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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视阈下的女性主义性别差异理论

吴华眉，於 亮

摘 要: 身体和性别是一个文化和自然生产的相互交织构成物，女性主义应该在二元体系之

外理解性别差异。梅洛-庞蒂关于心 /身二元的整合的尝试为女性主义论证真正的性别差异提供

了一套重要的策略话语。利用这套话语将身体和性别差异相结合可以为女性主义提供理论的深

度和完善度。同时也要看到，梅洛-庞蒂对性别差异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女性主义将身体存有中

的性别的特定化侧面带入梅洛-庞蒂现象学，既开辟和丰富了现象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也提出

了许多独特而卓越的理念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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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理解意识与

自然的关系”①。为此，他突破笛卡尔纯粹思维传

统，论争我们开始的起点不应该仅是胡塞尔《观

念一》中的纯粹意识，也不是一个刺激反应的制

约机体，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身体主体。梅

洛-庞蒂以具体化、肉身化的样貌来理解人的在世

存有的尝试使得现代女性主义者倍感亲切。近年

来她们一改对现象学男性偏见和本质论的印象，

基于女性主义的性别关切，从身体和性别差异角

度重审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提出了许多独特

而深刻的见解和观念。

一、性别差异理论的提出

在哲学中，性别差异是一个远未被理论化的

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演变的诸多因素之外，

这与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历经笛卡尔、胡塞尔

以及萨特等人一路延续下来的对灵魂和身体进行

本体论疏离的哲学传统有着根本关联。在这二元

论传统中，精神征服了肉体，身体就是非精神的，

是精神为了保住其“完善”所必须驱逐之物。由

此，身体的性的特殊性和性的肉身化气质便不被

谈及。每一种性别都被归结为它自身的肉体存在

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精神 /身体对立与男

性 /女性对立的相关和结合。
在这一相关与结合中，女性被迫承载了二元

对立所划界的理论传统和认识论视野，被迫承载

了其他肉体存在的重负。具体来说，其中女性的

性和生殖力量是女性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正是这

些功能使得女人脆弱而需要特殊对待。这样一

来，女性的身体特殊性便被用来正当化两性不平

等的社会地位和认知能力，被用来将其建构为否

定的肉体性存在。女性气质在肉身上的编码使得

男性得以以普遍性和理性形象而自居。从此，性

别差异成了性二元论体系中的性别差异; 女性的

次等地位得以根深蒂固。但事实上，此处用来解

释男女不平等的所谓性别差异并非真正的差异，

而是暗中运作的单一性别标准。真正的性别差异

不应是合理化不平等而应是用来证明性别平等的

根据。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建性别概念。对

此，当代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格罗茨 ( Elizabeth
Grosz) 把女性主义划分为平等主义的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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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中首次提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去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转引自佘碧平: 《论梅罗-庞蒂的肉体概
念》，《复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社会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和性别差异女性主义三

种派别。①

以杰出女性西蒙·波伏娃、舒拉米斯·费尔

斯通和苏珊·格里芬为代表的平等主义女性主义

或者试图最小化甚至消除女性身体的特别标志;

或者坚信女性的自然身体和生育的可能性可以使

其享有优越伦理地位的殊荣。在总体方向上，她

们要么给予精神及其超越性以特权，要么给予身

体及其内在性以特权。她们接受出自二元论的哲

学理念和男权偏见而假定了的“生物性、自然性、
肉体性的女性身体”的概念; 认为身体是与自然

紧密相连、与文化相异以及与所谓的性中性的精

神相对立的性决定的身体。
以茱莉特·米切尔( Juliet Mitchel) 、米切莱

·巴蕾特( Michele Barrett) 和南希·科窦罗( Nan-
cy Chodorow) 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

则着重思考并发展了波伏娃关于“女人不是天生

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理念。她们借用当时还只

是一种模糊心理学上的性 /别区分的说法( 即解

剖学和生理学上的性，和自我概念与行为上的性

别) ②，把“生理性别”解释为身体给予的东西，而

社会性别则是人为强加于这个东西之上的社会建

构，从而指出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在物质身体和社

会 /文化制造的身体之间的基本区分。她们关于

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的区分发现了身体虽预先存

在却受到文化运作的影响，容许社会性别成为生

理性别的多元体现，因而已经潜在地挑战了“生

物性即命定”的信念。然而，社会建构论者的这

种区分在暗示社会性别可变性的同时，也暗示了

身体的自然物质性，从而仍然是在身心对立和主

客体二分的逻辑中思考问题。
为此，美国的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在

《性别麻烦》中向那些试图固定身体和性的意义

的有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理论开战。她

质疑:“我们能够指涉某个‘特定’的生理性别或

某个‘特定’的社会性别，而不先探究生理性别

和 /或社会 性 别 是 通 过 什 么 手 段、如 何 给 定 的

吗?”③她揭露社会建构论者将生理性别看作本质

主义的和将社会性别看作建构主义的二分法; 拒

绝将身体视为白板的思想; 断言社会性别是生理

性别的制造机制，生理性别早被社会性别所吸收。
社会性别的产生不是社会建构论者所言的性别规

则或习俗作用于身体的结果，而是依靠身体持久

地重复操演某一性别角色所呈现的一种假象; 它

永远处于动态的开放过程之中。巴特勒的这种性

别操演理论打破了社会建构论的身 /心静态分离，

强调身心的流动性和身体在时间中的改变，代表

一个身体认识论转向。然而，巴特勒也给女性主

义的事业带来巨大挑战。因为她在取消生理性别

和社会性别相区分的同时，性与性别的自然化与

基础性也同时被取消，性别与主体都仅仅成了流

动操演的可能效果。换言之，对巴特勒来说，身体

的自然只是一个幻影，身体和性别纯粹是诠释和

演练的作品，而不是我们存在的事实性基底。诚

然，完全独立自然和先于文化的纯粹的身体并不

存在，然而，巴特勒所声称的去自然化和去身体化

的身体也毕竟走得太远了。因为当她将文化位置

凌驾于一切自然和身体之上，设立一个总已经在

那里的纯粹文化状态时，就如同仅仅承认身体是

纯粹自然的观点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将文化

与自然的关系以二元的方式理解。同时，当女性

身体在经过巴特勒的文化解码和社会分析后仍难

免其被遗弃的命运时，女性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

政治主体也就成了一个虚构，失去了其立论的根

基。
可见，“如果女性要提高自我理解的自治模

式和地位，并通过此种方式挑战男性的知识和图

式，那么女性身体和女性主体的特殊性与综合和

其相似于与区别于男性身体及身份认同的需要便

需要得到明确的表达。”④而这正是真正的性别差

异女性主义所坚持的内容。在这种理论看来，女

性主义要想恢复其身体和性的概念，一则身体概

念必须从生物学和伪自然主义的挪用中以及从身

体的历史遭遇中解脱出来，拒绝一种以身体为代

价给予精神优越地位的哲学，以发现更多的身体

存在的踪迹来重新思考身体，理解性别的特殊身

体差异。二则也要严肃看待反本质主义对身份认

同的偏离。不能完全将自然重新改编成文化; 不

—73—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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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 Grosz，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p． 15-18。
参见艾莉斯·马利雍·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台北: 商周出版公司，2007 年，第 19 页。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体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 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9 页。
E． Grosz，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1994，p． 19．



能将身体看作缺乏其自身有力物质性的、纯社会

的、纯文化的效果。简言之，身体和性别是一个文

化和自然生产相互交织的构成物。我们需要重新

找回在自然和文化的多重脉络中相互构成的身

体。
基于梅洛-庞蒂的哲学或许能够为女性主义

提供一种研究的方法论，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便

对梅洛-庞蒂现象学产生好感，并试图借由梅洛-
庞蒂的现象学去扩展和深化女性主义研究。

二、梅洛-庞蒂的身体整体论

梅洛-庞蒂几乎所有的哲学活动都旨在超越

传统哲学中身心之间、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这

种对二元极化观点的极力反对和批判与认为二元

论的假定构成忽视性别差异的根源的女性主义旨

趣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都试图在梅

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寻求支持。
在梅洛-庞蒂看来，正是身体提供了超越传统

二元论的切入点。身体和通过其发生的知觉既不

是纯粹的自然的 /生理学的现象，也不仅仅是精神

的结果。身体在同种处境下是向各种可能性开放

的。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是通过身体的直接活动即

身体的运动性而实现的。身体的运动性构成了一

个人的身体和其世界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的统一。
身体 的 这 种 运 动 性 是 由 身 体 图 式 所 管 理 的。
“‘身体图式’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

的方式”，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身体本身是

图形和背景结构中一个始终不言而喻的第三项

……”①。不仅世界通过身体图式的投射体现在

一个人生活的身体空间中，身体图式也在这一过

程中发生着改变，即这一过程也极化和聚合了身

体; 将身体、身体的意义及其极点统一起来; 使

“我的身体朝向它的任务存在”; 使“我的身体缩

成一团以便达到他的目的”②。总之，某种“意向”
会始终在身体中显露出来，而身体也始终因其在

世上栖息而构成。
由于生活的身体始终在感知着世界并与世界

建立联系，因而任何身体的存在都既不能与构成

世界的话语和实践相分离，也不能摆脱建立与同

样栖息于世的他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梅洛-庞
蒂具体揭示了生活着的身体的主体间的本质及其

社会的具体构成。他通过对拉康镜像阶段的挪

用，指出，刚出生时的孩子是与母亲共生的，随着

孩子运动能力的发展，孩子一方面通过自己身体

的体验与他人身体的体验的区别而不断地区分着

自我和他人; 另一方面又通过模仿和互易感觉学

会了他人的身体图式并因此合并了在其最近的身

体空间里的姿势和习惯。可见，一个人的身体图

式既是个人的，又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就生活的

身体作为向他人开放的潜在的相互世界而构成来

说，生活的身体不仅是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从根

本上说它还是模糊暧昧的。总之，“我的身体与

他人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由此，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从三个方面挑

战了以往哲学中关于个人观念的假定。第一，通

过指出身体是我生活的身体、体验的身体、通过我

得以与其他可能的客体和主体发生联系的条件和

情境，表明身体即是主体，挑战了关于身体是意识

或自我的附属物的观念。第二，通过指出身体是

处境中的身体表明人的社会身份随其身体历史的

改变而改变，容许诸多变动异质的可能性，彰显了

个别性的身体风格，从而挑战了固定不变的身份

概念。第三，通过指出生活的身体是向他人开放

的潜在的相互世界，揭示了身体的模棱两可性和

暧昧性。
从增加或丰富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基本原则

来看，通过第一方面的挑战，当生活的身体不再被

还原为物时，长期失落的身体和性便得以拯救，以

男性为标准将女性建构为次等的、有缺陷的在世

存有的模式根基便摇摇欲坠，从而对性别差异的

承认得以可能。通过第二方面的挑战，身体和性

的特殊性必须在其历史性而非简单的生物具体性

上理解，从而质疑了对性别概念的固定理解，承认

性别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第三方面的挑战表明，

身体图式的主体间性和模糊性使我们得以有一个

与他人共享、并能够相互理解的世界。相应地，一

个人理解他人的容易程度便受限于与他人在活动

上的共同程度。当面对一个有着不同文化历史并

因此有着不同身体图式的陌生人时，一个人的生

活的身体对于这种相遇便常常会表现出不能容忍

或抵制，而如果女性与男性的生活的身体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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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38-139 页。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 138 页。



同的历史，那么有某种焦虑控制着他们的相遇便

不足为奇。当不是力图通过努力相处把这种不安

与焦虑尽可能地最小化，而是拒绝承认这种身体

差异时，就会要么对其视而不见，自以为与自我同

一而能够理解; 要么彻底排斥，意图消灭这种异

己。这两种做法都使性别差异概念化、本质化和

绝对化，抹杀或冲淡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主体间

性和模糊性，使一种不公正支配了父权社会中女

人肉身化存在模式的构成。
这三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女性主义的启迪层层

递进，最终落脚到梅洛-庞蒂关于与他人相处的肉

身化模式上。由此我们发现，应该反对阻止他人

的身体面向世界; 反对将自我认同凌驾于与他者

关系的任何假定; 反对将女性视为男性他者的性

的一致化的社会话语和实践; 重建女性的肉身化

实践。因为当基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构建的

神话将女人构建为男人的他者，使男人维持标准

和普遍的形象时，这种基于社会两分法的性别差

异就会抹除了女性身体固有的模糊性和开放性。
从而使女人的肉身化存在模式中的任何差异都被

忽视。然而正是这种基于人的肉身化存在模式而

产生的差异才是真正的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梅洛-庞蒂关于心 /身二元的

整合的尝试为女性主义论证真正的性别差异提供

了一套重要的策略话语。利用这套话语将身体和

性别差异相结合可以为女性主义解决内部理论困

境提供重要基础，为女性主义提供理论的深度和

完善度。不过，现代女性主义在对梅洛-庞蒂身体

现象学所进行的深具女性主义敏锐度的观察中也

发现，一方面，梅洛-庞蒂身体整体论的理论架构

提供了女性主义在身体能动性与存有论和性别差

异理解上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梅洛-庞
蒂也“似乎没有意识到其关于活生生的身体的现

象学分析中的男性气概和菲勒斯中心主义; 没有

意识到这些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话语和与其自身相

异的东西来描述。”①性别差异论在其身体现象学

本身中实际上是缺席的。因此，现代女性主义在

对梅洛-庞蒂身体整体论的为我所用中，也必将身

体存有中的性别的特定化侧面带入梅洛-庞蒂的

现象学，从而拓展了现象学讨论的广度与具体性，

丰富现象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现代女性主义的性别差异理论

基于对梅洛-庞蒂身体理论的吸收和批判，现

代女性主义在理论层次上，加强了对身体存有和

性别差异方面的更有力的论述，并由此提出如下

特有的性别差异理论。
1． “活生生的身体”与性别勾连。性别差异

女性主义有感于梅洛-庞蒂关于“构成世界的存

在，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理解，首先认识

到，梅洛-庞蒂的“活生生的身体”( Lived Body) 概

念可以凸显由事实性与自由共同构成的处境中的

身体; 凸显始终在自然与文化交织的整体关系中

互动的身体; 从而可以避免性 /别架构中可能导致

的化约与二分; 厘清身体、性、性别差异之困惑; 消

除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困境。但她们也看到，仅

仅依靠活生生的身体的范畴是不够的，而应该同

时坚持性别与社会结构在分析概念上的重要性，

发展一种不同的关于肉身化( embodiment) 的叙

述，将活生生的身体和性别结合起来。因为一方

面“性别结构是历史给定的，制约了个体的行动

与意识。它们先于行动与意识。每个人都会经验

性别结构，它是一种事实性，是他或她都会因应的

社会史事实。”②若是无止境地解构性别概念，将

只剩下无限碎裂切割的个体差异，社会改革行动

与公领域的介入将不再可能，这样反而会讽刺性

地维持了既定的性别分工与不平等。另一方面

“被结构化的性别，也会透过个人身体的生活表

现出来。它永远是一种个人的回应，而非人人皆

同的成套特质。”③

将“活生生的身体”和性别结合起来进行分

析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美国女性主义者艾里斯·
杨在《像女孩那样丢球》中对阴性身体进行的现

象学描述。其中，杨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为基

础，置入对性别特定化的细致观察，探索了小女孩

丢球时被赋予的性别编码，勾勒了阴性身体的生

成过程，描绘了阴性活动力的三种模态: “模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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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超越性、遭抑止的意向性，以及与其周遭不连

续的统一。”①尽管在完成这篇论文的 20 年后，杨

自己也专文反思其隐含着的外在和内在的划分，

并以男性为标准将女性身体建构为负面的身体形

象，但她仍提出一个在特定处境中活生生的阴性

身体存有，从而复活了这个充满权力刻痕却又被

遗弃的女体。杨的论述使我们不难结论: 作为

“与种族、文化和阶级特质的必要联动”的性别对

主体有一种弥漫的影响和结果，并使生物的、社会

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的作用和意义都有所差异。
2． 不可化约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女性主

义认为，存在根本不可化约的性别差异。“无论

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再怎样可能分隔女人，性别差

异仍要求社会承认和表现，这是技术变革和意识

形态平等怎么也否认不了的差异。……它们是根

深蒂固的”②。这种由基本的生理殊异带来的不

同可以进行经验传递，可以为许多不同生命情境

的女性共享。为此，她们用大量篇幅来论述性别

差异，反对统一化主体的理念; 认为女性怀孕是一

种暗中摧毁假定自我的内部和外部既定边界的肉

身化模式，呈现了一种关于去中心化的主体身体

经验的典范。怀孕女性重拾了一种与母体相连的

“欢愉”，可以知觉到自己就是身体，经验一种美

学模式中的身体存有; 产生一种独特的过程和动

作、成长与改变的时间性。认为女性可以从服装

中得到三种快感: 触觉想象提供在布料中迷失自

己的单纯快感; 基于服装的相系女性可以获得彼

此分享世俗幻想的快感; 女性想象创造着拒绝实

然的空间颠覆，搅乱了世界的理性秩序，开启着新

的可能性。在“乳房经验”中，她们反对男权社会

以阳具为中心的客体化、物神化乳房的做法，宣称

乳房是性特征的首要标记，是一种不可化约为共

同标准的性差异; 是女性主观地经历着的内在的

身体特征。对女性来说，乳房的感觉、敏感度和性

欲可能性才更重要，而与其大小或外观无关。女

性对乳房的感觉多重而暧昧: 乳房的动作是女性

身体表达的一部分。女性通过乳房以“流动、多

重、无所 定 位 且 绝 非 同 一 处 的 方 式，来 经 验 情

欲”③粉碎母性与性的界限，是父权的羞辱。许多

女人在情感上以乳房标记她们生命史的重要插

曲。在“月经冥想”中，她们通过宣称一种流体哲

学来批判男权社会将月经来潮的女性建构为贱

斥、失控、怪物的做法。另外还发现，当女性以月

经来唤醒自己时，可以更新一种对世界的开放性;

在对身体的转向中发现一种冥想的可能; 同时，

“月经 和 时 间 刻 板 的 联 结，可 以 增 加 反 思 的 可

能。”④

此外，她们还从解剖学上的女性身体出发，发

展了一种肯定性的女性身体形态学。指出，“男

人的性只有一个中心———阳具，而女人的性经验

是丰富的、动态的; 性器官遍及全身，性快感是多

样的、复杂的，性倾向是多元的。因此，女人的性

是流动的、随意的、非线性的、非理性的、反逻辑

的。”⑤为此，女性的快感不像男性一样来自视觉，

而是来自触觉。由于有了触觉，自我和他者、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流动。
3． 关注他者的性别差异伦理。对于一种性

别来说另一种性别总是存在某种外部的、不能预

料的、无法控制的东西。这种不可约的差异应该

激起敬畏和惊奇，但也会引起与之相反的恐惧、斗
争和抵抗。后者常常体现在害怕和否定差异并坚

持单调和同质性的男权制度中，这种制度施加了

一种无节制的暴力，抹除了女性的性特殊性，将他

者变成同一物的次要版本。因此，相比以往的女

性主义，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对不

公正的批判。她们在批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

思考创立有别于男权世界的新的社会基础。具体

地说，她们反对肉体与灵魂、性欲与精神的分离;

要求内在性与超验性的重新铸造; 要求异性相遇

时的原初“惊讶”重新显现。因此，在争取被男性

抢走的女性空间的同时，她们并不是要重复男性

统治攫取、占有、压制他者的逻辑，也不是要在性

别差异的问题上寻求一个中性的或“客观的”立

场，而是在为性别的特殊性寻求一个足够宽阔的

领域，在此领域中不同性别的身体既能够充分发

展自身又可以对他者的他性保持惊奇的态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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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要求性别伦理的存在。此性别伦理应该清

楚地知道，这种暗含着距离、划分、间隔的差异既

是性别认同得以可能的基础，也是存在于他者关

系中的真正可能性。因此这种性别差异伦理必然

是在性别的特殊性、他者的他性未被触动的存在

之间不断进行协商的伦理。在这种关注他者的性

别差异伦理中，自我与他者都仍然保持其独特性，

并且维持着彼此间的丰饶。
总之，对于性别差异女性主义来说，承认性别

差异，就要反对性一致化的社会话语和实践; 重新

审视另一性别身体的特殊性; 承认他人与我们有

差异; 承认人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允许他人，特

别是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要允许女性的

身体面向世界; 尊重他人，尊重女性的自由; 唤醒

“你、我以及我们”，从而最终给自己、给每个人以

真正的自由。
( 责任编辑: 杨嵘均)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ual Differences: Viewed from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Body
WU Hua-mei，YU Liang

Abstract: The body and sex are a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Feminism should re-
think sexual differences outside the dualist framework of body and mind． Merleau-Ponty's integration of the
mind-body duality has provided a crucial set of strategic terms that feminists can use when attempting to com-
bine body with sexual differences，which can add substantial depth and sophistication to feminism． They also
have to recognize that Merleau-Ponty's work remains inadequat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xes． The fact that feminism has brought sexual specificity of body into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has
not only opened up and enriched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phenomenology but also developed many unique
and excellent ideas and opinions．
Key words: body; sex; sexual differences;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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