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其本质论、二元论和父权制结构为自身的使命。既

然哲学并非是中立的, 那么女性主义哲学也相信由男

性主宰的传统哲学并没有提供普遍的视角,而是特权

者的某种体验和信仰的反映。这些体验和信仰已经深

入到所有的哲学理论中,不论是美学、认识论还是道德

和形而上学都是如此。例如,传统哲学追求来自理性

的真理,而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应成为理性,

尤其是被性别化了的 理性 的一统天下。因为以理性

或者逻辑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仅仅是人为的规则

而已,无法具有普遍的人类有效性,只有人在特定情境

中的情感及其关系体验才是具体的和真实的。其三,

突出女性和被以往哲学所忽视的边缘人体验。既然哲

学不是中立的,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现实和每一个

主体的体验及命运相关,而传统哲学又忽视了女性及

边缘人的体验,女性主义哲学便以强调和重视这些体

验为己任,不仅分析这些群体日常体验的广泛性和复

杂性, 也试图使这些被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声音成为具

有合法性的知识来源。其四,强调哲学的多元性,异质

性、差异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女性主义哲学相信哲学

并不是普遍的和单一的话语,而是包括各种创造可能

性的开放空间,这对于女性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如此,女

性主义哲学也认为在自身中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可

以视为标准的理论,这种立场与其反对哲学霸权、反对

二元论、本质论和父权制,以及追求公正和平等的诉求

直接相关。不同时代的女性主义哲学都试图把在特定

历史时代及条件下人们不同的体验和话语及其对于它

们的哲学反思记录下来,并把它们看成是某种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相信它们在每一时代都构成独

一无二的哲学形态。

毫无疑问,如同自身追求的目标一样,女性主义哲

学方法论本身也充满创新性、开放性和差异性,永远都

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更替之中。而且人们也必须承认,

在当代哲学领域,女性主义哲学连同其方法论会遇到

诸多挑战,例如一些人认为它们缺乏理性的科学性和

无偏见性,而另一些人会坚持说,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

义将对女性主义知识和方法论造成致命的威胁,等等。

然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最

有活力和生机的新领域,女性主义哲学将在应对这些

连同更多的挑战中为自身发展及其方法论的完善创造

更多的契机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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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
魏开琼

(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学系,北京 100101)

当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妇女的经验与知

识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过去的知识是否涵盖了妇

女的经验,如果没有,那么注意到妇女的经验会带来什

么样的新知识, 经验本身是个需要检视的概念吗? 为

此,本文具体考察了女性主义理论对经验问题的理解。

首先, 经验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如何影响了知识的生

产;其次,后结构主义对经验的理解提出了什么样的挑

战;最后,承认妇女的经验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联性,

是否意味着一种 不同的声音 的存在。

经验:一种批判的工具

1960年代,西方激进女性主义提倡 个人的就是政

治的 ,女性围坐在一起分享并讨论彼此的生活经历,

从中探寻父权制的根源,以提升自己的觉悟。他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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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等参与的重要性, 将关注的问题转向日常生活层

面。提出了如果经验对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性,那么妇

女的经验对我们的认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的问题。同

一时期,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也注意到,各个学科中关于

女性的文献非常少,更不用说是由女性所写的文献了,

这引发了学术领域 加上女性 的行动,通过寻找历史

上女性的声音以及挖掘女性的经验,各个学科中受到

忽略的女性以及女性所写的著作也开始进入到学术领

域。

这两股力量提出的共同问题是:女性在文字记录

的历史中是如何变得不可见的? 早期女性主义理论从

经验这个概念入手,通过寻找与挖掘这两种 加入女

性 的行为,推动了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但研究者发

现,女性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所发现和感受的经验

与考察这一经验世界可用的概念及理论框架之间存在

着严重的断裂。女性主义理论注意到,正是分析女性

和性别关系的研究框架中从来没有女性的经验,当人

们开始用女性的经验去替代男性的经验时会面临这样

一种现象,这些概念和范畴使女性消失了,无论是常识

还是科学的概念框架似乎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女性

的状况。这引发了女性主义的哲学思考,社会学、政治

学、历史学等开始对学科的基础概念和解释框架进行

反思,促进了新的知识形态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并

直接挑战了知识论。这在女性史研究与社会学领域内

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门学科本身因此而获得较大的

发展, 主要表现在对正统研究的批判以及发现新的研

究成果上。比如,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们发现女性及其

相关议题受到忽视、冷落和歪曲,进而发现在研究的基

本框架、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上都存在着男性中心的

导向。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的同时,女性主义社会学也

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他们从独特的女性经验出发,不

仅丰富并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议题,更为重要的是用

性别分析的视角启示人们重新看待那些习以为常的或

公认为普遍性的主张中所蕴涵的权力关系。在这场重

视女性经验的社会学研究革新中,多萝茜 史密斯的

立场非常坚决,她甚至认为,女性主义社会学就是一种

为女性的社会学 ,即把女性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作

为研究问题的起点。另一位社会学家马乔里 戴佛将

女性主义研究视为一种叙说真理的实践活动,她认为

诸如女性的谈话不仅仅是闲话或民间故事,它们是构

成经验知识的重要内容,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示出

它们是如何被模糊和歪曲的。戴佛还指出, 比起那些

宏大理论和主导叙事所认可的真理来说,女性主义研

究从女性的经验中所获得的真理更加坚实而有用
[ 1]
。

哈丁对女性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她认为,女

性的经验为女性主义分析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源和理论

资源,并特别强调这种经验是复数的经验,因为性别的

经验总是与文化范畴相互交错,即使用在个体身上,不

同的身份体验也经常处在冲突当中。不过,哈丁特别

提到,女性主义研究并不是源于任何陈旧的女性的经

验,而是指女性在政治斗争中的经验
[ 2] ( P6 8)

。这一理

解拒绝对经验进行简单化理解,拒绝父权制假借经验

之名维护旧有的统治,在认识论领域,则表现为对经验

概念理解的不断完善。

女性主义经验论坚持传统经验论的信条,认为这

是一种证据的理论,并对之加以维护,经验在那里是作

为一个先在的条件接受下来的,并肯定了经验与知识

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女性主义经验论所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什么可以合理化已有的分析框架是有效的,

这是经验论的出发点,也是经验论的盲点。经验论所

持有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只是受到女性主义的批

判,它也受到来自正统知识论内部的挑战,最明显的

是,经验论本身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经验的个体性与知

识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其次,经验在何种情况下才具

有认知上的意义。女性主义经验论并没有因为具有女

性主义的立场而处理了这些矛盾,相反把自己陷入了

新的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中,比如拉兹雷格质疑到,女性

主义者不能经验到的经验与女性主义知识的合法性之

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经

验必然会成为女性的知识吗?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的认

知者会避免男性认知风格的影响吗
[ 3] ( P53 55)

?

女性主义立场论大张旗鼓强调妇女经验对认知所

具有的重要性,强调处于边缘的群体在认知中更具有

优势,这种优势源于该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边缘性以

及维持现存结构上的中心性。比如,工人阶级的社会

地位是边缘性的,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上却具

有中心作用,由于工人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没有什么

可以失去的,因此,工人更有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的实质。女性与父权制的关系,恰如工人与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的关系,之所以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可以

获得更好的知识,是因为女性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既

处于边缘又处于中心的位置,所谓的边缘性,即她们在

现有的父权制体制并没有权力;所谓的中心性,指女性

从事的生产与生殖活动维持了当前父权制的生产,因

此女性在认知上具有特权性,当然,女性主义也指出,

这种特权并不是自动获得的,需要唤醒妇女的女性主

义意识。

正是女性的这种独特立场,使得她们可以看到社

会实在的另一方面,这样看来,女性主义立场是建立在

女性经验之上的。但是在这里,立场论遇到的挑战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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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经验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致的:其一,立场

论是否假定了一种女性特质的存在;其二,女性是否分

享着共同的经验;其三,知识与经验之间是否具有对应

的因果关联。此外,立场论还需要回答,边缘人群如何

能避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面对许多对女性的经验

可以获得更好的知识的质疑,哈丁并没有因此否认经

验的重要性,而是对女性的经验做了修正,她认为应该

将妇女的生活作为女性主义研究应该开始的起点 ,

她要表明的是,经验本身是无错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经

验的理解方式的不同。如果从女性的生活出发,就可

以解决立场论必须要回答的难题,首先,它承认经验不

是当下给定的,而是预设了一些理论与理解;其次,它

承认, 女性属于不同的群体导致了不同的生

活
[ 4] ( P119 137)

。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抛弃女性经验的有效

性,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挽救了立场论。

立场论的探讨其实是扭转了人们的关注点, 将对

经验的关注转向对生活的理解,某种意义上是悬置了

需要对经验本身进行重新梳理的议题。不过,后结构

主义对经验的分析或许可以给人们提供新的启示。

经验:一种建构的话语

斯科特承认,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是一个未经检

验的命题, 因此, 她要对经验作为证据的价值进行检

验。她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经验作为证据的价

值是什么
[ 5] ( P557 558)

? 当她写作 经验的证据 一文时,

本意是与历史学家尤其是妇女史学家进行对话,探讨

什么可以作为证据来书写女性的历史。斯科特从同性

恋作家德尼拉的自传体小说入手,她认为,在德尼拉的

写作中,经验是组织知识的范畴,经验是透明的,观察

者通过观看的行动来获得经验,你所看到的就是真实

的,它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联系历史条件来理解。斯

科特认为,如果证据被看作是透明的,那么经验的意义

就是支持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与之对抗,过去的历史

就是这样来写的,差异的历史用经验来作为分析的基

础时,就受到了削弱,不可能去质疑社会语境如何影响

或定义了经验。经验作为分析范畴是有限制的,它使

不同群体的经验变得可见,暴露了压迫机制的存在,但

是没有暴露出其内在的运作和逻辑。斯科特也在文中

检验了一些历史学家们对 经验 的运用,她认为,这些

历史学家们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的经验同女性过去的

经验等同起来,这种研究有把妇女身份普遍化的倾向;

其次, 它也没有对女性的主体性是如何通过经验而形

成的问题展开探讨。斯科特的反思对认知的重要价值

在于,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经验的结构性特征;其次,如

何表述经验与经验者本人所获得的概念有关。

斯科特强调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验进行反思,

的确引人深思,但是也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即如何看待

我们的经验,如果将经验与话语分析等同起来,那么,

我们如何对经验进行话语分析? 肯宁对斯科特的批判

进行了回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她从当代的思想背

景下入手,分析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研究与写作。

肯宁认为,在历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意味着对表现、

再表现的历史分析,而不是追求所谓的 历史真相 ,一

部分女性主义研究者很早就敏锐地发现,诸如 人 、

女性 这样的概念实质是建构起来的。正是基于对历

史研究领域内语言学转向的理解,肯宁认为斯科特在

将社会性别视角与范畴引入历史领域时作了基础性的

工作。不过,斯科特过于强调经验的话语性质,虽然从

方法论的角度将经验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却并

没有去重新定义或书写经验。肯宁认为, 经验是主体

的经验,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主体对话语也具有一定

的反抗性,主体可以改变并创造经验,经验也可以改变

话语、主体和能动性。在斯科特那里,经验交与话语,

肯宁则让经验与话语处于一种互动之中。在这种互动

中,主体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可以塑造我们对经

验的理解和描述
[ 6]
。

到此,我们一直在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讨论女

性的经验,女性主义强调了女性的经验并非具有同质

性,强调了经验并不能作为知识的直接证据,强调了经

验、话语与主体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但是,把经验看成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实是承认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

片面性以及修正这一概念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理论与

实践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女性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的理解,在这些概念出现之前,女性是无法描述自己这

部分经验的,因为经验本身的结构性特征使得这部分

的体验变得不可见,当这些概念出现后,女性可以明确

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了。但是,就经验本身来说,语

言能否精确定位这些行为的界限仍然处于争论中,它

部分解答了家庭暴力与性骚扰在研究、司法与实践中

存在的争论,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架构下,

主体对这种经验的感受和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此

外,如果把女性的经验放在非西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人们对经验的理解以及表述经验的概念与西方语境中

的表述可能是有差异的,因为形塑了经验的社会环境

与社会关系是不一样的。注意到这一点, 也有助于回

应前文中提到的我们关注的并非是陈旧的女性经验,

在将经验与知识生产建立关联性之前,把经验置于检

验之中,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和世界。

经验:能否构成不同的认知风格

与强调女性经验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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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独特的女性的认知方式。在早期讨论女性经验与

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

的性别劳动分工使得女性对生活的体验与男性为主体

的对生活的描述之间是有差异的,比如,男性主导的知

识可能认为,母性是天生的, 但是女性根据自己的体

验,可能会认为,母性是需要学习的。由此断定女性对

生活的体验更能反应社会实在,但这是一结论却需要

进一步的论证,而且,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主动抛弃主

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自动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有一

部分女性主义者为了避免这种质疑,指出女性之所以

有不同的经验方式,其原因在于她们具有不同的认知

风格。

罗斯认为,女性进行的再生产工作还是一种爱的

劳动,是手、脑和心的统一,情感在女性习得知识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女性在养育孩子过程中

的照顾工作, 使得她们具有一种爱的认知方

式
[ 7] ( P143 144)

。荞多萝利用心理学的客体关系理论,讨

论了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如何会影响到男性与女

性的人际模式,由于母亲承担着主要照顾者的角色,母

亲在与儿子和女儿的相处上是不一样的,母亲意识到

女儿在将来会与自己一样,因而与她保持着更紧密的

联系;母亲意识到儿子将来与自己不一样,因而要鼓励

他与自己的分离。正是母亲的这种心理,子女在这个

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性别身份。对儿子来说,要成为

男人最重要的是与母亲分离,对女儿来说,要成为女人

重要的是强调共情与依附关系
[ 8]
。荞多萝的理论影响

了吉利根的思考,她探讨了男性与女性的道德发展模

式,认为存在一种关怀伦理,这种伦理与公认的正义伦

理不一样,相对来说,正义伦理为男性所拥有,而关怀

伦理更倾向于女性。吉利根的著作发表后引起了很大

轰动,主要的责难在于,她对关怀伦理的表述有没有将

男女差异本质化的风险, 为此, 她不得不作了很多申

明,表明自己表达的不同的声音不是依据性别而是依

据主题来界定的
[ 9]
。但是,她的思考却启发了其他学

科的发展,最明显的体现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女性

主义者通过她的结论来反思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

学。在认识论领域,她的思考提出的问题是,女性独特

认知的价值是什么? 对女性独特认知的探讨在教育领

域中甚至带动了对女性 学习风格 的研究,柯尔伯格

试图发现是否存在着某种属于女性的学习方法,通过

这种方法能够对理解她们的发展和进一步推动她们的

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 10]
。柯尔伯格认为, 女性有五种不

同的认知方式,其研究成果在女性主义教学法的发展

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与任何对女性的独特方式的考察一样,对性

别差异的强调招致了本质主义的批判。不过, 批判性

的思考总比无批判性的接受要好,它至少引起人们关

注女性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注意到,在性

别差异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养育经验是引起差异的重

要原因之一,养育经验与女性的认知之间呈现什么样

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比起乔多萝的著作,吉

利根著作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吉利根的结论却是建立

在荞多萝的结论的基础上的,而荞多萝的理解又建立

在心理学的理论上。这样得出的结论需要研究者保持

谨慎,正如索尔指出的,在对女性认知风格进行评价

上,如果与女性有关的认知是好的,那么如何来检验这

种更好的认知,它与之前的传统男性化的认知的独断

地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女性的那些独特的特点如

关怀、联系等,并不利于结束女性的无权状态, 那么是

否可以去推广这些特质呢? 最后,如果认为女性认知

风格与养育子女有关的话,而且这种认知风格更具有

优势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强调的

家庭中双亲参与养育的重要性与这种认知之间的悖论

呢
[ 11] ( P223 229)

?

从强调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经验方式出发延伸

出来的是对女性认知风格的探讨,但很显然,在经验受

到后结构主义的瓦解时,是女性独特的认知风格带来

了女性不同的经验方式,还是女性独特的经验方式形

成了女性的认知风格,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主题。

结 语

经验是认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女性主义理

论那里也是一个核心的概念。经验作为一种批判工

具,有助于发现历史上的女性,并使日常生活中的女性

体验变得可见。对经验的强调,也引发了女性主义对

传统知识论的批判立场,提出了女性主义经验论与立

场论,如果经验的概念一直在原有的语境中得到使用

和阐释,女性主义认识论就要回答许多问题,女性主义

理论因此在经验与知识的关系上进行了不断的重新理

解,由最初强调知识源于女性的经验到强调源于女性

的生活,进而推广到知识源于边缘群体的生活,使得经

验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下,经验与话语、主体的相互关系,经验与实在之间的

断裂性,引起了女性主义的关注。女性主义对经验的

强调,引出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女性是否具有不同于

男性的认知风格,其根源是否基于与男性不同的养育

经验基础上,能否对经验的特征与这些特征的价值进

行判断,如何协调这些判断与女性主义政治学的实践?

这些质疑再一次提醒我们,概念与知识会对我们的生

活造成实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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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知识与性别:女性主义知识研究 ( 08CZX015)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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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社会平等与性别差异
宋建丽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平等、差异与正义两难

在表面上性别中立的公民资格模式之下,女性平

等的公民资格权利将与男性相一致,女性将能够作为

与男性不相上下的同伴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当中。然

而,由于性别中立的假定, 公民资格的权利、义务分配

及行使均由普遍的正义原则来引导,与性别无关。相

反,在性别差异的公民资格模式之下,女性独特的关怀

价值和贡献被加以强调并承认,她们在私人领域中的

责任受到重视,然而,对性别差异的过分强调又极容易

或者是以 同质 的女性为前提,或者是陷入无穷无尽

的身份分割而难以达成政治上一致的声音。简言之,

寻求性别中立的公民资格理想就等于要求女性为了获

得公民资格而不得不以采纳在男性图景中流行的模板

为代价,等于对那种主体政治借以否定作为实体的女

性方式视而不见,而且强迫女性进入那种由男性公民

资格范例所创造的模式当中,可能会阻碍并扭曲对于

女性个体极为关键的自我发展的进程。性别差异的公

民资格赞美母性的本性和价值,但却忽略了女性之间

的差异并服务于将女性陷入私人领域。这种做法不但

容易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泥潭,而且也加剧了女性经

济上的依赖以及政治上的边缘化。况且,在社会的公

民资格权利建构中,想要赢得对关怀或照料工作价值

的承认,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此,女性主义不得不面对如下的正义两难:一方

面, 女性 需要公民资格理念被扩展及于自己,而且自

由主义女性主义之 性别中立 的议程正是某种形式的

如上要求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女性也往往同时坚持

认为,女性有着独特的能力、天分、需要以及关照,因

此,她们的公民资格的表达方式将是与男性公民资格

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的
[ 1] (P197)

。也就是说,女性主义一

方面需要以自由主义公民资格之性别中立作为自己的

前提,即坚持是否具有公民资格与性别无关;另一方

面,又需要正视自身的客观差异,避免以一种形式上的

齐头式对待反而造成新的不平等。正如佩特曼所指出

的,这种两难如今体现在两种彼此互不兼容的争取公

民资格的路径之中,即或者 让我们被作为公民而包括

并忘记我们是女性 ;或者 让我们努力作为女性公民

而被包含,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改变公民资格的观

念 。也就是说,如果两性都想要成为完全的公民, 性

别差异就必须不再意味着自由和从属之间的差

异
[ 2] ( P28)

。

与以上两种路径不同,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

应该超越这种平等 差异的二元对立,她们对被作为

女性而排除并被作为公民而包含的正义两难的回应

是: 我们能够避免那种排除差异的平等, 反之亦

然。
[ 3] ( P29 30)

在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看来,所谓平等

和差异的对立,其实仍然是启蒙观念和自由主义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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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Ph ilosophy: New Research Area

in PhilosophicalResearch Today ( topic for special discussion)

Cha irman: X IAO Wei

Chairman s words: In ph ilosoph ical history, the re lationsh ip between fem ale and ph ilosophy is a d iff-i

cult problem to solve because there aremany quest ions in i.t How are females d iscussed in ph ilosophy?

How do fem ales d iscuss ph ilosophy? Can fem alesw ork on ph ilosophy? Can female philosophy ex is?t Wha t

is fem in ist philosophy? A rew omen ph ilosophy and fem in ine ph ilosophy ph ilosophy? Wha t are the charac-

teristics o f female philosophy? How are equa lity and difference exp lained in female philosophy? If fem inist

philosophy comes into ph ilosophy, what new m ean ings can be got such as sub ject iv ity, experience and so

on? What is the re lationship betw een the wo rld and philosophy? A s a new area, fem inist ph ilosophy w ill

solve these puzzles.

KeyW ords: fema le philosophy; fem inism; methodo logy; social equality; sex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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