体。2018年6月一项调查

显示，韩国女性中赞同“ME TOO运

动”的占62%，而男性中仅占45%。

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早已成

为韩国社会里的主流道德观念，两

性平等教育也贯穿在学校教育和主

流意识形态中。但是，自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经济

进入持续低迷期以来，韩国年轻人

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受就业难

的影响，年轻人进入“社会成年”

的年龄不断延后，长期处于低收入

和雇佣不稳定状态，被称作“88

万韩元世代”（大学毕业生平均月

薪只有88万韩元，约等于5000多

元人民币，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所需），甚至“三抛弃世代”（不

得不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

婚、生子）。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

生的年轻人成为阶层身份较父母出

现下滑的第一代人。对男性年轻人

而言，身边学业成就更加优秀、经

济活动参与欲望日益高涨的女性带

来了竞争压力，男性年轻人中逐渐

出现了憎恶女性的现象。“维护女

权”的声音高涨，更使年轻男性感

到了相对的被剥夺感。2019年下半

年以来的几项调查显示，国民对文

在寅的支持率已从两年前的77%跌至

40%上下。30多岁和20多岁女性对文

在寅的支持率分别为60%和52%，30

多岁男性的支持率为52%，而20多岁

男性仅为31%。

20多岁男性的态度转变引人瞩

目。他们曾经是文在寅重要的支持

者，在2017年支持率曾高达87%，

但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就对文在寅

政府投反对票。2018年6月他们的总

统支持率为81%，与30岁男性非常相

似，到7月就下降至64%，12月下降

至41%，此后一路走低。2019年法务

部长曹国事件发生后，年轻女性群

体因女权运动的成绩而继续保持了

对文在寅的支持，而年轻男性的支

持率却进一步下降。

韩国年轻人向来倾向于进步阵

营，而出现如此明显的“反目”，与

201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两性对立舆

论密切相关。2018年11月，一名女

性将自己和女性朋友在地铁梨水站

遭到三名男性殴打的视频上传至互

联网，总统府的网页上立刻有超过

36万名网民要求惩罚施暴者。但警

察调查结果显示，暴力的起因是视

频中女性先行辱骂和对男性实施暴

力。此后，警察抓获了一名偷拍男

性裸露视频的女性嫌疑人，有女性

组织却举行集会抗议，称警察抓捕

女性嫌犯动作迅速，抓捕同样罪行

的男性嫌犯时却效率低下。在保护

女性权益的社会氛围下，少数女性

的上述过激言行，以及进步阵营政

治家们一些批判年轻男性的不当言

论，都激发了年轻男性们的反感。

批判特权阶层是带有阶层矛盾

性质的政治、经济民主化诉求，而

追求两性平等是文化领域的生活民

主化诉求，二者都是进步阵营长期

高扬的旗帜。但前者拥有广泛的社

会基础，后者却在经济社会处境最

相似的年轻人内部引发了两性间的

对立。但需要看到的是，从社会运

动的脉络来看，韩国社会的两性平

等运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年

轻男性的反对是这股潮流中的阶段

性反弹现象，并不是大势所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韩国娱乐产业发达，但

女星光鲜亮丽外表背后

的辛酸常不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