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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强奸问题
———从《违背我们的意愿》中的女性主义展开

秦 志 远
(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生部 , 重庆 400031)

　　摘 　要 : 作为对女性人身权利最直观的犯罪行为之一 ,强奸受到了女性主义者最猛烈的抨击。布朗米勒的

《违背我们的意愿 》一书集中反映了“强奸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准则构建的结果 ”的观点。但是 ,一直以来 ,将男女

两性定格成为变革男权制社会而彼此“斗争 ”的群体的主张对最终消除强奸现象收效甚微。从人性出发 ,重新

理解“平等 ”与“差异 ”的实质含义 ,有利于实现两性和谐发展 ,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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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强奸问题 ,苏珊 ·布朗

米勒是一个不可能忽略的人物。迄今为止 ,她于

1975年完成的《违背我们的意愿 》(以下简称《违 》)

仍被西方奉为“研究强奸问题的经典 ”,放在与波伏

娃的《第二性 》并驾齐驱的位置。2000年 ,纽约公共

图书馆将该书列为 20世纪 100种最重要图书之一。

当年 41岁的布朗米勒也被《时代周刊 》提名年度杰

出人物 ,理由是该书“可能会对男女两性之间的对

话交往以及思想活动带来深刻变化 ”。

一、引言

在妇女运动早期 ,女性主义者即开始关注强奸

问题。学者们将 1971年视为关注强奸问题的肇始

年份。在那一年 ,格里芬和 Barbara Mearhof和 Pam2
ela Kearon分别推出了《强奸 :全美国的犯罪 》和《强

奸 :一种恐怖行为 》两书。在书中 ,格里芬注意到了

女性对于强奸的恐惧 ,这引发了探讨这种恐惧可能

产生的后果的研究。1975年 ,随着布朗米勒著作的

发表 ,强奸这一话题占据了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地

位。[ 1 ] ( P217—218)

在布朗米勒看来 ,《违 》的重要意义在于 ,在男

性一统天下的严肃学术领域 ,即便是“性精神紊乱

研究先驱 ”克拉夫特 ·埃宾、“精神分析学之父 ”弗

洛伊德等等世界顶级学者都存在不该有的学术空

白 ,始终无人对强奸这一违背女性意愿的现象进行

专门的深入研究 ,该书正是对这种空白的填补 ,并

且 ,在作者看来 ,“最终砸烂禁锢人们思想桎梏的正

是女权主义 ”[ 2 ] ( P7)。本书也由此被认为是女权运

动有关强奸问题转变的关键点和分水岭。

《违 》书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首先 ,尽管涉

及大量尚待考证的事实 ,布朗米勒仍坚持采用历史

研究方法 ,试图通过还原强奸史达到逐步剥开隐藏

于这一事实之后的真相的目的。全书从穴居人时代

开始到现代人为止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

次世界大战 ”等的时间转换 ,以及“美国革命 ”、“犹

太人大屠杀 ”等的空间转换 ,再现了女性身体遭强

暴、女性意愿遭践踏的惨痛历史 ,也进一步激发了历

史主义女权主义对性暴力的研究。

其次 ,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历史学著作 ,但其

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无疑成为该书的值得关注

之处。通过对行为科学研究成果的采用 ,布朗米勒

驳斥了对强奸的诸种误解 ,它们包括 : (1)非裔美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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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更倾向于侵犯白人而不是非裔美籍妇女 ; ( 2 )

强奸往往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 ( 3)强奸主要是一种

爆发性的、非预谋的行为 ; (4)强奸往往是一种暴力

犯罪 ,会表现出对身体的强制 ; (5)强奸往往以受害

人的反抗为特点。

再次 ,布朗米勒运用女权主义分析方法分析了

法律对强奸的回应。她特别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

批评 :对确证的要求 ;对受害者性史的考虑 ;对受害

者的反抗要求 ;为解除男性对虚假强奸指控的顾虑

而设置的证据规则 (别的犯罪中并不适用该规则 ) ;

对贞操的要求 ;施暴者和受害人先前的性关系的误

导性等。

最后 ,该书提出了三个基本的、相互连接的主

张 ,即强奸是父权制的一部分 ;男人创立了强奸的

“聚众心理状态 ”;强奸是“正常 ”生活的一部分。在

布朗米勒看来 ,强奸问题之所以被长期忽略 ,是一直

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造成的必然结果 ,男性在

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统治地

位。强奸是男性所使用的一种不具有真正性动机

的、禁锢女性的侵略手段。以此为出发点 ,布朗米勒

认为 ,必须使强奸问题政治化 ,不要个案式地看待 ,

应将整个社会系统和所有男性都作为斗争的对象 ,

上升到女性集团对男性集团的高度。通过将书写着

“有预谋的恶意暴力行为 ”的帽冠戴在“强奸 ”的头

上 ,对强奸的斗争就成为女性为了自主、反对男性压

迫而斗争的切入点。作者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单单叙

述这段令全世界所有女性都感到伤痛的历史 ,而是

有着一种听起来更像宣战檄文的崇高目的 ,在全书

的最后一句 ,她斩钉截铁地说 :“现在 ,我们的任务

就是 :断了强奸的后路。”[ 2 ] ( P443)

二、强奸的含义

在人们的脑海中 ,“强奸 ”总是指那些采取暴

力、胁迫等方式违背他人意愿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

的行为。因而 ,强奸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单一概念 ,甚

至有人主张它应仅被用于指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

的被法律定义为强奸的犯罪行为。 [ 3 ] ( P1)然而 ,由

于地域和年龄的影响 ,这样的做法对将强奸作跨文

化研究的对象是不利的。例如 ,在某些地域 ,强奸被

定义为仅指男性对女性的侵犯 ;或者不满 18岁的

人 ,在法律技术上不能成为犯罪者 ;或者 ,婚内强行

性行为不被视作强奸 ;或者 ,只有达到某种程度才构

成强奸 ,从而从技术上排除其他强迫性行为等。 [ 3 ]

( P2)

有鉴于此 ,有必要提出一种总括性的概念 ,它应

该包括所有通过强行手段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模式。

在这层意义上 ,“强奸 ”指的是一方使用或者威胁使

用暴力 ,而违背对方意愿 ,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所有

情况 ,无论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年龄、性别以及行为是

否违背特定的法律规定。在《违 》书中 ,为了明确所

指 ,布朗米勒也为女性设计了一个颇为广义的概念

范畴 ,“强奸是指用暴力对身体进行的性侵犯 ,违背

他人意愿侵入他人私人空间 ———简而言之 ,以各种

方法各种途径进行的内部袭击 ———构成了对情感、

身体和理智的故意侵犯 ,是恶意的可耻的暴力行

为 ”[ 2 ] ( P414)。

在类型上 ,根据不同的标准 ,例如对象、时间、手

段等 ,它可分为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强奸、发生在熟

人之间的强奸、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强奸、约会强奸、

轮奸、强盗强奸等等。其中 ,婚内强奸、约会强奸又

成为近来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 ,第一 ,与传统的由

陌生人实施的掠夺性的强奸不同 ,发生在配偶、熟人

以及爱侣之间的强奸 ,由于不具有造成严重身体损

害的特征 ,往往实际发生率高 ,但报案率较低 ,并且

司法人员的态度较温和 ,惩罚力度不足 ,从而具有更

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第二 ,二者的另一重意义在

于它把“承诺 ”的法律定义扩大至意味着“在自由意

志的支配下发生的行为或态度上的积极配合。人们

必须自由且自愿地行为 ,并且知悉行为或事件的本

质 ”。无论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此前或现在存在的

关系 ,都不足以表明存在任何承诺。[ 4 ]

当然 ,无论将强奸划分成多少种类 ,对被害者和

她 /他的家庭来说 ,被强奸始终都是一种无法意料的

和恐怖的经历 ,会造成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首先

是生理伤害 :疼痛、强暴时的动作粗暴会带来软组织

损伤、出血、性传播疾病、怀孕等。其次是心理伤害。

贞节、受屈辱感、恐惧、自卑、社交障碍、性功能障碍

(如性冷淡、性交疼痛、性欲丧失等 )。再则是社会

伤害。社会的不认可 ,甚至遗弃。不少妇女在遭到

强暴后 ,会面临恋人分手问题。但伤害最大的还是

心理的伤害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压力。[ 5 ]

三 、女性主义者眼中的强奸问题

(一 )为什么选择强奸 ?

强奸 ,是女权运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为

什么 ? 人们对研究者提出的责难不亚于强奸本身。

我们知道 ,强奸和杀戮都是人类未开化状态的反映 ,

蛮荒时代的人类习惯于通过肉体上的伤害和消灭对

方来解决彼此间的冲突 ———表现在异性之间 ,则为

抢亲和强奸 ,表现于同性之间则为决斗和凶杀。但

—301—



是 ,这种人类蛮荒时代的习惯在文明时代却并未消

失 ,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和想象之

中。[ 6 ] ( P125)关于这一点 ,女性主义者是这样解释

的 ,这都是因为 ,在男权制的社会中强奸的行为是存

在于男女之间的基本关系的逻辑表达 ,“身体暴力

是社会等级关系的基础 ,同时又是它的极端形态 ”

[ 6 ] ( P132)。它不仅涉及到性行为 ,而且又与暴力密

切相关。与性相关 ,必然引起道德评价 ,而人们在进

行道德评价时是最易于动感情的 ,波斯纳就曾经打

趣地说 ,“在我们社会中 ,如果有谁想就性写点什

么 ,又不会受到指责 ,不会说他情趣低下 ,他就最好

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 7 ] ( P1)。

与暴力相关则涉及安全问题 ,它引起人们联想的是

社会秩序。另一方面 ,文化上的因素也是倡导文化

革新的女性主义批判强奸的主要动因之一。强奸不

仅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文化现象。社会中的“每

个人对强奸是否发生所作的判断较少地取决于实际

情况 ,而较多地取决于人们所持的观点和信念 ”[ 8 ]

( P391)。

由此可见 ,强奸不仅是微观的行为方面的问题 ,

更多地是宏观的道德、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其实 ,

完全可以将个中缘由做某种简明地阐述 ,而不必全

然寄托于宏大叙事 :既然强奸是以暴力、胁迫为手段

的进攻性的行为 ,那么无论是肉体层面还是精神层

面 ,强奸都是对女性直接的、危害巨大的剥削 ,通过

强奸具有的有意识的威慑功能 ,男性可令女性望而

生畏。如果女权主义者能够把强奸都解构了 ,那么

男性与生俱来的优势就会消失 ,男性外表强大的面

具就会被撕掉 ,赤裸裸地暴露在女性的面前。因而 ,

强奸是女性主义必须处理的问题。

(二 )如何解构强奸 ?

首先 ,强奸是父权制的一部分。人类诉诸暴力

是缘于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原始崇拜。力量的使用不

仅使拥有力量的人在获取食物方面更胜一筹 ,而且

可以用来建立和维护权威。暴力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滋长了生活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 (当然也包括妇

女 )对暴力的迷恋。正因为暴力是统治力量的象

征 ,是征服力量的再现 ,因此 ,男人格外珍惜自己的

暴力 ,向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尽情挥舞暴力。 [ 9 ]

( P250—254)在女性主义者看来 ,性强暴的逻辑不仅

是由于生理性因素支配 ,而且更多的是由性政治因

素支配的 ,真正的强奸犯是父权体制 ,这才是问题的

实质所在。此时此刻 ,强奸不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的专断的暴力行为 :它是权力强势集团的成员对

权力弱势集团成员进行压制 (绝无反抗 )的一种政

治行为。[ 1 ] ( P228)正是因为在父权体制下 ,女性是

男人的客体和“他者 ”,所以强奸才屡禁不止 ,它传

达出这样一种意思 ,性强暴是一种奴役和被奴役关

系的表现。一方面 ,在男人的意识中 ,对女人的强行

的性占有是男人征服女人的重要方式 ,“他无视她

的抗拒 ,强行进入她的身体 ,这种强占表明他胜利征

服了她的肉体 ”[ 2 ] ( P9)。实施性暴力的能力被看成

是自信的源泉 ,是男人生命力的象征。强暴者把对

象的身体当成了获取性快感的工具 ,性对象不是爱

的对象 ,而是奴役的对象 ,性成了奴役的形式。作为

“主宰者 ”,“他 ”似乎有天赋的权柄征用女性的身

体 ,他通过强暴的形式完成了对对象的驯服 ,让女性

的身体永远地成为“属他的 ”,成为一个“工具化 ”的

“它 ”,不再具有人格 ,而表现为一个“物 ”,一个可以

被任意支配和占用的物。“它 ”意味着女性被彻底

低贱化了。另一方面 ,女人实际上又是渴望这种占

有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 ,男人通过暴力维持男人

地位的优越 ,将女性置于男人的附属地位 ,并通过意

识形态的灌输 ,赋予性别暴力以迷人的魅力 ,让人感

到有趣和性愉悦。 [ 9 ] ( P252)弗洛伊德在 1924年的

一篇名为《受虐狂的经济问题 》的文章中提出 ,“被

虐是女性渴望的状态 ,是女性性成熟的表现 ”,是

“最终的生殖器阶段 ”[ 2 ] ( P344)。因此 ,她们对“不

被占有 ”的恐惧远远胜过“被占有 ”的恐惧 ,男人通

过强暴把自己的欲望转换成了“女人 ”的性欲望 ,把

“性 ”看成是“施恩 ”,女人在男人对她们不感兴趣时

对男人的“怨恨 ”远远胜过了男人因对他们感兴趣

而强暴她们后产生的“痛恨 ”,男人只是“恩典 ”的执

行者以及女人的“欲望 ”的满足者 ,他们有理由强制

执行这种“恩典 ”[ 6 ] ( P126—129)。对妇女的暴力也

就在男人的“关爱 ”中得以潜滋暗长 ,并最终披上了

“爱 ”的纱巾。

其次 ,男人创立了强奸的群众心理。强奸在男

性集团中得到一致的支持。布朗米勒认为 ,所有的

男人从内心深处都是强奸犯 ,而所有的女人自然是

他们掠夺的对象。强奸是男人们用来使他们对女人

享有永久控制权的主要机制 ,所有的男人都从某些

男人的强奸行为中获得了好处。起初 ,斗争的矛头

仅指向强奸女性的男性 ,后来 ,所有的男人都成了控

诉的对象。这一观点与前一观点是相互呼应的 ,正

是因为有了男权制的存在 ,男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

统治地位 ,就必须保持和维护男权体制 ,并结成群

体。他们很少会以个体的方式实施强奸行为 ,轮奸

成为男人结党营私的最初形式之一 ,它促使男性组

成对付女性的联盟 ,受害者成了无名女人。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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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奸中不可能有公平对抗 ,此时强奸的男性意识形

态最为明显 ,它成为男性实现群体权威的最好方式。

并且 ,唯恐任何一个男性通过辩称自己从未实施过

强奸或者甚至从未考虑过这样做而逃脱控诉 ,布朗

米勒还解释到 ,良好的目的和行为不会使男性逃脱

强奸的控诉 :“一旦我们将强奸不是丧失理性的、冲

动的、难以控制的性欲左右下的犯罪 ,而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充满敌意的、人格堕落者的暴力行为以及一

个自称的征服者的占有举动的一部分 ,意在胁迫并

引发恐惧这一观点接受为强奸的基本真理 ,那么我

们必须仔细观察我们的文化中促进并宣扬这种态度

的成分 ,它们提供给男人 ⋯⋯促使他们实施丧失理

智的侵略行为的意识形态和心理鼓励 ,在很大程度

上 ,他们犯了一项应受到惩罚的罪行 ,更不用说道德

上的错误。”[ 10 ]

第三 ,强奸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性主义

者强调强奸与“正常 ”的异性关系的相似性。她们

认为 ,在以男性霸权为特征的社会里 ,所有的性关系

都会被认为是暴力的 ,因为这种关系都是被男性的

力量所控制的。强奸仅仅是达到了与正常的异性关

系同样的结果。历史上、日常生活中 ,到处都有它的

影子存在。大体上 ,强奸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生活

模式。以战争期间为例 ,布朗米勒认为 ,男人对战争

时期的强奸持十分肯定的态度 ⋯⋯在男人与男人相

互厮杀一决雌雄之时 ,在男人征服新的土地之际 ,在

男人奴役一个又一个民族的过程中 ,在男人向胜利

飞奔的血路上 ⋯⋯无疑会强奸。 [ 2 ] ( P26)如果说战

争是一种释放群体焦虑的方式的话 ,那么 ,强奸则是

一种释放个体焦虑的方式。它必然成为所谓战争游

戏的副产品 ,不只是战争病 ,不只是战争白热化的表

现 ,而是成为一种惯用的借口 ,常见病、多发症 ,它也

必然与国家征服、民族统治难脱干系。只要想一想

1945年南京大屠杀日本军人对中国妇女的残暴 ,

1991年塞尔维亚军队对占领区妇女的集体奸淫 ,

1998年印尼人对华人妇女的强暴 ,我们就不难理解

对妇女的暴力其实与民族统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11 ] ( P15)总之 ,男人强奸的理由可以装一大箩筐 ,

或是因为性饥渴 ,或是出于证明自己能力的需要 ,或

是出于对女性的憎恨 ,或是出于不安全感和无能 ,或

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 ,对复仇的渴望 ,或是出于同伴

的压力 (例如在群奸中 )而强奸。当你刚把一两项

原因加进来 ,就又会被新动机的出现搞得不知所措。

这样的论述方式对解构强奸是否有效不得而知 ,但

是其意义就在于 ,强奸与性别有关 ,这会让女性觉得

强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觉得自己无时无

刻不是生活在有可能被强奸的阴影之中。在这个强

奸语法里 ,男性就被架构在主体的位置上 ,女人 ,生

来就是被强奸的命 ! 强奸你也好 ,拿你满足性欲也

好 ,只是早晚的事。 [ 12 ] ( P23)男性随时可能因为一

个缘由强奸自己。女性主义者进而认为 ,就是因为

这种文化 ,男性就会容易丧失警惕 ,以为强暴女性是

男性的特权、胜利 ,一不留神就犯下强奸罪。他们不

知道 ,只要女性说“不 ”,男性依然继续 ,这就构成强

奸。那种所谓的女性说“不 ”就是“是 ”,女人说“不

要 ”就是撒娇的想法对男性是危险的 ,这会让男性

陷入自我权力的满足而无法自拔 ,并进而成为日常

生活的习惯。最终 ,所有的男性都会成为强奸犯。

最后 ,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她们的终极目的 :断绝强奸

的后路。《违 》书的最后一章以“女性的反击 ”为题 ,

最终希望诉诸法律改革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她们

首先认为现有的国家权力和法律不是中立的 ,而是

男权制在政治上的体现。按照麦金农的理解 ,“法

律是按照男人看待女人和对待女人的标准看待女人

和对待女人的 ”[ 13 ] ( P59)。其后 ,她们对目前的法

律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为什么“要使性侵犯成为重

罪 ,就必须有‘插入 ’”? 性侵犯的方法早已不限于

此 ,现有法律定义所强调的“插入 ”和暴力水平是难

以接受的 ;为什么婚内强奸就可豁免 ? 这并非丈夫

婚姻内的权利 ,这种所谓“权利 ”违背了平等和人身

尊严 ;为什么被害者必须证明自己不同意 ? 在加害

人是熟人的情况下 ,被害人举证的难度使得加害人

更容易逍遥法外 ;为什么被害者需要证明自己对袭

击进行了足够的反抗 ,而相同性质的抢劫罪的受害

者却无须如此 ? 在现代暴力犯罪中 ,强奸既是对身

心的双重打击 ,也是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对性的

“获取 ”。退一步讲 ,即便在严重性上与抢劫罪相

当 ,法律就应该设定相同的犯罪构成要件。

在批判的基础上 ,女性主义者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罗宾 ·维斯特认为 ,鉴于传统宪法学说的缺陷 ,

法律改革者应该通过立法而不是司法途径来寻求平

等。[ 1 ] ( P232)布朗米勒则认为 ,在完善立法的同

时 ,必须进行司法改革 ,尤其是提高司法人员的认识

水平。在《违 》书中 ,布朗米勒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方

案 ,她认为法律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制定无性别约

束的、非特定行为的、制裁所有方式性侵犯的法律 ,

这部法律还须不受其他落伍的男性观念的影响。

[ 2 ] ( P417)虽然现在那些反映女性现实的、不再将女

性排除在外的、也不赞成强奸的男权思想的法律对

消除性暴力犯罪很有帮助 ,例如有些法律将通过使

女性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非直接暴力手段而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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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女性意愿的情况下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界定为

强奸行为。但是 ,她们认为 ,无论是概念上的修正 ,

还是执法体制的进步 ,如果将女性的贞节视为男性

的财产的文化观念 ,将强奸仅看成是女性的问题的

社会态度以及女性“他者化 ”的社会地位等等这一

切没有转变 ,目前的所有努力就都是杯水车薪。因

为 ,法律以及执法的新方式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即使

相关人员严格执行现有的最完善的强奸法律也不足

以阻止强奸。比方说 ,受到传统性禁忌观念的影响 ,

大部分的强奸案受害者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尊严 ,并

不愿意报案 ,把自己受到性侵害的事情公之于众。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的惩罚作用就近乎为零。由此

可见 ,布朗米勒们所希望的正是一部能够帮助女性

在各个层面展开反击并建立男女平衡文化的理想化

的法律。

四、发展着的女性主义

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权主义内

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 [ 12 ] ( P166)性别也始终是女

性主义的修辞中一个最为基本和核心的概念。从性

别平等的政治诉求出发 ,女权运动一直试图寻求涂

尔干所谓的“道德社会 ”中女性屈于从属地位的原

因以及终结这种状况的途径和力量 ,因为 ,即使在那

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启蒙时代 ,女人也

多是以女儿、妻子、情妇、母亲等身份来间接参与政

治的 ,这也是 1792年玛丽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写下

《为女权辩护 》一书的最终理想。从那时起 ,这种诉

求经历了从强调“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和地

位 ”的形式平等到强调“女性自身有着不同于男性

的独特要求 ”的实质平等的发展过程。

在哲学上 ,平等与差异是相伴相生的两个命题。

最早的时候 ,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使女性享有与男性

相同的权利和地位 ,并使用挑战性别差异的方法以

实现目标 ,倡导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各领域的

参与。之后 ,女性主义转向了对尊重女性与男性之

间存在的历史的和现存的差异的探讨。推崇女性拥

有特殊和有价值的特征。有关强奸问题的探讨就是

在这个时期兴起的。 [ 14 ]然而 ,转向差异理论使得

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陷入二难困境 :“平等困

境 ”———女权主义者如果强调平等 ,否定差异 ,则女

性有被男性的社会准则和价值体系同化的危险 ;

“差异难题”———女权主义者如果强调差异 ,否定平

等 ,又很难避免为维续父权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

据。[ 15 ] ( P25)在这种情况下 ,受后现代主义话语的

影响 ,一些女性主义者拒绝实现男女之间平等与差

异的调和。对她们来说 ,相似和差异都根源于以男

性为分析起点的社会和法律结构。局限于对平等和

差异的关注 ,将失去对女性自身变化的注意。并且 ,

“女性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词 ,将所有女性都视为具

有相同利益、需要和价值的人是错误的 ,抽象并试图

包罗万象的话语只能阻碍而不能沟通姐妹情谊 ,因

为它忽略了女性中的差异 ,忽略了统治着不同的妇

女的各不相同的性别歧视形式。[ 14 ]

虽然 ,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为女权主义理论发

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但是 ,作为反政治的、非

实践性的、相对主义的理论的后现代主义 ,与强调实

践性、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女权主义理论又是有内

在对立之处的。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

权主义 ,是以探寻两性不平等的源起、追求女性生

理、心理上的解放、人权及平等等现实实践性为明确

的政治目标的。而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

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权主义本身存在的合理依据。无

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权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

构 , 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 :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

权主义者 , 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 [ 16 ] ( P104—

105)因而 ,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 ,女权主义

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

致女权主义自身的毁灭。

其实 ,无论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强调的机会

平等 ,还是差异派女权主义所强调的女性的独特特

征 ,平等和差异的概念都只是社会正义 (社会公正 )

概念的属概念而已。他 /她们从性别的角度出发 ,认

为目前的社会结构是父权制文化作用的结果 ,是不

公正的 ,其目的是最终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结

构的问题。女性主义批判的起点就是将性别区分为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努力将性别‘去自然化 ’,并

赋予其社会文化的内涵 ”,强调性别是通过社会制

度安排、文化规范制约以及个体身份认同等过程共

同塑造的结果。然而 ,这种经典观念已经缺乏足够

的理论支撑。一方面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不少

美国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界定性别 ,原有的性别界

限已逐渐模糊。[ 17 ] ( P6—7)人们认为 ,新的女性主

义应当是一种兼容并包、信心饱满的女性意识。在

《性别苦恼 》一书中 , Judith Butler就认为 ,一个人的

性别认同是不能用传统的“主体 /他者 ”的框架来固

定的 ,因为性别本身其实是一种表演 ,那是随着时间

和空间的运转而随时变动的。 [ 17 ] ( P7)另一方面 ,

女性主义将性别暴力归因于性别歧视 ,这多少含有

性别对立的情绪。即便是女性主义者本身 ,也有人

反对“男性是暴力 ,妇女不是 ;男性是虐待者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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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害者 ”这种对立的二元思维的。美国女性学者

胡克斯就承认 ,“虽然大多数妇女明显没有使用虐

待和殴打来控制和统治男性 (尽管有少数妇女殴打

男人 ) ,但她们可能使用虐待的手段来维持与她们

的权力对象的交互作用中的权力 ⋯⋯我们的问题常

常由于妇女们相信有权力的人用暴力来维持权力是

正确的而变得更加严重 ”[ 18 ] ( P138)。因此 ,只有认

识到男女两性诉诸暴力的共性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

方法。

现代语境下的日常人性观念 ,肯定人的肉体欲

望 ,也以摒弃性别压迫、避免人性物化为基本前提。

那些把日常人性等同于男性的日常人性、再等同于

男性向异性施暴的动物性这种思维逻辑 ,也应该得

到有效清算。在对女性施暴的快意中 ,实际上也阉

割了男性人性的丰富多面性、阉割了男性区别于动

物的主体价值。施暴一旦在观念中占据了男性本

质 ,男性人性实际上也就面临着被等同于动物性侵

犯本能的价值险境。因此 ,女性主义看到的不应再

是男女之间的对抗 ,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不应当是

一一对应的权利关系 ,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阴

阳兼济 ,共存互补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真正面对

历史 ,而不仅是面对前人传递下来的话语或理论的

套路 ,就会发现 ,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一个美丽的幻

象。也许 ,幻象背后的路才是《违背我们的意愿 》真

正留给我们需要深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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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Rape in the Perspective of Fem in ism

Q IN Zhi2yuan

( Postgradua te D epartm en t, Sou thw est U niversity of Politica l Science and L aw, Chongqing 400031, Ch ina)

　　Abstract: Rape, as one of the crimes that infringe women’s personal rights most directly, had been criticized

by the fem inists since 1970’s. In 1975, the book A gainst O urW ill by Susan B rownm iller appeared. On its pages,

B rownm iller maintains that rape is the p rimary social mechanism and culture created by men and through it, men

can perpetuate their dom inance over women in general. However, the fem inists hold that "women" and "men" are

two opposite group s on transform ing the patricentric society and it is almost useless to get rid of rape. It will be use2
ful reconsider the meaning of the two concep ts of " equality" and " differenc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nder2
standing human nature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real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Key words: rape; fem inism; patri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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