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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份差异性与科学文化多元性
———基于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 北京 100083

摘要 :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女性主义学术和科学元勘领域最重要的进展莫过于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差异性

的认知以及科学元勘领域对科学文化多元性的强调。女性身份差异性与科学文化多元性这两种观念

虽分别发端于不同的学术领域 ,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并最终在女性主义科学元勘这一交叉点上实现

融合。对女性身份差异性与科学文化多元性的认知与强调 ,为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

础和编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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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本上讲 ,性别的社会建构与科学的社

会建构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两大理论前

提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与境 ( context)中 , 20世

纪 90年代之前的女性主义已充分阐释了性别

与科学之间的历史关联 [ 1 ]。在此之后 ,女性主

义学术和科学元勘领域均取得了不少新进展 ,

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女性主义学者对

女性身份差异性的认知以及科学元勘领域对科

学文化多元性的强调。本文正是基于科学编史

学的角度 ,尝试对这二者在何种意义上为女性

主义科技史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的问

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女性身份差异性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中产阶级白人妇

女”的女性主义遭遇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

的广泛挑战 ,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主义者也开始

反思自身理论的局限性 ,逐渐形成了黑人女性

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

主义等新的流派。

在有色人种女性主义看来 ,有色人种妇女

和其他少数群体妇女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样 ,

她们的观点不同于白人妇女和其他有特权的妇

女。其中 ,黑人女性主义者将社会性别、种族、

文化及其结构和制度视为不可分离的综合体。

对她们而言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压迫是

相互交错、无法分割的 ,不可能仅仅思考她们作

为女性所受的压迫。正如奈恩 ( Gemma Tang

Nain)所言 ,传统女性主义是一种白人的意识形

态和实践 ,它是反男性中心主义的 ,但却同黑人

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不兼容 ,甚至会削弱和分化

反种族歧视的斗争 ,它甚少关注黑人妇女 ;而且

更为关键的是传统女性主义关于生育、父权制

和家庭的研究 ,以及围绕流产、男性暴力甚至强

奸等问题的运动 ,在应用于黑人妇女时都是成

问题的 [ 2 ]2 - 3。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同样谴责了传统女性主

义对种族、阶级、民族等维度的忽视 ,他们强调

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性别歧视的

交错关系 ,反对将适合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观

点和理论推广到第三世界。正如鲍晓兰所言 ,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对

话 ,首先应该反思和批评自身的殖民主义和帝

国主义倾向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第三世界妇女

运动和理论 [ 3 ]。类似的 ,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

主义也将女性自我身份破碎的根源追溯到文

化、种族和民族等因素 ,而不是后现代女性主义

所主张的性、心理和语言文字。多元文化主义

提倡的是多样性价值 ,坚持认为所有文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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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同等对待。女性主义者吸取

了这一思想精髓 ,并由此批判了传统女性主义

对社会性别之外的其他范畴忽视的问题 ,强调

认识妇女内部差异的重要性。正如斯佩尔曼

( Elizabeth Spelman)所言 ,一个有效的女性主义

理论必须认真对待妇女之间的差异 ,它不能宣

称所有的妇女都“正如我一样”[ 4 ]。

尽管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多

元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所关注的对象和侧重略

有差异 ,但却共享了一个共同的观念基础 ,即均

坚持认为不存在适合于所有妇女的铁板一块的

女性概念 ,强调女性身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强

调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的交错关系 ;反对将西

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观念无限推

广到其他种族、民族、阶级的妇女身上。这种对

女性身份差异性的普遍关注和对传统女性主义

的尖锐批评 ,对于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而言至

少具有两点深刻意义。第一 ,它意味着女性主

义学术将拓展它的研究视野 :从西方走向非西

方 ,从解构男女性别差异等级体系走向正视和

分析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 ;第二 ,它更意味着社

会性别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从反对生物本质主

义走向反对文化本质主义 ,从单纯考察性别与

政治、经济、科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走向综合

考察性别、种族、阶级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

系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此两点 ,为新时

期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基础和

理论支撑。

首先 ,从编史内容上看 ,基于对女性身份差

异性的认知 ,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科技史必定更

多地将关注的焦点从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转

移到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非西方女性在

科技史中的作用、地位与贡献、非西方科技话语

中的女性形象与身份、非西方科技与性别的相

互建构关系 ;以及西方科技话语中黑人妇女和

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政治及其与阶级歧视、种

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关系等等 ,将成为新时期

女性主义科技史新的研究内容。关于这一点 ,

已从众多关于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女性

主义科技史研究成果中得到充分印证。可以

说 ,这既是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运动兴起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西方传统女性

主义面对尖锐批判之后进行自我反思和沉淀的

结果 ;改变第三世界妇女和黑人妇女在西方和

非西方科技史中被边缘化的状态 ,已成为当代

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学者所达成的基本共识。

其次 ,从编史的概念基础上看 ,认识到女性

内部的身份差异性 ,将促使女性主义学术对性

别问题上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进行反思 ,这将

为女性主义科技史提供更恰当的编史框架。其

中 ,女性主义史学家斯科特 ( Joan W. Scott)看

法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在 20世纪 80年代 ,

斯科特较早地强调社会性别这一范畴在历史研

究中的重要意义 ,并因此成为女性主义史学的

倡导人物之一 ; 90年代初 ,她便开始研究多元

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 ,提醒人们关注女性

身份的多重性、差异性、历史性和情境性 ; 90年

代中期之后 ,她进一步明确指出 ,女性主义学者

为实现女性主义政治目的 ,忽略了妇女之间的

差异性 ,制造了本质先于存在的妇女共同身

份 [ 5 ]。由此可知 ,继批判生物决定论和生物本

质主义 ,强调社会性别理论之后 ,斯科特进一步

认识到性别不仅是社会建构的 ,更是文化多元、

流动不居的 ,并不存在单一的、同质性的、不变

的女性概念。这对于科学元勘而言 ,意味着必

须更加关注非西方科学技术中的性别问题及其

特质性 ,必须注重研究的本土化与境 ,包括非西

方的性别文化与境和科学与境。正如哈丁

( Sandra Harding)所言 ,对科学与性别问题的研

究必须注重与境 ,必须放弃“普遍的 ”或“本质

的”女性概念 ,必须认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本质

意义上的性别关系 ,而只有被阶级、种族和文化

建构并与之相互塑造的性别关系 [ 6 ]179。显然 ,

对性别文化本质主义的认知和批判 ,将为女性

主义科技史尤其是非西方女性主义科技史提供

更为重要的理论框架 ,它不仅有助于非西方女

性主义科技史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 ,更为其避

免照搬传统女性主义的“性别 - 科学 ”关系模

式提供了一副及时的解毒剂。

再次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认识到女性内部

的身份差异性 ,促使女性主义学术对社会性别

概念的非独立性、异质性与流变性有了清醒的

认识 ,这将为社会性别范畴与其他分析视角在

科技史中的综合运用奠定基础 ,使得新时期女

性主义科技史在方法论上有了革命性的提升。

正如上文所言 ,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

义学界已充分认识到 ,不同社会的妇女被建构

的方式不一样 ,离开阶级、种族、民族等范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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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分析性别问题 ,为此女性主义科技史的研

究视角也不能囿于社会性别一种 ,“不能因社

会性别范畴的普遍运用而塑造出这样一种自然

假定 :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研究唯一关键的理

论视角”[ 7 ]173。实际上 ,女性主义科技史实践确

已逐渐从单一强调社会性别与科技的建构关系

中超越出来 ,关注到性别与种族、阶级、民族等

多重维度在科学技术历史中的复杂互动。其

中 ,哈拉威 (Donna Haraway)的研究清晰地表

明 , 20世纪灵长目动物学对自然的建构 ,同它

对性别的建构一样 ,都深深暗含在 20世纪的种

族和殖民政治之中 [ 8 ]。她的该项工作是对“性

别可以脱离种族政治和阶级政治而得到理解 ”

这一观念的生动批判 [ 9 ]37。

如果说性别的社会建构观念是女性主义科

技史超越传统妇女科技史的关键 ,它促使科技

史家开始思考科技中性别差异的形成过程 ,分

析科技在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革过程

中起到的影响和作用 ,探讨科学作为一种社会

建制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结构和文化特征等

问题 ;那么对女性内部身份差异性以及随之而

来的对性别建构观念的多元性与流变性的认

知 ,则将促使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科技史进一步

探讨科技中女性内部差异的形成过程 ,分析科

技与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多种意识形态之间

的多重建构关系。

二、科学文化多元性

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是女性主义学术和科

学元勘领域交叉结合的产物 ,如果说对女性身

份差异性的认知从编史内容、概念框架与研究

视角方面为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

论基础 ;那么 ,社会建构论、科学实践哲学尤其

是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思潮日益强调的科

学文化多元性观念和地方性知识概念 ,则从另

一方面为新时期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提供了理

论支撑。

在笔者看来 ,对科学文化多元性的认识与

反思大致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建构

论和传统女性主义科学元勘。这二者虽然没有

明确提出科学的文化多元性观念 ,但在主张科

学知识社会建构性和批判科学客观性观念的同

时 ,却隐含着某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所谓

文化相对主义 ,其核心就是尊重差别 ,强调多种

生活方式的价值 ,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

共处为目的 ,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

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 [ 10 ]32。换言之 ,就科学而

言 ,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主要体现于反对关于科

学与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 ,主张科学的文

化多元性及对不同知识系统的尊重。

其次是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思潮。这二者

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对于科学而言 ,意

味着任何知识包括西方的科学知识在内 ,都是

地方性和情境性的 ,谁者都不具有所谓的“普

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垄断地位 ,为此非西方

知识系统在认识论上具有平等的价值 ,必须对

其历史和实践给予尊重。正如吉尔兹 ( Clifford

Geertz)所言 ,“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

本性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 11 ]

此外 ,科学实践哲学也对去情境化、去地方

性的科学普遍性观念提出了批判 ,取而代之的

是对知识的地方性情境的强调。它把科学活动

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特有形式 ,暗含

着对科学技术进行文化研究的重视。有所不同

的是 ,相对于科学实践哲学 ,人类学和后殖民主

义的地方性知识观念更多地隐含着对关于科学

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的解构 ,它们试图基于非

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来考察知识、文化及其历史 ,

并赋予非西方的知识和文化以同等重要的

地位。

可以说 ,对科学文化多元性和地方性知识

概念的重视 ,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

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究其

根本 ,在笔者看来 ,这一趋势最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于 :在承认和阐释科学的社会建构性的基础

之上 ,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建构的多元性与异质

性特征 ,并且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科学知识系统

具有认识论上的平权地位。这种科学文化多元

性观念和地方性知识概念无疑将为整个女性主

义科学元勘提供新的理论方向和问题域。因为

如果说承认科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社会建构的

产物 ,为考察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互相

影响与建构打开了通道 ;那么 ,对科学文化多元

性的强调则进一步为考察非西方科技传统中的

性别政治及其异质性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换

言之 ,在新的学术与境中 ,科学和性别一样 ,都

是地方性、情境化和差异性的。女性身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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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科学文化多元性这两种观念虽分别发端于

不同的学术领域 ,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它们均

从本质主义走向社会建构 ,从文化普遍性走向

文化多元性 ,从主流群体或科学体系走向边缘

群体及其知识传统 ,最终必然会在女性主义科

学元勘这一交叉点上实现融合。自然地 ,“非

西方”将成为这一交叉领域新的研究重点 ,非

西方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不但有助于阐明非西

方科学在起源上的独立性和在认识论上的平权

地位 ,更有益于分析多元化的科技体系中科技

与性别及其他社会范畴之间的建构关系是如何

地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

具体而言 ,首先 ,科学文化多元性观点意味

着对科学的文化普遍性观念的消解和对科技概

念的拓展 ,它将改变传统科技史研究的“中心

-边缘”模式 ,为具有女性气质的科技传统或

非西方社会的科技传统的研究提供独立的编史

合法性。换言之 ,此二者不再需要以西方现代

科技为参照标准来追述和评价自己的根源与成

败得失。实际上 ,早期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对

被传统科技史边缘化的女性气质科学传统的追

述 ,已潜在地要求拓宽科学的范畴。正如希宾

格尔 (Londa Schiebinger)所言 ,对美国和西欧以

外的其他社会妇女的“地方性知识 ”进行研究

势在必行 ,女性主义研究已逐渐拓宽科学的概

念 ,很多理解自然和为人类所需而改变自然的、

常常不被认为是“科学 ”的方式 ,都应被纳入科

学的范畴 [ 12 ]15。女性主义学者们认识到 ,不仅

要对西方近代科学给予相应的批评 ,更应开辟

通往传统知识的路径 ,以寻找比启蒙理性少一

些“普适性”、多一些“地方性 ”的分析工具 ,尽

管启蒙理性本身也只是欧洲历史发展到特定阶

段的一个产物而已 [ 13 ]792。显然 ,在女性主义的

学术视野里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作为其根基

的启蒙理性的普适性正逐渐被挑战 ;科学文化

多元性观念既为女性主义科技史提供了新的编

史基础 ,同时也构成了新时期女性主义科技史

致力于阐释的重要方面。

其次 ,它将为女性主义科技史对性别、阶

级、种族、殖民等问题的综合考量提供新的理论

框架。正如舒特 (Ofelia Schutte)所言 ,西方女

性主义者要充分认识到她们为妇女争取社会、

政治、经济和性别权力与解放的声音只是众多

争取声音中的一种 ,西方思想和文化只是众多

思想和文化中的一种 ,就必须站在后殖民主义

的历史与境中看待问题 ,否则很难摆脱将自身

的位置视为普遍性标准的基本假定 [ 14 ]65。显然 ,

基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 ,发出非西方女性的声

音 ,是非西方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之一。对此 ,哈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她提出 ,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在如下方面必须

实现对传统女性主义科学元勘的超越。首先 ,

传统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对相关论题的思考 ,都

是从欧洲女性后裔的生活及最占优势的西方制

度、概念框架和实践活动开始的 ;而后殖民女性

主义分析的逻辑起点则是关于非西方文化中妇

女生活及妇女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现实地位的女

性主义话语。其次 ,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元勘

不再局限于欧洲或美洲科学技术传统的小圈

子 ,不再限制在欧洲中心主义框架内认识问题。

第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主要是从不同于传

统女性主义研究的制度背景中涌现出来的 ,这

种制度上的起因将决定它优先考察哪些问题。

第四 ,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更关注性别与阶级、

民族、种族、殖民主义的交错关系 ,以及性别关

系的变动不居。[ 15 ]显然 ,这一分析表明 ,女性主

义科学元勘已明确将来自女性主义学术内部和

科学元勘领域的新趋势结合起来了 ,既强调对

女性身份差异性的认知 ,以及相应地对西方女

性主义话语的超越追求 ,更强调科学的文化多

元性 ,以及相应地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哈

丁本人的科技史案例研究更是表明 ,西方与东

方的关系同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类规范相

互对应 ,欧洲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性中

心主义的内容之一 [ 16 ] 15。

概言之 ,对科学文化多元性的体认与对女

性身份差异性的认知一样 ,一方面推动新时期

女性主义科技史扩展到非西方领域 ,并认识到

非西方“科学 - 性别 ”关系的复杂性、多重性与

多样性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从非西方

的认识论框架和性别关系与制度背景中认识

“科学 - 性别”问题 ,即以他人之眼观看他人之

世界 ,这是更为重要的分析视角的转变 ,是新时

期女性主义科技史对传统女性主义科技史的重

要超越。

三、差异性与多元化视野下的

女性主义科技史

　　在女性身份差异性和科学文化多元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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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指导下 ,新时期女性主义科学编史方向

发生了重要变化 ,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

对科学技术中性别问题与种族、殖民问题交错

关系的解构 ,二是对非西方社会科学技术与性

别互动关系的揭示。

(1)科学技术中性别、种族和殖民问题的

交错关系

较之于传统女性主义科技史对主流科学中

男性中心主义编码的解构 ,新时期女性主义科

技史的重要拓展在于对性别、种族与殖民之间

复杂关系进行综合的历史探索。其中 ,希宾格

尔透过 18世纪的解剖学文献与解剖学争论 ,发

现这一时期的解剖学将欧洲男性的人体特征视

为最优越种族和性别所应具有的特征 ,而非欧

洲女性则应属最低的等级 ,当时的解剖学图谱

中甚至根本找不到她们的人体骨骼图。这一研

究揭示了解剖学在种族和性别差异本质化过程

中的作用 ,以及种族建构与性别差异建构之间

的微妙关联。正如她本人所言 ,“以往的历史

学家都试图单独研究种族和性别问题 ,但是 18

世纪的很多解剖学家往往既关注种族差异也关

注性别差异。这些历史学者研究性别问题和种

族问题所采取的分析模式十分相似 ,这缘于自

然史都是从欧洲男性的立场出发来书写的事

实。欧洲男性统治了学术界 ,规定了合法知识

的范围和获取这些知识的人的范围 ”[ 16 ]388。而

她所要做的就是去变革这种欧洲男性中心主义

的书写立场 ,解构科学技术中性别与种族的交

错关系。

除此之外 ,希宾格尔还深入考察了 18世纪

欧洲与其殖民地科学交流中涉及的性别与殖民

问题。她发现 ,来自欧洲的博物学家和医生对

殖民地妇女所拥有的流产知识采取了贬低和指

责的态度 ,甚至将其污名化 ,拒绝将其传入欧

洲 [ 17 ]233 - 234。在笔者看来 ,对于殖民地而言 ,这

一研究表明社会性别观念与殖民意识形态对与

之冲突的科学知识的反向排斥作用 ,它们使得

殖民地妇女关于生育和流产的知识 ,在产科专

业化、国家殖民扩张策略以及科学与政治的联

姻中 ,被边缘化甚至系统忽略了 ,实质上揭示了

非西方女性知识传统被边缘化的过程。对于宗

主国而言 ,对殖民地知识的排斥至少在两个方

面意味着欧洲科学普遍性的丧失 :一是欧洲科

学也存在系统的无知 ,它在取得普遍性地位的

过程中 ,直接忽略了其他的地方性知识 ;二是欧

洲科学普遍化的过程并非基于科学知识的客观

性 ,而是文化与殖民战争的结果。从这两点意

义上看 ,希宾格尔为科学文化多元性观念及地

方性知识概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支持。

比较而言 ,科技、性别与殖民的交错关系更

多地体现为近代科学在殖民过程中对殖民地知

识传统与性别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台湾地区

日治时期的殖民医疗问题为例 ,傅大为深入分

析了近代男妇产科医师传统逐渐取代产婆传统

的“性别 /医疗大转换 ”的过程及其原因 ,认为

是殖民医疗采取的种种性别、殖民策略 ,包括污

名化传统产婆、垄断和控制产钳等妇产科新技

术的使用等手段 ,最终促使近代男妇产科医师

传统的确立。这一研究生动揭示了殖民医疗中

殖民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体现出

后殖民主义与社会性别的综合视角。在傅大为

看来 ,西方近代医疗和台湾地区传统妇科医疗

是基本平权的 ,二者的竞争与取代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是殖民权力和政治运作的结果。正如他

本人所言 :“基于一个‘后启蒙 ’的立场 ,我们不

特别去欢呼近代医疗 ,不去再一次重复‘进步

医学’的老生常谈 ,而是要在西方与台湾、在地

与殖民、近代与前近代、男人与女人这些相对的

组合中 ,不预设任何的优势位置 ,以取得一个适

切的平衡 ,同时也在一个多元的情境中相互攻

错 ,以造成一个互动的对话。”[ 18 ]

(2)非西方科学技术中的性别政治

如上文所言 ,将关注点聚焦到非西方女性

的知识传统上 ,考察非西方社会性别与科学技

术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构成了新时期女性主

义科技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中 ,亚洲尤其

是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性别与科技问题逐渐成

为关注重点。例如 ,美国人类学家肯德尔 (Lau2
rel Kendall)自 1985年以来 ,就通过对韩国萨满

医生、产婆和其他从事仪式医术的妇女活动进

行历史考察 ,尤其以韩国女萨满及其所主持的

Kut仪式为例 ,展示了韩国女性在私人知识领

域的重要位置和强势力量 [ 19 ]512 - 517。尽管从某种

程度上看 ,她更多的是基于一位人类学家的立

场来研究这些地区的妇女医疗传统 ,但社会性

别却是她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并且 ,女性身

体的医疗规训和女性医疗传统本身就是女性主

义科技史研究 (尤其是医学史和身体文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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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 ,女性主义科技史因其

研究对象的民俗性和地方性特征而与人类学研

究产生交集 ,并且因为二者都强调发出当地女

性自己的声音 ,恢复当地女性的知识经验与历

史传统 ,而在思想上产生了深刻共鸣。这一点

在关于其他地区女性宗教医疗传统的研究中均

有体现。例如 ,韦德诺加 (W illiam W edenoja)对

牙买加女性民俗医疗中医病关系的深入分析

等 [ 20 ]76 - 97。

就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性别研究而言 ,费侠

莉 (Charlotte Furth)和白馥兰 ( Francesca B ray)

的工作无疑最具代表性 ,笔者曾对此做过专门

探讨。概言之 ,费侠莉从中医身体观中的性别

等级差异、妇产科理论与实践中的性别分工、医

学文本和话语对女医疗者的污名化、传统妇科

理论对巫医、稳婆等宗教仪式医学的排挤等多

个方面 ,对 10世纪至 17世纪的中国妇产科性

别史给予了深入分析 [ 21 ]
,充分展现了社会性别

视角和后殖民视角的综合运用 ,以及对非西方、

非主流科技知识系统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

魅力。正如有学者所言 ,“费侠莉的研究对于

医学史以及中国快速发展的妇女研究而言都做

出了重要贡献 ”[ 22 ]174。白馥兰则通过中国封建

社会晚期住宅建筑的空间结构、划分分配、性别

隔离、空间内的仪式活动等 ,揭示出建筑技术文

化和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呼应与建构的

关系 ;透过古代纺织生产领域的性别劳动分工

及其变化 ,分析了中国古代妇女在该领域的贡

献及其被边缘化的过程 ;通过医学理论中的母

性形象、医学领域的性别分工以及女性内部的

生育等级 ,揭示出中国古代妇女的生育知识、生

育角色及医学与性别的互动关系。她的研究展

现了对技术概念的拓宽和对科学文化多元性观

念的体认 ,正如她本人所言 ,立足于后殖民视角

的批判性技术史研究必须不是为了建构比较性

的等级目的而来探讨这些技术系统的地方性意

义 ,而是应当严肃地将其作为关于世界的另外

的建构来对待 [ 23 ]11。可见 ,科学文化多元性与

女性内部的身份差异性不但为这些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 ,更构成了这些研究的重要内容。

综上 ,如果说传统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学者

从反思和批判传统性别观和科学观的基础上构

建了性别与科学的理论关联 ,从而为 20世纪

90年代之前的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最

根本的编史基础和研究内容 ;那么尽管对女性

身份差异性和科学文化多元性观念的过分强调

(因为暗含女性身份同一性的丧失和相对主义

的科学观 ,而在现实的妇女运动实践和科学认

识论方面遭遇诸多质疑 ) ,它们却毫无疑问地

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科技史开辟

了新天地 ,促使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新突

破。可以预期 ,从社会性别、跨文化、人类学和

后殖民的多重视角综合考察知识、技术和生产

活动的历史 ,将会给整个科技史研究领域带来

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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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am ines the re2
searching p ractices of fem inis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1990 s in the contexts of the develop2
ments of fem inist scholarship and STS. Recognition and emphasis in difference in women’s identity and cul2
tural diversity in science in the above two fields p rovide furth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urrent fem inis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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