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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偏见与歧视隐于日常: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中的“微侵犯”初探∗

□肖鹏

　　摘要　“微侵犯”指的是针对特定人群不明显的、潜在的、无意识的侵犯和侮辱行为.作者指

出,微侵犯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与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之一,与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的核

心价值———“平等”与“公平”也存在密切关联.文章首次向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系统介绍微

侵犯的概念缘起、研究进展及其分类,梳理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的微侵犯研究与实践,并以“中

国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的微侵犯问题自检清单”为中心,为深入研究微侵犯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微侵犯　社会不平等　特殊人群　和谐社会

分类号　G２５０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

　　“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是欧美边缘人群信

息服务、图书馆包容等相关研究中经常触及的关键

概念之一,但这一具有特殊价值的议题尚未引起国

内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充分重视.学术议题的价值

源于其背后的问题意识,而“微侵犯”这一概念所引

出的问题,恰与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的核心价

值———“平等”与“公平”息息相关.除了图书馆与信

息服务领域,当前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与其他相

关学科中,也都缺乏对“微侵犯”的内涵阐述和系统

梳理.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初步介绍微侵犯的研究

体系,梳理这方面的研究在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

中的应用,并探讨本土化视域下相关研究和实践的

发展方向.

１　“微侵犯”的概念缘起与研究进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哈佛大学教育学和精神病学

教授查 斯 特  米 德 尔 布 鲁 克  皮 尔 斯 (Chester
MiddlebrookPierce)已经论及微侵犯及其具体表现

形式.在１９７４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当时美国社

会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形式已然发生变化,如果

说以前的种族歧视往往付诸显性、激烈的手段,那

么,“今天歧视主义的实质则是不明显的、累积式的

‘微侵袭’(Miniassault)”[１];２０年后,他又在另一篇

文章中重申这种变化的严峻性,此时,其所用名词已

变为“微侵犯”(Microaggression).在查斯特看来,
微侵犯主要是针对特定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的不

明显的、潜在的侮辱行为[２],例如带有偏见的称呼、
言语习惯等.这些隐形的歧视行为潜伏于日常生活

中,不易被觉察,却营造出一个对特殊人群不友好且

充满压力的社会环境.
在中文语境中,对“Microaggression”尚无统一

的翻译,如“微侵犯”“微暴力”“微歧视”“隐性歧视”
等提法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又以前两者所用最广,
港台地区则多用“微侵略”.笔者选择“微侵犯”的译

法,其中的“微”并非“微小”,而是取“隐匿、不明显”
的意思.这一说法可能会与“言语侮辱、偷窃、取绰

号、课堂上嘲笑、肢体推挤”等程度轻微的暴力或侵

犯行径混淆[３],其本质不同在于,微侵犯强调的侮辱

性行为是无意识的,施暴者或侵犯者(Perpetrator)
常常难以觉察到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例如,在图书

馆和相关公共场合中,典型的微侵犯表现之一是对

特殊人群的称谓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残疾人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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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往往被称为“残废人读者”[４][５]———但这是大时

代环境与语境使然,绝非个人刻意的歧视或偏见,经
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整体纠偏,类似的称呼便很少

被使用[６].可是,未纠偏之前,这种日常性的偏见持

续地给特殊人群带去了伤害,更在有意无意间固化

人们的歧视心理,“微侵犯”的提出,便是试图反抗这

种日常语境下对特殊人群不自觉的侵犯行为.
当前所见的微侵犯论著,多以有色人种在社会

生活中遭遇的微侵犯为主题,研究社群中的领袖人

物,如查斯特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若尔德温
苏(DeraldWingSue)等,也均为有色人种移民或移

民后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本就对微侵犯有切身体

会.查斯特的研究主要从对非裔美国人的微侵犯入

手,德若尔德则专注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微侵犯[７].
但微侵犯这一概念的生命力显然不限于种族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课题的考察范围逐渐拓宽.这

种拓宽既体现为学科层面的延展,譬如从文化学、社
会学研究进入其他学科:法学方面,１９８０年代末便

有学者关注美国法庭中对少数族群的微侵犯,剖析

了白人主导下的法庭环境如何在无意间对少数族裔

施加莫大的压力[８];传播学、新闻学方面,微侵犯研

究常用于对电影、电视的话语分析之中,例如,有学

者揭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美主流影片的主演都

是“白人盎格鲁 － 撒克逊新教徒”(WhiteAngloＧ
SaxonProtestant,WASP),其他人种似乎并不存在

于电影世界之中[９];微侵犯对心理学的影响则更为

明显,作为一个切入性歧视、性骚扰问题的关键概

念,它早已被广泛应用到 LGBTQ 社群[１０][１１]、妇女

心理治疗[１２]等多个分支研究之中.与此同时,相关

课题在理论层面也不断向纵深挺进,研究社群将微

侵犯与新时代的种族歧视研究(例如符号种族歧视、
反种族主义理论等)、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符
号暴力理论等互为桥接,构建起日趋完整的微侵犯

研究体系[１３].２０１０年出版的«微侵犯与边缘性:表
现、动态与影响»(MicroaggressionsandMarginalＧ
ity:Manifestation,Dynamic,andImpact)一书,
对以上多个相关议题都有涉猎,不仅全面概括了微

侵犯领域的研究进展,更呈现出其日渐宏大的学术

视域.
尽管关于微侵犯的研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９０年代初就逐渐成为欧美社会科学界高度关注的

课题之一,可是,从一开始它就不是纯粹的学理概

念,而是与有色人种、少数族裔、LGBT 和妇女等民

权运动紧密相连的抗争工具,尤其在非裔、亚裔、拉
丁裔美国人的反歧视斗争中占据重要位置.与此同

时,它又被认为是美国“是否过度政治正确”争论的

由头之一,部分民众、学者和媒体认为,某些关于“微
侵犯”的指责实际上是矫枉过正,这股声音随着唐纳

德特朗普以“政治正确”挑战者的姿态参与总统竞

选并最终获胜,还在进一步扩大.
不管微侵犯议题在美国的发展是否已然到了

“矫枉过正”的地步,美国的情形是值得警醒的,它要

求我们在展开相关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注意

基本边界和本土特色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之下,从
国家层面来讲,微侵犯概念的引入有望帮助中国应

对其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挑战,
包括且不限于贫富冲突、城乡矛盾、地域纷争、民族

纠纷等等,而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中,认识西方

社会在媒体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去微侵犯”浪潮,
亦有助于中外的话语互通和友好相处.

落眼到图书情报学科与行业层面,倘若我们采

纳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与情报学使命与视域视

角[１４],会发现无论在侧重情报学研究的“有效查询”
一端抑或在侧重图书馆学的“有效获取”一端,微侵

犯研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从“有效查询”的侧面切

入,它引导研究者注意符号暴力等隐性因素在信息

世界构建过程中的影响,进而启发信息查询和日常

信息行为的新路径;但当前更为常见的是从“有效获

取”的侧面切入,强调在图书馆、档案馆与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过程中,营造一个“去微侵犯”的服务空间.

２　微侵犯的分类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上文简要回顾了微侵犯的研究缘起及发展,那
么,微侵犯的具体表现如何? 其根源来自何处? 隐

蔽性等特征又如何体现? 在当前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中,最能直观揭露微侵犯本质的,是对日常生活中微

侵犯的分类分析,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德若尔德的

微侵犯分类框架(见表１)[１５].需要说明的是,该框

架主要针对有色人种所遭遇的微侵犯情景,为了帮

助中国读者理解相关内容,笔者做了必要的改动和

诠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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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德若尔德温苏的微侵犯分类框架

微侵犯主题/类别 具体表现/表达 潜台词

母 国 的 异 邦 人

(Alienin Ones

OwnLand)

亚裔/非裔美国人常常被

问及 出 生 地,或 被 称 赞

“你的英语讲得很好”

你是外(国)人

偏误的智力归因

(AscriptionofInＧ

telligence)

“你比你们那类人/那里

的人要强得多”

有色人种(或某族群)

的智力水平比白人(或

主流群体)要低

“色 ”盲 (Color

blindness)

“当我看着你的时候,并

没有看到一个有色人种”

白人并不愿意承认种

族问题

有罪推定

不愿意和黑人或其他有

色人 种 一 起 乘 坐 一 班

电梯

你是危险的

个人种族主义者

之否认

“我并非种族主义者,我

有一些黑人朋友”

因为我有黑人朋友,所

以我绝对不可能是种

族主义者

精英 神 话 (Myth

ofmeritocracy)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都可

以获得成功,如果他们足

够努力工作的话”

强调种族等问题不会

影响成功,在特定语境

下往往暗示有色人种

是懒惰的

异化文化观

倾向于认为亚洲人不善

于表达自己、黑人过于吵

闹等等

认为白人或领导性社

群的文化是完美的

二等公民

有色人种女性往往被认

为是服务员或从事类似

的服务岗位

你天生就是从事服务

行业的

宏观层面,即系统

化、机 制 化 的 微

侵犯

宏观层面的政策歧视
社会制度、资源层面的

偏见与排斥行为

表１关于微侵犯的阐述,多是从非裔、亚裔美国

人的日常生活视角论述的,而微侵犯显然不仅发生

在不同种族之间,因此,除了关于种族议题的微侵犯

分类框架之外,学界又相继提出了残障人士遭遇的

日常微侵犯分类框架、针对性别歧视提出的微侵犯

分类框架等等[１６],涉及社会不平等的诸多领域.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然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贫富、地域、城乡等社会不

平等问题是国家治理的重点所在,微侵犯框架的思

想资源亦可转用到这些课题的研究之中.例如,我
国在“十一五”规划前就着力关注“穷人经济学”,当
时社会上曾出现所谓“中国农民穷是因为懒”的激进

观点,这无疑是一种“精英神话”(见表１)的视角.
经济学家卢周来明确指出“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

种说法不对:在有些沿海地区,农民工中超过４８％

的人每天高强度工作１４个小时,但他们每天的收入

不够吃四碗炸酱面.勤劳并没有改变他们贫困与底

层的命运”[１７];学界亦普遍认同,建制化的资本剥削

才是贫困者难以脱贫的根源,近年托马斯皮凯蒂

在«２１世纪资本论»中关于投资回报大于经济增长、
继而导致结构化的贫富差距的论证,更为打破此类

论调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中国农民穷是因为懒”
等未经严谨检验的说法,尽管“言者无心”,却引发对

特定群体的伤害.事实上,目前我国官方、媒体界和

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到部分相对明显的微侵犯问题,
例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有罪推断”,对贫穷族群的

“二等公民”刻板印象等,再如卫生部等也日渐重视

对各类病患的称谓引导[１８];但在一系列问题中最为

严重的,可能仍是与“户籍制度”等密切结合的体制

化微侵犯,这也使得户籍改革成为中央近年深化改

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微侵犯的分类分析有望为我们认识和反省日常

生活与言辞举动中潜在的偏见提供基本指引.在利

用这些框架发掘微侵犯行为的过程中,最为微妙的

是:某些微侵犯的情况十分明显,一点即晓;但也有

某些行为过于隐匿,甚至受侵害群体本身都不一定

能够觉察其存在,对它们的揭露有时候反会进一步

撕裂已然存在的阶级对立.对于未来中国的学者和

实践者而言,把握和处理不同情景下相对显性的、破
坏性较大的微侵犯行为,克制过度的外延,或许会成

为关键的行动原则之一.

３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的微侵犯研究与实践

３．１　 欧 美 图 书 情 报 界 对“微 侵 犯”议 题 的 研 究 和

应用

微侵犯具有普遍性和日常性的特征,图书馆与

信息服务领域自然也无法回避这一课题.从网络报

道、新闻、博客等渠道来看,欧美图书馆与信息服务

领域对微侵犯的关注正在持续升温,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分校助理教授尼尔科库克(Nicole
A．Cooke)就认为,近年来,本学科内关于微侵犯的

讨论正在日渐显性化[１９],但严谨的学术研究仍不多

见.在为数不多的已有研究中,奥本大学参考馆员

贾恩娜阿拉比(JaenaAlabi)做出了具有代表性的

探索,通过针对图书馆员的网络调查,她发现,不少

少数族裔图书馆员都体验过同事施加的微侵犯[２０];
其另一项面向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成员的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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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又进一步确认了微侵犯与歧视问题在图书馆工作

场景中的普遍存在[２１].
学术研究之外,欧美图书情报行业还自发形成

了讨论微侵犯的网络社群.２０１４年,东洛杉矶学院

图书 馆 的 图 书 馆 员 辛 西 娅  玛 丽  奥 罗 斯 科

(CynthiaMariOrozco)设立“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微

侵犯博客”,用以收集、了解和交流本领域与微侵犯

相关的言论和事件,后续又将博客扩展到 Twitter、

Facebook等社交平台,形成了一个关注“图书馆与

信息服务微侵犯”(LIS Microaggressions)的社群.
该社群拓宽了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对于微侵犯问

题的观察范畴,其讨论不再限于工作场景与职业发

展,而是涉及整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在北美引起了一

定反响.在美国«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８年初的一项访

谈中,辛西娅分享了一些发生在图书馆与信息服务

场景中的典型的微侵犯,笔者以辛西娅分享的案例

为基础,加入不同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实践案例,对本

学科涉及的微侵犯问题进行了整理、归纳和举例(见
表２):

表２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中的微侵犯表现[２２]

微侵犯主题/类别 具体表现

宏观 层 面,即 系

统化、机 制 化 的

微侵犯

图书馆事业中缺乏普遍的多样性

图书馆馆藏忽视了对边缘社群需求的满足

跨 性 别 恐 惧 症

(Transphobic )

以及相关的性别

语言暴力

对特定人群(尤其是女性或特别性别取向者)

使用不正确(甚至不礼貌)的代称

异化文化观
在通用检索引擎(如“谷歌”)中检索“亚洲女

孩”等词汇时,首先出现的是大量不友善信息

精英神话

认为数字化技术十分普遍,每个人都可以在

信息社会受益,实际上数字鸿沟的存在仍使

相当一部分人无法被纳入所谓的“信息社会”

母国的异邦人

某些人在反复得到指导和纠正的情况下,仍

不愿尝试或认为很难发出那些亚裔、非裔等

同事/用户的姓名

二等公民
在图书馆工作中,年轻的有色人种女性被认

为应该从事服务员或类似的服务岗位

偏误的智力归因
优先表彰白种男性图书馆员,即便他在工作

方面的贡献与其他人并无区别

３．２　我国图书馆与信息服务视域下的“微侵犯”
从表２的列举可以发现,欧美图书馆与信息服

务行业对微侵犯的认识和揭露,主要还是以种族歧

视和女性歧视等问题为主,这显然与欧美图书馆与

信息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的组成及其切身利益有密切

关系.值得思考的是,倘若以中国图书馆与信息服

务的视域来考察微侵犯,其重点又应当是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事

实上,对于表１和表２的分类框架,笔者并不满意,
原因在于此类体系只做了零散的、分布式的归纳,从
未考虑过系统化的爬梳.笔者尝试从图书情报服

务,尤其是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业流程出发,
初步构建起考察微侵犯的本土分析视角,见表３.

对于表３,需要作一些解释:
(１)该表格的重点并非提供一个面面俱到的微

侵犯问题清单,而是试图提供分析中国图书情报服

务(尤其是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微侵犯现象的基

本路径.可以说,服务流程的视角是中国图书馆员

比较熟悉的框架之一,采用这一视角,有利于相关机

构的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检查自身存在的微侵犯问

题;(２)表格中所列举的微侵犯问题,由于具体的问

题不同、流程不同,其牵涉对象可能是图书馆员,也
可能是用户;(３)表３列举的内容和案例不一定完

整,也并非绝对正确,并不必然存在于每一个图书

馆,当然,更未必适用于任何时候.微侵犯的具体表

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更改,因社会环境的变

化而发生改变.表３的某些列举或许会引起争议和

不适,但倘若读者在看到这些条目后,能够引发相应

的质疑和思考,则该“问题自检清单”的目的已然达

到.表格中的内容并非不能被推翻,笔者甚至乐于

看到其中每一点论证都遭遇挑战,因为这将意味着

微侵犯已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重视.

４　反应与行动

微侵犯概念的引入,对于我国图书情报学界与

业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关于图书馆平等服务的

探讨已经很多,微侵犯视角除了帮助我们深入开展

基础理论探索,更有望赋予这些理论一个相对细致、
具可操作性的行动视角.具体来讲,图书馆与信息

服务领域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采用的行动策略

包括:
(１)从微侵犯的分类框架与问题清单入手,以改

善公共文化服务与信息服务的供给质量为导向,展
开探索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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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微侵犯问题自检清单

流程 可能涉及的微侵犯问题 具体表现 侵扰对象

团队建设

招聘工作人员(图书馆员或服务

人员)时的就业歧视
特定岗位男性优先;本地户口优先 图书馆员

工作分派时的偏见 将琐碎的工作优先派遣给女性馆员 图书馆员

升迁时候的内在偏见 无编制无法获得晋升;女性馆员获得的升迁机会相比之下较少 图书馆员

职业不被尊重

以个人经验贬低图书馆员职业和图书馆行业,举止丧气(涵盖了图

书馆员自卑性质的自我轻视与外部轻视两个维度,这可能是最为特

殊的微侵犯行径,其施予方往往来自于前者)

图书馆员

战略规划
无视服务范围内的特定人群的

需要

外来务工人群聚集地区的图书馆从未考虑面向外来务工人群的服

务设计;建设有视障人群服务区却从未开放;街镇图书馆不设立青

少年服务区和相应馆藏

用户

资源建设
无视服务范围内的特定人群的

需要

在服务社群明确包括外来务工者、老年人或青少年等的情况下,忽

视相关资源建设
用户

资源加工 对特定来源文献的轻视 认为某些灰色文献没有水平,不予加工 用户

宣传推广

特殊代称 如采用“它”或“它们”来指代特定人群 用户

不恰当言论

通过取笑或贬低特定群体与行为的方式获得关注度,尤其是具有微

侵犯倾向的流行词汇,如“大龄女青年”以及其他看似有社交引爆度

的粗俗词汇

用户

阅读推广中的社群偏见 根据刻板印象推荐读物 用户

服务实施

对特定人群的称呼问题 明显的、习惯性的不礼貌称呼 用户、图书馆员

面向服务对象的有罪推定 下意识认为某些群体“脏”“野蛮”,并表现出相应行为 用户、图书馆员

错误评价 不礼貌地肆意评价用户所用资源 用户

选择性服务 不为“乡下人”提供服务 用户

用户反馈 选择性忽略用户反馈 在无明显证据前提下,认为某些用户就是刻意惹麻烦 用户

　　上文给出的“中国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微侵犯

问题自检清单”是笔者试图为这一策略提供的实用

工具.在此基础上,图书馆与信息服务行业内应该

形成更具场景化与实践导向的清单,包括且不限于:
基于不同服务对象的自检清单(如幼儿、青少年、老
年人、身体不便利人群、外来务工人员等),基于不同

图书馆类型的自检清单(如高校图书馆、大型公共图

书馆、街镇图书馆等)等.这些清单应当尽量轻便、
简单、实用,譬如图书馆员在入职培训或每次开展相

应服务前,简要地阅览一次清单,即可避免很多不必

要的问题,进而构建让读者舒适的公共文化服务环

境.着眼于“微”,是这一工作的关键.
(２)由内而外,构建图书馆员微侵犯自省机制与

用户主导的微侵犯反馈机制.
在微侵犯的诸多类型中,最具有持续伤害性的

是“体制化微侵犯”.例如在图书馆与信息服务职场

上,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可能导致员工的压抑与焦虑,

影响工作积极性和服务态度.对抗体制化的微侵犯

或许同样需要建制化的努力,如在内部建立图书馆

员微侵犯自省机制,将适当消解相应问题,这一工作

可考虑与图书馆党建工作结合;而建立用户主导的

微侵犯反馈机制则有望帮助图书馆员切实走近和理

解用户.
(３)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到社

会层面的“去微侵犯”行动之中,但需慎防微侵犯问

题的矫枉过正.
当我们超越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的视角,从

更宏观的视域来观察,可以发现,随着党和国家深入

建设和发展和谐社会,对包容性发展、政府职能转型

等议题日益重视,微侵犯及相关研究对中国社会的

重要性将愈加凸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

不仅仅是“一亩三分地”之内的微侵犯问题,更要发

挥以图书馆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潜力,为
全社会层面的“去微侵犯”提供帮助,切实为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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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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