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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之后 当代女性批评理论中的女性主体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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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性别视角切入女性主体性的探讨, 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哲学意义和价值追求。波伏娃旨在阐明

男 /女二元对立关系中女性的他者身份, 伊利格蕾的女性主体性理论暗示了主体身份建构中从现代同一的文

化身份认同到后现代基于差异原则的身份认同的转向, 克里斯蒂娃强调多重异质性主体的语言建构。女性

主体性理论家们不断从阶级、性别、身体、知识、书写、言说、语言、种族等角度拓展女性主体性理论的讨论维

度, 敏锐地捕捉着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主导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维度, 她们的理论也成为管窥西方社会演变

及西方哲学思想变化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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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主体性有着极深的思想

溯源。主体 ( sub jec t)即主动的、思考的自我, 行动的发起

者及经验的组织者。[ 1]114它的拉丁词根的意义很明显, 一

是在君主和主权统治下的人, 二是实体 ( substance), 三是

探讨的主题或素材。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含义在今天的

英语中依然普遍使用 [ 2] 260。 17世纪, 西方现代哲学的奠

基者笛卡尔在 沉思录 ( M ed itationes de prim a philos-

oph ia, 1641)中提出 我思故我在 ( cog ito ergo sum ) ,完成

了西方哲学史第一次 灵与肉 的分离。通过分离主体与

客体, 主体性原则逐步确立起来。 18世纪, 康德在 纯粹

理性批判 ( C ritique o f PureReason, 1781)中区分现象自我

与超验自我, 但依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意识 /现实二元认知

模式。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 ( Phenom eno logy o f Spirit,

1807)中首次引入 他者 概念, 提出主 /奴主体认同辩证

论, 丰富了西方主体性理论。此后,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

社会与无意识两条思想脉络上发展了各自的主体性理论。

20世纪, 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延续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

这两条主线, 同时,在后黑格尔哲学思潮的关照之下, 出现

了第三条主体性理论线索 欲望主体论。沿着第一条

理论线索, 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相继修正与改

造了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在第二条线索上, 拉康和克

里斯蒂娃汲取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思想精华,极大地推

进了无意识主体性理论的发展。他们认为主体是语言的

建构,但两人均对前辈学者的理论进行了大幅修正。第三

条主体性理论线索始自柯杰夫对黑格尔主 /奴辩证哲学的

重新诠释,这条欲望主体论之线囊括了让 保罗 萨特、

西蒙娜 德 波伏娃、雅克 德里达、米歇尔 福柯、吉

尔 德鲁兹和朱迪斯 巴特勒数位 20世纪至关重要的哲

学家与思想家。

女性主体性以性别视角切入主体性的探讨, 有着深刻

而独特的哲学意义和价值追求。它以话语性实践结合女

性主义在其他领域, 包括女权运动等方面的努力, 共同探

索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机制以外的思维模式与文化秩序。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试图摈弃普泛的主体性观念, 建立属于

女性自身的主体性,但她们的论述往往建立在人文主义与

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 未能将性别与其他差异范畴相结

合,因而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女性主体性的问题。迄

今,最早探讨女性主体性的著作是玛丽 沃尔斯通克拉夫

特 (M a ryW o llstonecro ft)的 为妇女权利一辩 ( A V ind ica-

tion of the R ights o fW om an, 1792)。在这本书中,沃尔斯通

克拉夫特深入剖析了女性主体性的本质, 探讨教育与理性

在女性构建主体身份时的重要作用, 但未能超越本质主义

的藩篱。西方女性主体性真正的理论源头则始于西蒙

娜 德 波伏娃 ( S im one de Beauv ior)所著的女性主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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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第二性 ( The Second Sex, 1949)。

一、西蒙娜 德 波伏娃: 男 /女二元对立关系中女

性的他者身份

在 第二性 这本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中, 波伏娃

波澜宏阔地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神话、哲学、

文学、人类学及宗教等角度, 探讨了女性作为 他者 的生

存状况。她的经典论断 女人并非生就, 而是后天变成

的 观点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影响至深 [ 3] 295。科学历史学家

多娜 哈拉维 ( Donna H araw ay )曾说: 除了一些重要的差

别, 所有关于性别的现代女性主义阐释都根植于波伏娃

女人并非生就 的论断。 [ 4] 131以此为基点, 莫尼克 威

蒂格 ( M oniqueW ittig)创立了激进的同性恋身份政治理

论, 朱迪斯 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也于 1986年发表的

西蒙娜 德 波伏娃 第二性 中的性与性别 ( Sex

and Gender in S im one de Beauv ior s' The Second Sex )之后,

相继在 性别烦恼 ( Gender T rouble, 1990)和 至关重要的

身体 ( Bod ies That M atter, 1993)两本著作中提出并发展

了她著名的性别表演理论。

以萨特在 存在与虚无 ( Being and Noth ingness,

1943)中确立的哲学框架为基础,波伏娃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一套成熟的女性主体性理论。索尼娅 克鲁克斯 ( So-

n ia K ruks)在 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由、主体和社会 ( Situa-

tion and Hum an Ex istence: F reedom, Sub jectiv ity and Socie-

ty, 1990)一书中详细梳理了波伏娃女性主体性理论的形

成过程, 即波氏女性主体性理论的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主体性即主体间性 (自由主体之间的相互依靠 )。对此概

念的讨论始于波伏娃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碧吕斯与希涅

阿斯 ( Py rrhus et C ineas , 1944) , 波氏采纳了萨特的存

在主义哲学立场, 但并未认同萨特关于个体之间存在与生

俱来矛盾的观点。她转而探讨自我依赖他人的方式, 认为

每个个体都试图保持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克鲁

克斯将此视为波伏娃拓展萨特存在哲学的伦理与政治维

度的第一步。

之后, 波氏在 含混的伦理 ( The Ethics of Amb igu ity,

1947)中继续阐发上述观点, 并发展了她女性主体性理论

的第二个方面 主体性的社会建构。波氏的阐述有两

点需引起我们的重视 : ( 1)压迫不仅存在于萨特所认为的

意识之间的矛盾, 它也在系统性地保持特定群体在社会上

的不平等地位; ( 2)尽管被压迫者有责任起而反抗并享有

和发挥其最根本的自由, 但压迫有可能会渗透主体,以至

被压迫者的自由仅沦为备受压制的潜能。

波伏娃 第二性 , 已能娴熟地运用她之前建构的 主

体既是主体间性, 又是社会建构 的女性主体性理论, 考

察父权制社会结构下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并提炼出其女性

主体性理论的第三个方面 体现主体 ( em bod ied sub-

ject)。波伏娃细致入微地勾勒出一群自由的个体如何臣

服于 人造的命运 , 一系列的社会机制又是如何进一步

巩固着女性受压迫的命运。波伏娃重新定义了萨特的身

体理论,将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女性的

身体。她还将其关于人类生存状况含混性的观点运用到

女性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中, 认为 体现主体 包含着意识

和物质的混杂。[ 5]83- 112

波伏娃的主体性理论并非纯粹哲思层面的抽象概念,

她在本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体消解之间开辟了中间道路,使

得女性有可能自由建构主体身份。身份政治暗含了一套

通常是根植于本质主义群体身份和体验的理论与实践,后

现代关于性别的理解则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个体, 并将女性

置于话语实践和体制的框架之中, 而波伏娃的理论在这两

者之间取得了平衡, 为女性最终获得自由提供了行

动力。[ 6] 43- 44

二、露西 伊利格蕾:从同一到差异

在波伏娃之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露西

伊利格蕾 ( Lucy Iriga ray)以其深厚的心理分析底蕴, 推动

着女性主体性理论的发展。两人的理论观点虽存在差异,

但她们在各自的著作中达成了共识, 如波氏在 第二性

( 他是主体,他是绝对 ) [ 3] x ix、伊氏在 反射镜 ( Specu-

lum o f theO therW om an, 1974)中 ( 任何关于 主体 的理

论都为男性所挪用 ) [ 7]133, 即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下主体

只能是男性。在 平等还是差异 ( Equal or D ifferent? ,

1991)一文中,伊氏论述了她与波氏的差异。简言之 ,波氏

强调男女平等, 伊氏看重两性差异。波氏的 他者 是同

一的他者,是被男性主体压制和否认的对象。而在伊氏看

来, 他者 不仅是同一的他者, 也是自我描述的女性, 她

不满足于相同, 她的 他者 性需得到社会再现和语言再

现。[ 8] 30- 33波氏与伊氏在女性主体性理论上的差异实则暗

示了主体身份建构中从现代同一的文化身份认同到后现

代基于差异原则的身份认同的转向 。

在 反射镜 一书中,伊氏拷问认知论、形而上学以及

心理学关于主体性的一系列主导范式。伊氏质疑认知范

式下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这对二元对立体, 她认为知识主

体通常具备两个特征: 男性的性别身份和话语主体角色。

相对而言,知识的客体,因其自身缺乏主体性, 是不能言说

的存在。对伊氏而言, 客体是被拒斥的女性, 是男性凝视

下物化的女性。在伊氏的探究之下, 认知论转而成为性政

治。知识的主体是男性言说者, 而知识的客体是被男性话

语缄默的女性。因此,人们逐步获得主体意识的过程为男

性的主体概念所主导。伊氏视心理分析为上述认知论中

超验主体范式的延伸, 因此, 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

理论同样是男性话语主导的。如果说超验主体就是男性

言说主体,且他将无意识视为语言的所有物,那么, 无意识

就代表着女性。女性的无意识受制于男性主导话语 ,是无

法自我表达的。伊氏对形而上学主体性认知范式的批判

瓦解了主流西方哲学关于同一与差异的传统观念, 她揭示

了形而上学重视男性主体性, 将男性置于同一的一边,而

将女性置于 他者 一边的事实。在此语境之下, 他者

是缺乏具体性的,因为一切语言和逻辑的具体性都由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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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的标准所确定。因此, 对伊氏而言, 策略的女权运动

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双双推翻男性叙事的霸权。

挪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分

析以及弗洛伊德 力比多经济学 的模型, 伊氏自创 阉割

的菲勒斯经济学 ( the pha llic economy o f castration)概念

进一步分析男性主体控制女性客体,将其沉默化这一过程

的本质和方式。在男性 /女性这对二元对立体中, 男性优

于女性的价值是从女性的剩余价值中获取的。阉割经济

学是关于缺失的经济学, 在阉割的逻辑中, 价值归于某一

确定物体, 它的缺失意味着价值的丧失。在性别的阉割经

济学中, 阳具的缺失即意味着价值的缺失。因此, 阳具的

意义远超出了身体器官本身, 而成为菲勒斯 ( Pha llus), 它

象征着价值、权威和法则,占据了人称代词 I 的位置, 被

男性主体言说。阉割经济学完全压制非菲勒斯价值, 即差

异的价值, 而将差异变为同一。除非女性他者的一切顺应

男性主体制定的规则和标准, 阉割的菲勒斯经济学 才

会认同她们。因此, 真理是唯一, 女性的真理必须言说菲

勒斯经济学的话语, 必须成为男性的真理。那么, 女性如

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真理呢? 伊氏和其他

的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家提出 女性书写

( woman s w r iting )概念肯定差异, 重构女性主体性。女性

书写作为构建女性主体性的策略征兆了流动的、不确定的

女性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伊氏的女性主体性理论要

义与克里斯蒂娃的主体性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朱丽亚 克里斯蒂娃: 多重异质性主体的语言

建构

朱丽亚 克里斯蒂娃 ( Ju liaK risteva)的主体性理论将

语言和主体联系起来 ,揭示了主体变动不居的过程。她的

主体性理论一方面关注言说主体及其无意识体验,另一方

面考量社会结构在主体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克氏的言说

主体不仅指使用语言的人, 同时也包含了在语言的使用过

程中被建构的主体。克氏将语言描述为动态的 意指过

程 ( s ignify ing process),在此过程中, 言说的主体塑造或

消解着自身 [ 9] 265。何谓 意指过程 ? 意指过程 即人

们生成意义和体验的动态过程, 人们通过语言这一 意指

过程 表达身体本能的冲动和能量。那么, 意指过程 又

是如何塑造主体性和主体体验的呢? 克氏从柏拉图 ( P la-

to)、弗洛伊德 ( S igm und F reud)、胡塞尔 ( Edmund Husser l)

以及拉康 ( Jacques Lacan)等思想大家的理论中多方汲取

养分, 借用及创造了一些术语来解释语言塑造主体性的复

杂过程。

首先, 克氏用 前符号态 ( sem iotic)和 符号象征态

( symbolic)这组概念来描绘 意指过程 的两种意指模式。

前符号态 是表达主体身体冲动和能量的方式, 源自无

意识; 而 符号象征态 则依靠语法和句法来实现, 它是人

们用稳定的语言符号系统表达意识的方式。[ 10] 27为了形象

描述主体的形成过程, 克氏从柏拉图的著作 蒂迈欧篇

( T imaeus)中借用穷若 ( chora)概念来描述个体在形成清

晰的身份界限之前的精神空间。在这个早期的精神空间

中,婴儿经历着一系列身体和情感的本能反应。克氏经常

将 穷若 和 前符号态 放在一起使用, 前符号穷若

( the sem io tic cho ra)揭示了在 穷若 这一空间之中意义表

达的无意识本质。她还从胡塞尔那里借用 静态语言

( the tic)概念, 并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发展充实这个

概念。 静态语言 阶段不仅是意指的起点, 也是儿童主

体性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他们即将使用语言的阶段。简言

之,这个阶段就是弗氏的俄狄浦斯阶段和拉康的镜像阶

段。[ 11] 21当儿童进入言语阶段,他们开始使用 前符号态

语言,并能够在各种交流中同时使用 前符号态 和 符号

象征态 语言。

与 前符号态 和 符号象征态 大体呼应的另一组概

念 生产文本 ( Genotex t)和 现象文本 ( Phenotext), 在

诗性语言革命 ( Revo 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984)中,

克氏用 生产文本 和 现象文本 来分析文学文本。 生

产文本 是 冲动能量构成的空间, 它是在生物结构和社

会结构的局限下通过生成机制和符号标志形成主体的空

间 [ 10] 86。 现象文本遵循交际法则, 并预设一个言说的

主体和符号的接受者。 [ 10] 87 意指过程既包括生成文本,

同时也包括现象文本 [ 10] 87- 88, 文本的意义因此而丰富。

克氏质疑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稳定统一的超验主体,认

为主体产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克氏的主体性理论中,

她继承了拉康的言语行为构建主体的观点,但引入 前符

号言语行为 ( sem iotic lingu istic prac tice)概念描述意指行

为的动态过程。由于意指行为的变动不居, 言说主体也绝

非一成不变,而成为 过程中的主体 ( subject in process),

语言的变化构成了主体身份的变化 他与身体的关

系,与他人的关系及与事物的关系 。[ 10]15因此, 克氏的主

体性理论强调变化和流动性。

四、结语

从玛丽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到朱丽亚 克里斯蒂娃,

女性主体性理论家们不断敏锐捕捉着不同历史文化语境

之下主导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维度, 从阶级、性别、身体、

知识、书写、言说、语言、种族等角度拓展女性主体性理论

的讨论维度,丰富并加深了女性主体性的理论探讨, 她们

的理论也成为管窥西方历史及社会演变的晴雨表。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所处的时代恰逢英国工业革命的

发轫时期,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 使得依附于

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逐渐消失,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

城市,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并形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

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英国社会的阶

级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睿智地捕捉

到 18世纪末期、乃至 19世纪主导英国社会的主要议题,

在 为女权一辩 中 ,她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心理

特质。其开一代先河之作 为女权一辩 也为日后的女性

主体性理论家们发展各自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女性批评理论的三位重要理论家波伏娃、伊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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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和克里斯蒂娃分别构建了以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和符号

学为参照框架的女性主体性理论。波氏试图在男 /女二元

对立关系的框架下构建女性主体性,伊氏的女性主体性理

论实现了从同一到差异的突破 ,克氏则进一步通过语言构

建多重异质性的女性主体。上述三位理论家均立足性别

视角, 从身体、知识、书写、言说、语言等角度拓展女性主体

性理论的建构维度。同时, 她们的理论与其所处时代全球

范围内边缘主体获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此后, 后殖民女性批评理论更是为女性主

体性理论的建构拓展了种族维度,进一步细化了第三世界

女性边缘主体身份的建构。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在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

哈维、索佳、卡斯特、或许布迪厄等一批社会理论家的共同

推动下, 空间问题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空间概

念也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 [12] 520。同时, 空间转向

不仅体现在社会学中, 也体现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领域。

那么,人文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论建构

究竟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在构架女性主体性理论时是否

也应纳入空间维度,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与特定的空间

如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本空间、身体空间与心理空间相

结合,赋予女性主体身份现实的人类学意义? 在不久的将

来,空间抑或成为拓展女性主体性理论建构的又一维度。

注释:

参见陶家俊著 : 文化身份的嬗变 E. 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 69- 109

页; 同一与差异: 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 ,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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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重重藩篱。因此, 孟子 文本中蕴含的女性伦理思想的挖掘不仅有益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儒家

文化, 对许多习以为然的不实思想进行修正,对恢复儒家文化本来面目也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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