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8210217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7SJB720007)

作者简介 :董美珍 (1971—) ,女 ,山西右玉人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哲学博士。

2009年 3月

第 36卷第 2期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 2009

Vol. 36　No. 2

“平等”与“差异”的悖论
———女性主义科学理论面临的困境之一

董 美 珍
(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 , 南京 210097)

　　摘 　要 : 平等与差异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哲学命题 ,否定差异而追求绝对的平等则实际上平等亦不复成

立 ;否定平等而坚持差异则差异亦将从社会的存在中失去其人类学的意义。不言而喻 ,任何差异都包含着不平

等 ,而争取“平等 ”是女性主义的理想目标之一。于是 ,现实的差异和理想的平等之间便产生了一个深刻的矛

盾。而对女性主义科学理论所遇到的这一矛盾与困惑进行反思 ,将有助于人们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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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义自产生以来虽然流派众多 ,但追求平

等是其共同的目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 ,平等

是争取和男人一样的权力 ,为此 ,他们主张女性一定

要进入男性的领域 ,并达到男性的标准。也就是说 ,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试图以消除男女差异来实现平等

的目标。这一方法是以否定差异为代价 ,结果会造

成新的不平等。有鉴于此 ,激进女性主义转而强调

男女之间的差异 ,以此来肯定女性独特的价值和情

感 ,弘扬建立于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性价值的优越

性 ,以此来摆脱男性的统治和压迫。然而 ,对差异的

过分强调又陷入了以女性为标准的困境。此外 ,激

进女性主义高扬女性的温柔、善良、无私等特征正是

男性中心文化附加于女性身上的枷锁。如此 ,平等

与差异的矛盾使女性主义陷入了两难困境 :若强调

平等 ,以消除差异为代价 ,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平等原

则 ;若强化差异 ,则等同于肯定性别不平等的合理

性。

一、平等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目标

　　科学的历史长河基本上是一部男性英雄人物

史 ,女性主义首先从质问为什么从事科学的女性如

此之少着手 ,分析历史、文化等对女性的排斥和扭

曲 ,随后女性主义把发展的矛头直指科学理论 ,从总

体上对科学概念进行反思 ,从根本上对一向在科学

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主体进行重新思考。通过分

析揭示了科学从一开始出现时就存在男性化的偏

见。这些偏见以抽象和清白的形式构成科学文化的

组成部分 ,它们体现在科学秩序和独特的文化活动

模式中 ,体现在科学家的角色分配中 ,以及在迄今没

有被怀疑和注意到的概念范畴中。女性主义对科学

的最低挑战和行动指向是 ,寻求排除那些阻碍女性

进入科学以及进入之后的明显和不明显的障碍和歧

视 ,以使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

与男性一样从事科学职业的机会 ,与男性一样在科

学界的平等地位 ,这就需要消除传统的性别常规模

式。而消除科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 ,也需要对科学

领域的概念、方法和解释作基本的改变 ,对科学探索

的逻辑做批评检验等。

为此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女性主义关于科

学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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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问题领域。首先 ,应发展一新的研究领域 ,研究

为女性争取更高地位而斗争的相关问题。以一种新

颖的方式研究社会和历史中的女性 ,给出有关她们

处境的新知识 ,帮助她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的生活与

处境 ,这是 20世纪 60年代末发起的女性研究的自

我理解。其次 ,女性主义指出 ,当今的科学实践和学

术机构的科学共同体仍然是一个充满“性别 ”结构

的大本营 ,有必要把科学的智力结构和实践看作是

文化的产品 ,而不是自诞生之日起传承给人类的神

圣戒律。因此 ,女性主义对科学发起激烈的批评 ,认

为科学 ,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机构都应该从根本上予

以改变。再次 ,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中 ,科学理论本身

就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 ”的构建 ,认为科学传统上

是客观的 ,与一种不带情感的理性相联 ,也就是说 ,

传统科学观的关键词是客观性、理性 ,它们似乎都与

女性“无关 ”。女性主义论证了纯粹的客观性是不

可能的 ,传统科学所谓理性和客观性的认知主体是

男性中心的 ,所以并不是真正客观的。

女性主义前期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平等研究 ,

一方面 ,它集中于个体性别 ,研究关于女性如何在科

学事业的社会结构中受歧视 ,关于科学事业中存在

的和女性社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等问题。这些

研究解释了女性在科学中的低表现 ,批评了我们文

化所鼓励的女性气质的特征 ,与女性进入科学的动

机和成就相对立。另一方面 ,女性主义考察了传统

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理性与男性的关联 ,强调主体性

与情感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特别强调重视女性

的直觉与技巧、珍视女性的经验。女性主义对主观

性、情感的强调更多地为了凸显女性化的特征 ,如移

情、联系等同样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好方法 ,直接目的

为的是高扬女性的认知优势 ,为了增加科学界女性

人数或提高科学界女性的地位。女性主义对平等研

究的支持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多种正面的行

为措施 ,并且大力进行使女性重新社会化的实践 ,以

增加女性在科学界的人数。

可以说 ,整个 20世纪女性主义一直通过“性别

批判 ”这一主要变量寻求进入科学界的道路 ,因为

任何对性别差异的承认几乎都用来为排除女性于科

学之外作辩护。只要科学的目标被明确地看作是对

自然的反映 ,它的成功就只能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

而以单一的标准衡量女性科学家 ,就出现了平等的

希望和平等的概念 ,但这种平等依赖于对差异的否

定。作为后见之明 ,很容易看到这一策略存在的问

题 :如果普遍的标准将差异翻译为不平等 ,就会陷入

二元论、对他者的排除。要么同样的标准使平等等

于同一 ,由此又排除了他者的任何经验、观念或价

值。结果 ,“他者 ”只有在施展差异方面符合条件。

二、差异 :不可避免的困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晚期才出现了女性主义科

学理论产生的条件 ,开始讨论将差异 ———经验上、观

念上、价值上的差异纳入科学生产的内在价值。也

就是说才开始承认科学目标和标准的多元性 ,才产

生了引入一种可选择的科学观的条件 ,但很快差异

的观点屈服于一种不同的科学 ,即一种女性主义科

学。女性主义科学对不同的人意味着许多东西 ,但

是在实践中 ,它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女性化 ”科学

的观点。这样一种女性化的科学实际上也是应传统

科学观所追求的可选择的有效性之需要。更重要的

是 ,女性主义对性别和权力与知识相互关系的关注

使她们力图发展出某种不压制女性认知方式的可选

择模式 ,它至少应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描述的模

式 ,一种消减主客二分法的分离和对立 ,以及相应术

语性别痕迹的模式 ,它包含一种特殊的世界观 ,呈现

出复杂性、交互作用和整体论的特色。

这样一种科学被称作女性主义是因为它表达和

评价了女性的敏感性和认知气质 :如关注特殊的交

互作用 ,考虑爱欲和认识论关系的本质和地位 ;不崇

拜个人主义和控制社会的态度和行为 ;更强调整体

性、养育性 ,更关心与客体的关系 ,突出女性理解自

然过程的真正特征 ;是复杂的和相互作用的 ,而不是

抽象的、还原的。女性主义把这种模式看作是对当

代科学的改进 ,并认为这样一种女性主义科学更具

辩证法特性。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吉利根明确地提出

了女性在伦理方面的另一种声音。那么 ,没有理由

怀疑女性在科学上不能做同样的事情。正如霍楠妮

·特斯科 (H. Trask)对女性主义作家分析发现 ,“她

们的作品回响着两大主题 :爱 (养育、关心、需要、敏

感、关系 )和权力 (自由、表达、创造、生产、改变 )。”

这些主题就是她所确认的“生活力量的双重表现 ”,

她将其命名为“女性主义的爱神厄洛斯 ”。[ 1 ]

女性主义科学或者说是“一种女性化 ”的科学

是建立在女性主义对西方思想二分法批判的基础之

上的 ,也就是说 ,女性主义反对科学理论基础的二元

对立 ,反对世界二分 :主观性 /客观性、理性 /情感、主

体 /客体、文化 /自然 ,并认为其是不平等和女性受压

制的根源。但对性别问题的研究 ,对科学的重建却

得出一种张扬女性意识的结论 ,似乎在肯定二分法。

女性主义对性别的区分、一种女性化科学观的提出

本身就是对其所批判的二元论的默认 ,这使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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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科学的批判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例如 ,生态女

性主义强调女性由于生理原因而与自然存在一种

“天然 ”的联系 ;女性受压迫的地位使其成为未受文

化污染的纯洁的象征 ,成为优越于男性的力量所在 ,

这一美好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女性主义所批判的社会

性别与生物性别神秘联系的观念基础之上。

作为女性主义理论支柱的女性主义立场论同样

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因为它建立在许多成问题的和

未经检验的假设之上。首先 ,它未加批判地接受了

这样的信仰 :人可以为其自身的利益而理性地行动 ;

外部实在是有结构的 ,并且“完美的理性 ”可以发现

这一结构。实际上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脱离

偏见、消除差异 ,实在并非想象的那样稳定、简单和

有序。其次 ,它预设了受压迫者没有从根本上受主

流价值的污染 ,从而拥有把握实在的优势地位和能

力。如女性主义重要的代表人物哈丁 ( S. Harding)

认为 ,女性处于边缘和受压迫的地位使她们容易产

生更少偏见和扭曲的知识 ;希拉里 ·罗斯 ( H ilary

Rose)认为女性经验是女性在家务劳动和手工劳动

中形成的个人的身体、精神和情感相统一的方式 ,它

与男性在工业化劳动中形成的三者分裂的方式相对

立而成为手、脑、心相结合的女性主义科学的基础和

来源。[ 2 ]许多其他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养育和照

料孩子使女性趋向于形成更多关怀、联系等思维模

式。如果将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绝对对立和分离 ,

这本身就陷入了女性主义所批判的机械式和等级式

的二元思维模式。另外 ,它也预设了一个共同的性

别范畴。虽然从女性的视角可能会阐明被先前主流

观点所压制的某些方面 ,但谁能代表整体“女性 ”?

是否存在一个抽去了差异性的普遍的女性整体 ? 现

实中的女性都是处在与男性和其他女性的关系之

中。如此 ,女性主义陷入一个反对男性霸权的总体

困境 ,女性主义者虽然对科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 ,

但却不时陷入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之中。

三、“平等 ”抑或“差异 ”

可见 ,女性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境就是消除差异

还是强化差异 ? 因为 ,消除差异意味着以男性为女

性的标准 ;而强化差异则又等于默认了生物决定论。

国内学者吴小英指出 ,关于平等与差异的争论 ,“皆

源于对性别差异、平等与不平等有不同的理解。因

为作为现实的人 ,谁都无法摆脱文化设计的圈套 ;同

时作为理想的人 ,又总是设想存在一种摆脱所有文

化偏见的世界。女性主义的矛盾正在于此 ”[ 3 ]。

可见女性主义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又不愿意完

全拒绝差异。法学理论家马莎 ·米诺称之为“差异

的进退两难的困境 ”。如果女性主义选择了平等 ,

就不得不接受差异是平等的对立面的思想。假如选

择了差异 ,似乎承认平等是无法实现的。米诺指出 :

在处理从属群体时不考虑他们之间的差异 ,“这就

恰恰留下一种不完美的中立状态 ”,但老是盯住差

异就会彰显离经叛道的丑行。“既要盯住差异又要

忽略它的做法要冒重新产生差异的危险。这就是差

异的困境 ”[ 4 ] ( P388)。

为此 ,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平等的相对性和差

异的绝对性 ,赋予“差异 ”以特殊的地位 ,将其概念

范围扩展到不仅包括男女之间生理、心理差别以及

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别 ,而且包括这些差异之外的

女性与女性之间、男性与男性之间的阶级、国家、种

族等多方面的差别。这样就避免了为追求平等而抹

杀了性别压迫中不同女性群体经验的差异和多样

性 ,使女性主义理论呈现出流派纷呈、观点殊异而又

共存的局面 ,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者

琼 ·斯科特 ( Joan Scott)宣称 ,平等和差异互为预

设、互为蕴含 ,不必将其视为一个永恒不变、层次分

明的二元对立体。她坚持认为 ,如果把平等和差异

看成是互为生成的 ,而且以差异作为中心概念 ,那么

女性主义就可以同时主张平等和差别。[ 4 ] ( P27)

的确 ,男女的差异或不同不是如西方主流思想

的二元对立的不同 ,而是多元辅助的不同。周华山

说得好 :“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元体、不断变化的综合

体。每一面背后又隐藏着许多未经挖掘甚至不自觉

的潜能。没有人可以永恒保持一种形象 ,如果无时

无刻坚持自身的性别角色 ,就会扼杀人性。”他认为

女性优越论仍然形成于二元对立的思想 ,“女性优

越论的谬误在于强化了原本正要被超越的男女二元

对立。其整个论述本身就是建基于‘男性侵略 /女

性受害 ’的二元对立之上 ,简单地以性别划分人类 ,

以为凡女人必属无私伟大的殉道者 ,凡男子皆是自

私寡情的侵略者。如此两极二分法 ,把‘女性 ’视为

完整的单元 ,以为女人只有一种 ,忽视了女性间的多

元差异、竞争、矛盾和利害冲突 ,又把男性标签为敌

人 ,导致了两性间的敌对、仇恨和攻击 ”[ 5 ] ( P17)。

实际上 ,女性不只是与男性有生理差异的人 ,更是在

社会文化熏陶下、在时空变化下不断成长的有自我

意识的人 ,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 ,她的

特质是多元、丰富和千差万别的。任何将平等等同

于同一不仅是幼稚的 ,而且是危险的。差异不一定

是优劣 ,只有认识其复杂性才可更好地理解男女之

间的差异与平等。正如南希 ·科特所言 :“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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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承认了女性之中的不同差异性 ,但是又提出女性

应该认识到其统一性。它要求性别意识作为其基

础 ,但是又要求消除既定的性别角色。”[ 6 ] ( P49)如

此 ,女性主义平等的政治观就包括了对于差异存在

的认识 ,而且以这种认识为基础 ,关键是看待差异的

方式。我们认为可取的办法似乎就是拒绝将平等与

差异对立 ,继续坚持差异 ,但是作为平等本身的意义

的差异。

笔者认为 ,在平等与差异问题上 ,女性主义存在

两大缺陷 :一是急功近利和情绪化 ,一方面把问题简

单化 ,没有看到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不

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细致考察和理论的周密分析

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简单地抽象出什么

原因和模式 ,只能变成玩理论游戏而已 ,离事情真相

不知隔了几重山。另一方面 ,在被压迫者的“正义

感 ”和追求平等热情的鼓动下 ,未能对自己在造成

被压迫过程中应负的责任作深刻的反思 ,似乎这全

都是“男人 ”的错 ,因而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

女性主义通过深刻冷静地分析 ,应该不难揭示这一

层道理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有什么

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或者说 ,有什么样的奴

隶主就有什么样的奴隶 ,有什么样的奴隶就有什么

样的奴隶主。二是忽视基础性的工作 ,匆忙立论 ,没

有对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概念作批判性的考察和

严格的界定。首先 ,在提出性别压迫、追求平等以及

探讨性别差异时 ,女性主义应通过冷静的思考发现 ,

它们都是以男女性别二分作为出发点 ,而男女二分

又是建立在启蒙二分法这一基础之上 ,明确这一点 ,

女性主义就不会认识不到 ,高扬或沾沾自喜于女性

优势实际上是在加固二分法 ,为其合法性作论证 ,只

不过将男性优势换成女性优势而已。其次 ,把平等

当作是争取和男人一样的权力 (权力在这里与其说

是追求科学真理的资格 ,不如说是认识科学真理的

男性特质优势 ) ,必然会将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引向

迷途。因为这样界定平等并没有质疑男性权力的合

法性基础 ,其结果是引出通过获取与男性一样的权

力来达到平等的方法。同理 ,在高扬女性优势的时

候也没有反思 ,女性应获得优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究竟在哪里 ? 因此 ,正确的做法是先质疑男性权力

的合法性 ,确立一种追求自然科学真理最低限度所

必须具备的特质 ———不妨称为基本特质 ———一种剔

除了男女各自认识优势后所剩下的男女共有的特

质 ,以此为基础 ,再去寻求发挥男女两种性别的各自

优势 ,以及发挥每种性别内部不同个体的个性优势。

这种做法既能保证女性获得追求科学真理的平等权

力 ,又能兼顾男女各自的性别认识优势 ,故而能够形

成一种在追求真理时既能人人平等又可各显神通的

格局 ,使科学领域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应该说明

的是 ,这种包容性别差异的新科学观点预设了男女

共同具有探索科学真理的基本特质 ,以及各自的性

别认知优势 ,而这个预设是以女科学家的存在及其

在某些领域的突出贡献之事实作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 :

[ 1 ] Ruth Ginzberg and Nancy Tuana edited, Fem inism & Sci2
ence B loom ington and Indianap 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 ] H ilary Rose: " Hand, B rain, and Heart: A Fem inist Ep is2
temolog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Signs 9: 1. 1983.

[ 3 ] 邱仁宗等. 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M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8.

[ 4 ] (美 )史蒂文 ·塞德曼. 后现代转向 :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M ].吴世雄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2001.

[ 5 ] 周华山. 女人的一半也是女人 [M ]. 香港 :创建出版社 ,

1992.

[ 6 ] Nancy F. Cott, " Fem inist Theory and Fem inist Move2
ments: The Past Before us" , Juliet M itchell and Ann

Oakley edit, W hat is Fem inism: A Re - Exam ina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86.

The Paradox of "Equa lty" and "D iscrepancy" : A D ilemma Confron ting Fem in ist Theory

DONG Mei2zhen

(D epartem t of Philosophy, N anjing N orm al U niverity, N anjing, J 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top ic on equality and discrepancy is an old philosophical p roposition. Pursuit of absolute equality and denial to dis2
crepancy makes equality impossible; Persistence in discrepancy and denial to equality results in meaningless discrepancy. Obviously,

any discrepancy embodies inequality, whil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aim of fem inism is winning equality. Thus, there exists a p rofou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deal equality and realistic discrepancy. The paper focuses on such contradiction and perp lexity in scientific

theory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fem inism and p 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m 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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