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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 年间，位于华盛顿州西北部、人口

约 2000 的梅卡部落因请愿要求重操捕鲸旧业而成

为全美瞩目的焦点。 就在反捕鲸环保主义者、动物

权利团体、 反种族主义的白人齐聚尼亚湾之时，女

权组织和女性主义伦理分析话语却引人注目地缺

席了。 为什么？ 尽管当今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反对种

族主义的，但在环境问题上却少有引领。 伴随着跨

国公司和所谓产业“开发”势力的贪婪行径，地球荒

野及野生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原住民的利益与

动物及环境的利益———欧裔美国人总喜欢将这些

不同利益浪漫化为和谐交织的一体———之间的矛

盾显得日益突出。 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的沉默

亟待打破。 反种族歧视的女性主义者需要有策略来

应对类似事件，在保护原住民团体的同时，又能反

映出对环境问题的关切。

应对的分析工具来自女性主义的好几个不同

分支。 如今，反种族歧视的白人与有色女性主义者

通过白人女性主义的理论阐述，尤其是借助跨文化

研究方法来解决种族中心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并在

发展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及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

学上取得了长足进展①。 不过，这些理论家并没有顾

及女性主义伦理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动物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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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伦理中的地位，以及这些考量与原住民权利

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问题。 与之不同的是，生态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伦理，致力于研究相互

关联的概念结构，这些结构认可了对一系列人群的

压迫：女性、有色人种、动物、GLBT 等非异性恋人群

以及自然界①。 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分支众多②，学者

遍布北美、南美、南非、亚洲、欧洲和澳洲，但却没能

发展出一种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以便运用

这一工具来考察同时牵涉社会与环境伦理问题的

事件。 研究这样一种伦理，即要提出至少两个问题：

第一，洞悉了对女性与动物的双重压迫的生态女性

主义，在遭遇跨越文化及权力的差异时，其重要性

或是局限性在哪里？ 或者说，诸多压迫性思维模式

中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物种等因素之间的关

联是什么？ 第二，当反种族歧视的女性主义者在跨

文化语境中努力要有政治作为，或力争要在相互角

逐的各种政治与环境诉求中崭露头角时，生态女性

主义思想能贡献什么方法？ 虽然我本人是从生态女

性主义视角出发的，但我认为，这一探讨也同样与

反种族歧视女性主义密切相关。

可以肯定的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女性主义

与生态女性主义伦理理论二者缺一不可。从历史角

度看，女性主义伦理在提升道德权威及作出伦理决

策时，偏重的是女性的生活体验价值，并且倾向于

对基于规则的伦理提出批判，因为此类伦理教导女

性和其他屈从群体不要去相信或树立什么道德权

威，而要倚靠有见识的其他人的道德权威———即看

不见的、伦理规则的制定者（们）。 生态女性主义哲

学家凯伦·沃伦（Karen J. Warren）在设置女性主义

伦理的边界条件时受到了这类（及其他）伦理观的

影响并且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应归于一种女性主义

伦理，因其符合后者的条件：生态女性主义注重语

境论（contextualist）；在结构上多元而非单一，看重

女性话语的丰富多彩； 将伦理学重塑为过程性理

论，这样的理论会依据与历史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关

系而作出改变；它是包容性的，尤其青睐那些表达

被压迫人群的诉 求 和 声 音；毫 不 谋 求 提 供 一 种 所

谓“客观性”的立场③。

不过，生态女性主义伦理的语境论又与为伦理

行为设立某种最低条件的需要形成抗衡关系。 例

如，生态女性主义伦理不大可能一方面为强奸暴行

辩护，另一方面又为在有色人种聚居区倾倒毒物质

①Carol J. Adams,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Deane
Curtin, “Toward an Ecological Ethic of Care,” Hypatia, vol. 6, no. 1, 1991, pp. 60 -74;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Lori Gruen, “Dismantling Oppressi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 and Animals,”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rti Kheel, “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eds.,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 Marti Kheel, “From Heroic to Holistic Ethics: The Ecofeminist Challenge,”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rti Kheel, “License to Kill: An E-
cofeminist Critique of Hunters’Discourse,” in Carol Adams and Josephine Donovan, eds.,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No eǖl Sturgeon, Ecofeminist Natures: Race, Gender,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12, no. 2, 1990, pp. 125-146, et al.

②人们业已认识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内部多样性，并发展出多种分类体系。本文试图超越体系分类，并吸收所谓“动物”或素

食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见解。 显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分类体系的前面，而

新的描述尚未成形。
③Karen J. Warren,“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12, no. 2, 1990, pp. 13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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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说辞，原因很简单：这些行径侵害了女性主义与生

态女性主义的共同基本准则。但是，虽然素食生态女

性主义写作阐释了动物在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地位，

因而与第一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者①的语境性道德

素食主义实践之间具有兼容性———尽管还不是必要

性，但大多数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并不乐意在第一世

界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内部设立伦理规范的哪怕是最

低的门槛，更勿论在跨文化范围内操作了。 相比之

下，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者、草根活动家以及某些第

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 有必要发展一种

不但是跨文化，而且更加全球化的女性主义，并为此

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以期在国际人权社会里确立与

人权同等的妇女权益。 在 1995 年北京召开的联合国

世界妇女大会上，这些女性主义者表达了对侵害妇

女 权 利 的“文 化 ”辩 解 的 强 烈 反 对 ，因 而 在 理 论 上

（尽管仍未在实践中）确立了某些规则，可以有效阐

述这样一种理念：在跨文化的情况下，女性主义的许

多基本见解仍然都可以得到合法有效的捍卫②。 那

么，在探讨跨文化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策略时，

我们需要同时考虑伦理行为的最低条件（例如遵从

女性主义目标）及伦理决断的多样化、多层次语境。

从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双重立场出发，

这样的探讨必须放在特定具体的语境中来进行，因

而我选择了对华盛顿州梅卡部落要求恢复捕鲸业的

讨论，因为在这一诉求情境中，动物的权利与一个原

住民部落的权利产生了牴牾。 为了给这一伦理困境

的讨论提供一个背景，我首先回顾一下梅卡部落的

历史，尤因其与捕鲸活动密切相关。 通过概述争辩

各方的观点，包括反捕鲸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保

护者等， 我指出论战所面临的僵局并非由于理性

的 缺 失， 而 是 因 为 没 有 哪 一 方 能 够 从 整 体 角 度

（holistically）来审视。 在对伦理语境与伦理内容进

行区分的同时，我用女性主义来批判文化本质论，

用生态女性主义来批判捕猎及食物消费，并运用

社会女性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分析来发展一种反种

族歧视的生态女性主义，以分析梅卡人猎鲸的伦

理语境与内容。 我认为，运用并发挥后殖民女性主

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的方法进行跨文化交流， 或许

才是上策。 我们借此开展的研讨活动，才有望应对

梅卡的猎鲸诉求并兼顾原住民和动物的利益。

一、梅卡简史

1969 年，位于奥泽特的一座梅卡古村落，在被

泥石流掩埋逾五百年后，因一场暴雨才得以重见

天日。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考古队历经十年的挖掘，

出土了梅卡先人的 55,000 多件器物。河岸岩画、四

只尺寸不一的独木舟（用于猎捕鲸、海豹、大马哈

鱼，亦用于内河流域的单人往来）、形态各异的刀

矛、编织篮以及荨麻做的渔网等，这些都证明该部

落不间断地在这片家园居住了两千多年。1979 年，

“梅卡文化与研究中心”建立，成为展示奥泽特出

土文物的场所，也代表了“梅卡人争取认知与居住

于周边土地自决权的历史性延续”③。 梅卡人与普

吉特湾地区其他部落一起参与了“划向西雅图”的

①Carol J. Adams,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Carol J.
Adams, “The Feminist Traffic in Animals,”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
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rol J. Adams, “Comment on George’s ‘Should Feminists be Vegetarians？ ’,”Signs, vol.21, no.
1, 1995, pp. 221 -225; Deane Curtin， “Toward an Ecological Ethic of Care, ”Hypatia, vol. 6, no. 1, 1991, pp. 60 -74;
Josephine Donovan, “Comment on George’s ‘Should Feminists be Vegetarians？ ’” Signs, vol. 21, no. 1, 1995, pp. 226-229;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Greta Gaard and Lori
Gruen, “Comment on George’s ‘Should Feminists be Vegetarians？ ’” Signs， vol. 21, no. 1, 1995, pp. 230-241.

②Susan Okin, “Feminism, Women’s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ypatia, vol. 13, no. 2, 1998, pp. 32-52.
③Patricia Pierce Erikson, “A-whaling We will Go: Encounters of Knowledge and Memory at the 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4, no. 4, 1999, pp.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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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作为延续独木舟文化传统的一种努力。

欧洲人在北美一个多世纪的殖民活动给这些

原住民文化传统造成巨大冲击：土地衰退，文化蜕

变，梅卡人的精神也处于消沉状态。 梅卡部落人口

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估计在 2000—4000 左右，这

一数字在白人探险家带来天花、麻疹等传染疾病后

急剧减少①；1861 年，梅卡保留地第一次人口普查的

数据仅为 654 人②。 美国政府在位于日后的华盛顿

州的奥林匹克半岛获取绝大部分梅卡部落的传统

领地；在此情况下，1855 年的《尼亚湾条约》作出保

证：梅卡 人“有 权 在惯 常场 所 及驻 地 猎 捕 鱼 类 、鲸

或海豹”③。 但梅卡人最后一次成功捕获鲸鱼发生在

1913 年④。 到了 1915 年，梅卡人自愿收起了鱼叉并

宣布中止捕鲸：不仅因为酋长去世、没有人再能得

到很好的猎鲸训练，还因为商业捕捞使得鲸类数量

锐减⑤。 1937 年，美国政府颁令禁捕灰鲸⑥，1969 年

灰鲸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录》。

在捕鲸停顿的岁月里，梅卡人为了经济和文化

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成立了“梅卡林业事业部”，

靠伐木挣钱，至今保留地上还有多处当时开荒的痕

迹⑦。 不过木材消耗殆尽之后，“华盛顿纸浆”“王冠

赛特贝克”等公司纷纷撤离，于是工作机会也随之

失掉⑧。 现在保留地的 2000 人口中，失业率在夏季

为 55%，而在冬季更达到了 75%⑨。梅卡部落并没有

完全摆脱殖民时代的阴影：当地的传教士、白人寄

宿学校、强制性语言要求、传统服饰的强制欧化以

及村庄的强制性搬迁。 原先五个传统村落由公社化

的长屋组成，彼此靠拢，共同面朝海滩，而今却被拆

散成单个家庭，其居住点沿尼亚湾一字排开。 贫穷、

酗酒、家暴及吸毒都是存在于保留地的严重问题⑩。

在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下，部落一直谋求着文化和

经济复兴的各种策略。

1994 年，经 过 25 年 的保 护 之后，灰 鲸 退 出 了

《濒危物种名录》，这也是应梅卡部落连同西北印第

安渔业委员会、14 家商业捕鱼机构以及另外 19 个

部落所提出的要求，他们有着很具体的目标，即恢

复捕鲸輥輯訛。 1996 年，新成立的“梅卡捕鲸协会”致函

美国政府，提醒政府官员 1855 年条约的存在以及

梅卡人的捕鲸权利。 但是梅卡部落内部就是否重操

捕鲸旧业出现了分歧：一部分长老发表声明反对捕

鲸，并且其中 7 位参加了“国际捕鲸协会”［Interna-
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IWC）］于 1996 年在苏格

①Alex Tizon, “Makah Say Whale Hunt is Still on, Despite Offers of Aid,” The Seattle Times, 1 December, 1998.
②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Portrait in Time: Photographs of the Makah by Samuel G. Morse, 1896-1903, Seattle:
The 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Washingt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7, p. 66.

③Robert Crawford, “The Politics of Whales: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Join the Foes of Indian Sovereignty, ” The Dignity Re-
port, vol. 5, no. 3, 1998, pp. 8.

④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Portrait in Time: Photographs of the Makah by Samuel G. Morse, 1896-1903, Seattle:
The 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Washingt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7, p. 66.

⑤Brenda Peterson, “Who will Speak for the Whales? Elders call for a Spiritual Dialogue on Makah Tribe ’s Whaling Proposal,”
The Seattle Times, 22 December, 1996.

⑥Sam Howe Verhovek, “Protesters Shadow a Tribe’s Pursuit of Whales and Past,” The New York Times, 2 October, 1998.
⑦Linda Hogan, “Silencing Tribal Grandmothers: Traditions, Old Values at Heart of Makah’s Clash over Whaling，” The Seattle
Times, 15 December, 1996.

⑧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Portrait in Time: Photographs of the Makah by Samuel G. Morse, 1896-1903， Seattle:
The 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Washingt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7, p. 4.

⑨Alex Tizon, “The Whale Hunt,” The Seattle Times, 20 September , 1998.
⑩Sam Howe Verhovek, “Protesters Shadow a Tribe’s Pursuit of Whales and Past,” The New York Times, 2 October, 1998.
輥輯訛Brenda Peterson, “Who will Speak for the Whales？ Elders Call for a Spiritual Dialogue on Makah Tribe’s Whaling Propos-
al,” The Seattle Times, 22 Decemb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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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召开的会议，发言反对捕鲸①。 这些长老认为，梅

卡人在传统上是捕座头鲸为食的，而灰鲸则用来熬

制鲸油，与其他部落及早期欧洲殖民者进行贸易往

来②。 至 1852 年，梅卡成为太平洋沿岸的主要鲸油

供应来源，仅当年就向奥林匹亚地区的锯木厂售出

两万加仑鲸油③。 声讨猎捕行为的长老们指出，猎手

并没有遵循传统，鲸也没有用作食物，“梅卡部落委

员会”只对金钱感兴趣④，然而“梅卡捕鲸协会”称，

猎捕行为只限于非商业目的，鲸鱼将作为食物分发

给梅卡民众⑤。 这一内部纷争并没有得到解决，可

是，由于其他部落成员持续不断的骚扰，大多数持

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不敢说话了⑥。

1997 年 10 月，梅卡 部 落 委 员 会 又 来 到 IWC，
并且取得了重启捕鲸业的许可。 起初，梅卡的请求

是否能获允尚存悬念，因为按照 IWC 的条例，原住

民捕鲸必须有两个基础条件：不间断的捕鲸传统和

为了生存的目的，而这两个条件梅卡都不符合。 但

是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IWC 给了梅卡一定的配额

比例，那是从楚科塔人的生活配额里拿过来的，后

者为俄罗斯一个原住民部落，他们向俄皮毛兽场出

售喂养狐狸的鲸肉⑦。1998—2002 年连续五年，梅卡

人获准捕杀了 20 头灰鲸，每年不允许超过 5 头。

二、对论辩的解构

关于梅卡捕鲸的论争已停留在一种胶着状态，

大体是因为梅卡人的每一条解释都遭到反捕鲸环

保主义者/保护动物权利的激进分子的炮轰， 从来

也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对话。 饶有意味的是，在此论

辩语境中，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站在了同

一边，而两者的分歧又并不能总让他们走到一起。

另外，一些欧裔北美环保主义者与动物权利保护者

支持了梅卡人，他们感到若非如此便会助长种族主

义和殖民主义。 在此，我先总结一下双方的论点，之

后再来分析论辩的特点。

（一）条约权利

也许梅卡人重操旧业的最有力论点就是 1855
年《尼亚湾条约》，其中保证了梅卡部落在保留地及

其周边拥有无限的捕猎鲸、海豹、大马哈鱼及其他

鱼类的权利。 然而令人难过却也并不意外的是，条

约签订者的非原住民后代仍然享受着条约的好处，

却又一心要规避应履行的义务。 对梅卡捕鲸权提出

挑战的环保主义者称，条约权利已被 IWC 中 止 商

业捕鲸的条令所取代。 他们指出，梅卡人并不适用

原住民捕鲸权，因为他们不符合 IWC 的要求，即具

备不间断捕鲸传统和切实的生存需要。 梅卡人反驳

道，他们的部落并非 IWC 的缔约方，美国在签订这

些协议时，并没有考虑先前与梅卡人的条约义务。

其结果是，梅卡人认为他们无须恪守 IWC 规则，向

IWC 提出准许请求仅仅是出于“合作精神”，也是给

美国政府一个面子。

（二）传统

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梅卡人表明该部落具有

逾 2000 年的捕鲸传统。 普吉特海湾周边及太平洋

沿岸各处的部落均早已将梅卡认作为捕鲸民族。 对

于梅卡人而言，捕鲸是其文化身份的至要部分。 不

过对于反捕鲸的环保主义者来说，捕鲸作为一种传

统是不可持续的。 这些反对的声音辩解道，条约的

履行不能不知变通，杀戮行为不能成为文化身份的

①Marsha Shaiman, “Makahs Resume Traditional Whale Hunt,” On Indian Land （Fall），vol. 1-2，1998, p. 1.
②Common Ground, “Saving Whales or Native Culture？ ” September， vol. 12，1998, p. 26.
③④Marsha Shaiman, “Makahs Resume Traditional Whale Hunt，”On Indian Land （Fall），vol. 1-2, 1998, p. 1.
⑤Keith A. Johnson, “The Makah Manifesto,” The Seattle Times, 23 August, 1998.
⑥Linda Hogan，“Silencing Tribal Grandmothers: Traditions, Old Values at Heart of Makah’s Clash over Whaling，” The Seattle
Times, 15 December, 1996.

⑦Brenda Peterson, “Who will Speak for the Whales? Elders Call for a Spiritual Dialogue on Makah Tribe ’s Whaling Proposal,”
The Seattle Times, 22 Decemb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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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基础①。

（三）精神诉求

梅卡人反复强调，捕鲸活动是一种精神实践。

历史上的梅卡捕鲸手要进行一套纯净心灵的仪式，

包括祈祷、斋戒、禁欲以及忍耐力考验，以期增强体

质与精神力量。 今天，梅卡猎手也在以类似的仪式

来获取力量、净化心灵，以为猎捕活动做准备。 对此

反捕鲸环保主义者并不为所动，指其打着精神的旗

号做了很多坏事，典仪活动并不能在道德上为一种

行为辩护。 反对声最强烈的动物权利保护组织“海

洋保护协会”（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遣船只去

尼亚湾记录被猎杀的鲸鱼的垂死挣扎和哀鸣，以证

明与梅卡人所信相反，鲸类并非自愿被宰杀的。

（四）社会问题与文化复兴

梅卡人相信， 部族里的很多社会问 题———失

业、酗酒、吸毒———都是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丧失

的直接后果。 梅卡人认为，解决问题不能流于表面，

而要通过复兴古代的文化活动来恢复文化身份，从

而使年轻人有更强的自尊感和幸福感。 反捕鲸环保

主义者则回击说， 以前就有过恢复文化传统活动，

如“划向西雅图”，但并不能治本。 而比起作为文化

复兴的捕鲸活动，更强大的经济基础能更好地解决

梅卡人的问题，并且已有人曾通过观鲸活动吸引旅

游业发展，以此来帮助梅卡人②。

（五）知鲸莫如梅卡人

梅卡人相信，数百年的临海生活使自己的部落

更能够理解人、海生动物及陆地之间的关系。 出于

文化 传统，梅卡 人 相信 他们 懂 得 并 尊 重 鲸 鱼 的 方

式，非原住民则望尘莫及。 然而环保与动物保护主

义者辩驳道，理解另一物种还有别的无需取之性命

的方式，让双方都存活也还有别的理解方式。

（六）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

有很多梅卡人举着“生态殖民主义者滚回去！ ”

的牌子来回敬反捕鲸的抗议者，他们认为非原住民

对梅卡捕鲸的反对，就是殖民主义与文化种族灭绝

的又一例证。 潜伏的白人种族主义趁着抗议梅卡捕

鲸的机会公然跳出来，给部落总部电话留言道：“每

死一头鲸，就要一个梅卡人偿命。 ”③还写了充满蔑

视语气的信，比如“你们这种人就该死抱住福利。 你

们的文化就是笑话”云云④，这样的例证并不鲜见。

梅卡人和其他反种族主义都愕然注意到了“海洋保

护协会”与华盛顿参议员杰克·梅特卡夫之间的“邪

恶联盟”⑤。 然而反捕鲸环保主义者坚持认为，向作

为文化习俗的梅卡捕鲸活动提出挑战并非殖民主

义，而是对鲸的捍卫。 他们指出，不是所有的文化习

俗都值得延续，例如殉葬、食人、烧死新娘、蓄奴、女

孩割礼等陋习就应该摒弃。 相反，每一代人都应该

根据现时的环境、经济和伦理考量来重新检视文化

习俗。

这一辩论有什么特点？ 是原住民与种族主义白

人之争么，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在北威斯康辛那场

关于齐佩瓦族是否应该用鱼叉捕鱼的辩论⑥？ 从白

人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的反梅卡捕

鲸的立场上看，辩论明摆着就是在梅卡人与鲸的权

①摘自写给《贝灵汉姆先驱报》的一封信的段落很能说明问题：“我认为梅卡部落重申祖先遗产的举动很牛啊。我想我也要

重申我的遗产。 明天我就去把我邻居的房子铲了，把他用链子拴起来当作财物卖掉。 毕竟他是黑人啊，而蓄奴是我们盎

格鲁祖先的拿手好戏。 ”（Ernie Tyler,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Bellingham Herald, 30 November, 1998）
②Alex Tizon, “Makah Say Whale Hunt is Still on, Despite Offers of Aid,” The Seattle Times, 1 December, 1998.
③Alex Tizon，“The Whale Hunt,” The Seattle Times, 20 September， 1998.
④Sam Howe Verhovek, “Protesters Shadow a Tribe’s Pursuit of Whales and Past,” The New York Times, 2 October, 1998.
⑤Robert Crawford，“The Politics of Whales: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Join the Foes of Indian Sovereignty, ” The Dignity Re-

port, vol. 5, no. 3, 1998, pp. 4-8.
⑥Rick Whaley and Walter Bresette, Walleye Warriors: An Effective Alliance against Racism and for the Earth,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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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间的选择。有些环保主义者站在了鲸的一边，有

些则组成了所谓“为人也为鲸”的群体，他们反对所

有的猎鲸行径， 但也认为一定有办法在不牺牲鲸类

的前提下解决梅卡人的需求。无论如何，他们在凸显

原住民和动物权利时，所采用的伦理叙事均将这些

权利对立起来。

然而在梅卡部落占上风的观点看来，这场争辩

的性 质 根 本 不 是 这 么 回 事。 科 克·瓦 钦 道 夫（Kirk
Wachendorf）是梅卡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他如

此解释这一局面：

自从辛普森案之后，我还从没见过人们会

对一个事件产生这么大的分歧。 现在环保主义

者认定我们就是辛普森，鲸是妮可儿。 可是我

们觉得我们是妮可儿，鲸也是。 ①

这样的观点认为，鲸和梅卡人都受到白人环保者的

统治和压迫，后者企图阻挠捕鲸业的重建，从而践踏

条约权益，这是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向梅卡人保证

过的。从这个角度看，梅卡的传统捕鲸文化习俗可以

让梅卡人和鲸在生态平衡之下共荣，然而当今的白

人环保主义者打着护鲸的幌子来对原住民条约权益

进行种族主义侵袭，并使之名正言顺。这一观点将伦

理纷争置于白人环保主义者和梅卡人之间。

从这一回顾可以很容易看出为何论战 陷 于僵

局：双方都持有一种颇具说服力的逻辑。然而双方的

伦理视角都以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途径来框定伦理问

题：首先，鲸和梅卡人，二者必选其一；其次，梅卡人

和白人环保主义者仍是二选一。然而，生态女性主义

对于二元论思想和“截短的叙事”的批判则指出，不

应将这些不同的视角视为相互竞争的，而应采用一

种整体性的方法包容这些关系层面，审视伦理语境

与伦理内容之间的这些错综关系。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反种族 主 义以 及伦 理 考

量的语境与内容

与白人女性主义者及环保人士合作的原住民

作 家 及 激 进 分 子 不 止 一 次 地 敦 促 我 们 要 “关 注

（我 们）自己的文化”②，而假如一种生态女性主义

伦理是切实反对种族主义的， 那么这一形式的自

我反思便是第一步。 假如争论的问题在于捕猎、杀

戮和吃非人动物，那么第一世界中的狩猎运动 、工

厂化 养殖、大规模畜牧及其相伴随的生态恶化（滥

伐、水 土 流 失 及 恶 化、土 壤 侵 蚀、粪 肥 处 理）就 够

大 多数动物权利保护者、 环保人士和生态女性主

义者讨论好几年了。 是梅卡 人 准备 捕杀 的 20 头

鲸 （每年不超过 5 头）所受的痛苦多，还是同期食

品 的 工 业 化 生 产 而 宰 杀 的 数 以 百 万 级 的 动 物 所

受的痛苦多？ 生态女性主义拒绝这种量化分析，

而 是 肯 定 要 让 批 判 着 重 于 操 纵 捕 杀 动 物 的 跨 国

公司，与 2000 人口的梅卡部落的猎捕行为的形态

各 异 的 权 力 地 位 ；这 样 的 分 析 同 时 也 在 质 询 ：种

族、阶 级、性 别 等 问 题 如 何 影 响 第 一 世 界 环 保 人

士对于议题与对手的选择。 诚然，第一世界的环

保人士更有便利条件来抗议大公司危害鲸类及其

栖 息 地 的 行 为 。 例 如，经 过 五 年 的 斗 争，来 自 墨

西 哥 和 第 一 世 界 的 环 保 人 士 联 合 起 来 ，说 服 ES-
SA/三菱公司取消了在圣伊格纳西奥礁 湖兴 建 盐

场 的 计 划 ，这 里 是 灰 鲸 在 加 利 福 尼 亚 半 岛 四 个

南 方 繁 殖 礁 湖 之 一，每 年 都 有 灰 鲸 洄 游 过 来 ，因

为 此 处 温 暖 的 浅 水 成 为 其 生 育 和 哺 育 幼 鲸 的 理

想环境③。 生态女性主义者提请那些反对梅卡捕

鲸 的 人 进 行 反 思 式 批 判：譬 如 ，这 些 抗 议 者 是 否

一 视 同 仁 地 反 对 所 有 形 式 的 捕 鱼 和 猎 杀 呢 ，亦

或其抗议也是分等级的， 鲸就能比鳟鱼获得更多

的关怀呢？ 看来说到权利，他们对聪明的哺乳动

①Kirk Wachendorf, “Interview by Author. Neah Bay,” Wash, 28 November, 1998.
②Andrea Smith, “For all Those Who were Indian in a Former Life,” Ms. (November/December), 1991, pp. 44-45.
③Nathan LaBudde，“Baja’s Whales vs. Mitsubishi,” Earth Island Journal，vol. 13, no. 3, 1998, pp. 39-41; “Victory！ A Triumph

for Baja Whales and Wildlife！ ” Earth Island Journal, vol. 15, no. 2, 2000,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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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智力低下的无脊椎动物有更多的青睐，而这在

道德上颇为可疑，正如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基

于权利的伦理，指其为一种人类中心论的道德 延 伸

主义。 另外，也存在着坐享条约利益（美国通过条

约拿 到了 土 地）而 不 愿 履 行 条 约 所 承 诺 的 责任的

念头———类似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的情况 在 北 美

可谓历史悠久了。

不过这种“你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论调，并不能

当作为原住民捕鲸行为本身辩护的充分理由：第一

世界文化的压迫行为及其对人类、动物和地球所产

生的负面效应，并不就此使得其他文化中饱受争议

的压迫行为的衍生或抬头合法化。 因而，生态女性

主义的研究途径除了要检视自身饮食文化的伦理

问题之外，也要去理解梅卡人捕鲸的伦理状况，从

而将环保主义者与梅卡人之间的冲突和梅卡人与

鲸的矛盾视作一种更宏阔的伦理叙事的两个不同

方面———语境与内容———并分而待之。

尽管女性主义伦理强调过早伦理决策中语境

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充分地将伦理内容凸显为一个

单列议题，如此一来伦理决策的过程就可以包含三

个方面的探讨：伦理内容、伦理语境及二者的互动。

女性主义伦理也没有考虑到内容与语境的不同分

层，一个层面的伦理语境可以在另一层面成为伦理

内容。 作这样的区分有很大的好处，尤其在牵涉跨

文化伦理问题时，对梅卡人捕鲸议题的理解就是一

个很明显的例证。

首先，原住民条约权利是梅卡人捕鲸议题的伦

理语境，但条约本身也兼具伦理语境（历史的和环

境的）和伦理内容（土地、捕猎权利、金钱）。 女性主

义伦理的边际条件应同时强调语境和屈从他者在

先前被边缘化的声音①，欧洲殖民的历史语境，女性

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致力于统治的终结———这些

都表明，反殖民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观

都支持原住民条约权利。 当然，这一支持必须是语

境性而非绝对的：鼓吹对条约权利（或任何别的议

题，就这一点来说）的绝对支持无异于对规则的盲

从而无视语境。 然而，自条约签订的 150 年里，欧洲

殖民主义与白人的种族歧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正

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原住民条约、欧裔美国女性主

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不断表明自己的立场。 只要

条约权利的历史和当代语境仍然具有殖民性和种

族主义色彩，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

义者就至少有两项伦理行动诉求：支持原住民条约

权利和努力改变白人种族主义语境。

不过与原住民的条约也预设了一个环境语境，

而这个语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部落代表经常是被

迫签约的，寄希望于对生存及其族人生活方式的保

障。 在今天看来，这些条约显然欺骗了原住民，这不

仅在于承诺的东西没有很好地兑现，还在于原住民

如今已无法获取由法律向他们保证的财物，其中部

分原因便是条约的环境语境———原先是当作一个

不变的常量的———已经衰减和恶化。 如果所许诺之

物不复存在，条约权利又何以维系？ 一些部落和原

住民预见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着手运用条约权利，使

之既保护原住民又保护他们的环境②。 他们还指出，

跨国公司贪得无厌的行径（殖民主义的最新表现形

态）必须止步于原住民的地界之外。 此类观点把对

条约权利的理解表述为不仅承诺了伦理内容 （水、

土地），而且还包括伦理的、环境的语境（清洁的水、

森林覆盖的土地）。 依循原住民激进派的示范，反殖

民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于原住民条约

权利的态度，首先必须在当今所有对原住民条约的

阐释中重新确立对其伦理内容和伦理语境的同时

解读。 这种对原住民条约的考量体现了梅卡捕鲸问

①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promi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12, no. 2, 1990, pp. 125-146.
②Rick Whaley and Walter Bresette, Walleye Warriors：An Effective Alliance against Racism and for the Earth,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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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伦理语境。

对于灰鲸而言，梅卡捕鲸请愿的伦理语境与这

一海洋哺乳动物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与现今的生

存能力息息相关。 全球范围内，灰鲸的数量保持在

23000 头左右，并以每年 2.6%的速度回升①。 这个数

字能否足以把灰鲸从《濒危物种名录》里去掉，这在

科学界尚存争议。 有人担心假如过早去掉，对它的

捕杀仍然会威胁其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尤其是假

如其他原住民部落和捕鲸民族也跟风提出意愿并

发起“文化捕鲸”（cultural whaling）②。 然而，灰鲸并

非 在 此 语 境 中 的 唯 一 濒 危 物 种 ，帕 特·莫 拉 （Pat
Mora）和 安 娜·卡 斯提 洛（Ana Castillo）等女 性主 义

作家指出，原住民也是濒危物种，这一隐喻性的等

式提醒女性主义者怀疑一切厚此薄彼的估值举动，

即将某些动物浪漫化而给予更多的伦理考量，而忽

视了并不怎么浪漫的受压迫的人群③。 于是在伦理

语境中，濒危物种数量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不过

在伦理内容中，显然数量是个必须但不充分的道德

考量基础。 因为即便有“足够”（不论怎么定义）的灰

鲸———或 是 梅 卡 人，或 是 白 人 中 产 阶 级 女 性 主 义

者———仅仅这一数量并不能成为杀死其中任意一

个的正当理由。 从反种族主义和反物种歧视的立场

出发，其伦理在问题在于：一个有道德能力的存在

体并非为生存需要而杀死另一个存在体，这在伦理

上是否正当？ 梅卡人所提出的捕鲸已不再是为生存

所需的猎杀行为，而是一种文化行为，那么看待这

一问题就涉及捕猎的伦理。

这一情形的伦理内容———所谓“文化捕鲸”———

引发很多议题，牵涉灰鲸、在各种文化及历史语境

中的捕猎伦理和动物消费以及梅卡部落的过去和

现在。 我对这些伦理内容进行逐一分析———有时是

放在一起的，这些议题并不总是可以分开的。

在第一世界文化语境中，对于捕鲸的生态女性

主义研究路数似乎相当恰切的，其中做得最为充分

的，或许可见于马蒂·基尔（Marti Kheel）④的著作中，

她基于动机或为猎杀动物辩说的类型而区分了六

种不同的猎人。 早在环境运动兴起之前，白人猎手

中有三种类型的动机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为牟利而

捕杀的“雇佣猎人”、为觅食而捕杀的“饥饿猎人”以

及为“除害”而捕杀的“敌对猎人”⑤。 环境文学中另

有三种类型：为娱乐及性格培养（基尔将其归于心

理需求）而狩猎的“快乐猎人”、为维持自然平衡（生

态需求）而狩猎的“整体论”猎人以及为达到某种精

神状态（宗教需求）而狩猎的“神圣猎人”。 如基尔的

分析所揭示，这两类猎人没有一种考虑了动物的需

求或利益，他们的观点是自私自利的，将最符合自

身要求的态度和欲望投射在了动物身上， 更有甚

者，其中一些还依仗了殖民主义思想。 基尔批评了

深层生态学者和其他白人环境主义者，他们很取巧

地借用了原住民文化的某些方面来试图将自己的

①Marsha Shaiman， “Makahs Resume Ttraditional Whale Hunt,” On Indian Land （Fall），vol. 1 -2，1998; Alex Tizon, “The
Whale Hunt,” The Seattle Times, 20 September , 1998.

②这里我用“发起”（initiate）一词是由于从定义上说，为生计而捕鲸是不能“重操”了。 人们广泛认为，诸如日本、挪威、俄罗

斯这样的捕鲸国都等着梅卡人为“文化捕鲸”开先河，“国际捕鲸协会”的这一新类别将会为那些发起类似请愿的国家打

开方便之门。
③Ana Castillo, Massacre of the Dreamers: Essays on Xicanisma, New York: Penguin/Plume, 1994; Pat Mora, Nepantla: Essays

from the Land in the Middl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3.
④Marti Kheel, “From Heroic to Holistic Ethics: The Ecofeminist Challenge,”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
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rti Kheel, “License to Kill: An Ecofeminist Critique of
Hunters’ Discourse,” in Carol Adams and Josephine Donovan, ed.,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Marti Kheel, “License to Kill: An Ecofeminist Critique of Hunters’ Discourse,” in Carol Adams and Josephine Donovan, ed.,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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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行为合法化：

将狩猎拿出来当作最有教益的活动。 尽管

原住民文化还包括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 （例如

采集、种植、烹饪、编织、歌唱、舞蹈），却似乎没

有得到相同的道德相关度。 这些环境作家大多

还忽视了部落群体内部的巨大文化差异， 提起

他们时仿佛他们就是一个整块儿。 然而并非所

有美洲原住民都狩猎，也并非全然“尊敬”所猎

杀的动物。 ①

基尔所指的“截短的叙事”解释了白人环保人士

相信他们能够择取原住民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来为自

己的行为进行辩护②。 尤其在“神圣猎人”的例子中，

作为心甘情愿的“馈赠”的动物之被猎杀是深植于原

住民文化语境的，而他们却将这一概念连根拔起。尽

管基尔的分 析着 重于 欧 裔美 国环 保分 子 的狩 猎行

为，但她也承认，美洲原住民似乎也在构建一种“饥

饿猎人的原型式例证”， 其中的捕猎行为是生存所

需；再者，美洲原住民与“神圣猎人”不同，“似乎并不

赞同狩猎本身具备什么美德”③。 基尔的分析搁置了

为生存而打猎的群体， 而只关注出于欲望而并非需

要却打猎的人， 也就是无需猎杀并食用动物也能

生存的人。 梅卡人所引入的“文化捕鲸”从根本上

重新定义了这一行为的伦理内容： 梅卡人已不再

为求生存而捕猎， 他们在当今推行的文化捕鲸并

不属基尔所描述的“快乐猎人”和“神圣猎人”，因

为这些都是基于个人而非文化的辩解之词。 或许

梅卡人唯一与基尔所描述的“快乐”“神圣”抑或求

生猎人的相似之处便是， 梅卡的文化捕鲸者是打

算食用这种猎物的。

另外， 生态女性主义者在第一世界对以吃动

物 为 主 的 食 谱 所 谓 的 必 要 性 和 健 康 性 提 出 了 挑

战，指出素食更符合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因为素

食不支持对动物的剥削（工厂化养殖以及散养在

对待动物时都视之为利用途径而不以其自身为目

的），而且倡导社会与生态的双重健康（多吃食物

链的低端，为更多的人提供食物来源，改换以食用

动物为主的需求，防止环境恶化）④。 不过生态女性

主 义 者 并 不 要 求 普 适 的 素 食 主 义 。 迪 恩·科 廷

（Deane Curtin）的 语 境 性 道 德 素 食 主 义 与 基 尔 一

样，强调语境是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一个重要

①Marti Kheel, “License to Kill: An Ecofeminist Critique of Hunters’ Discourse,” in Carol Adams and Josephine Donovan, ed.,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1.

②Marti Kheel, “From Heroic to Holistic Ethics：The Ecofeminist Challenge,”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Women, An-
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Marti Kheel, “License to Kill: An Ecofeminist Critique of Hunters’ Discourse,” in Carol Adams and Josephine Donovan, ed.,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8.

④Carol J. Adams，“The Feminist Traffic in Animals,”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
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rol J. Adams, “Comment on George’s ‘Should Feminists be Vegetarians？ ’,” Signs,
vol. 21, no. 1, 1995, pp. 221-225; Josephine Donovan, “Comment on George’s ‘Should Feminists be Vegetarians？ ’” Signs,
vol. 21, no. 1, 1995, pp. 226-229; Greta Gaard and Lori Gruen, “Comment on George’s ‘Should Feminists be Vegetari-
ans？ ’”Signs，vol. 21, no. 1, 1995, pp. 230-241; Lori Gruen，“Dismantling Oppression: An Analysis of the Cconnection be-
tween Women and Animals,”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Robbins, Diet for a New America, Walpole, N.H.: Stillpoint Publishing, 1987. 营养学目前正在调查一国

人口的传统膳食与其当下营养需要之间的关系，但并没得出定论。 如果梅卡人是因为遗传类型而必须通过食用鲸肉才

能生养繁荣，那么反对梅卡人的便是支持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但果真如此吗？ 施行传统膳食的因纽特人，是世界

上所有人口中体内含多氯联苯浓度最高的———这与有着相似膳食结构的海生哺乳动物有着同样令人怀疑的特性。如此

看来，传统的以及当代类似的膳食结构有着独特的环境学、营养学、史学及文化语境与内容。 今日受到污染的语境正影

响着传统膳食中的营养成分。 有越来越多的结论性发现，揭示出传统膳食与当代营养需求之间的关系。 而此时，这些发

现就必须放在女性主义讨论框架之中，来看待营养伦理学、生态学以及像梅卡捕鲸这样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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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科廷承认“道德素食主义的原因或由于场所、

性别乃至阶级的差异而有不同”， 他的结论是：“他

不能根据一种绝对的道德准则来禁止在一切情境

中吃肉。 ”①科廷推测道：为了喂养他挨饿的孩子，或

是保护爱子免遭袭击，他会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杀

生。 但在有选择的时候，这种决断就不再是自卫或

自保的问题，而是伦理问题了。 科廷辩解道：“关爱

他人是一种道德及政治进步，我们应理解其为这样

一种律令，它要求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除没有

必要的痛苦，特别是痛苦的主体遭受的，与我们自

己的痛苦在概念上息息相关。 ”②科廷的语境性道德

素食主义承认说，要完全消除世上的暴力和痛苦是

不可能的，因为“活着就得施暴”③。 语境性道德素食

主义与其说是道德状态，不如说是道德方向。 科廷

承认一些文化“通过仪式来调和杀生的道德负疚与

饥饿之苦”，但他同时反对将视动物为食物选择合法

化的论调，指出这“在异国文化或‘第三世界’或极

端语境里是道德正当的”， 并将自己的分析限于第

一世界、工业化国家，在这些地区，动物食品表明了

这些文化“与其他生命体的疏离及对后者的统治”④。

语境性道德素食主义最好被理解为 “对特定语境、

对嵌入了特定文化内涵的实践行为的回应”⑤。 科廷

的理论为生态女性主义探讨跨文化饮食伦理起了

个很好的开端，尽管他自己并没有继续下去。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运动狩猎和以动物为基础

的农业活动，在倡导语境性道德素食主义的同时也明

确指出，在大多数第一世界语境下，对鲸的捕杀和

消费在伦理上是不正当的。 但尽管如此，生态女性

主义者对基于生存需要的肉食行为并无太多诟病，

甚至称若无其他替代食物，那么这种捕猎和饮食习

惯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 但是梅卡捕鲸如今已非生

存之需，因而这种考量已不再适用：通过发展“文化

捕鲸”这一新范畴，梅卡人申辩道，捕鲸是其文化身

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在修辞上是很富于策略

的：反对捕鲸就相当于反对梅卡的文化及文化身份。

于是如今的情形变成道德决断被简化成必须

在两种彼此抵触的道德主体间作出选择。 有鉴于

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对道德问题的描述

本身进行批评。 基尔创造出“英雄式伦理”（“heroic
ethics”）一语，以表明伦理的大众概念已“成为一种

工具，用于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作出戏剧性的决定”⑥。

基尔认为，英雄式伦理的道德危机便是一种形式的

“截短的叙事”，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则应致力于全面

地发现这样的危机首先是如何产生以及为何产生

的。 将基尔的策略应用于梅卡捕鲸诉求的生态女性

主义解读视角，便是要去审视梅卡文化身份怎么就

能从范围宽广的文化习俗中提炼出这单独一种的，

并以一种更加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处于传统梅卡

文化中的捕鲸。

从历史上说，捕鲸并非梅卡部落社会里的普遍

习 俗，而 是局 限 地属 于特 定 阶级、性别、族 群 的 个

体行为。 根据早期欧洲探险家的记述及后世的人类

学研究，传统梅卡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奴隶、平民和

酋长⑦。 奴隶是在战争中俘获或是从别的部落买来

①Deane Curtin, “Toward an Ecological Ethic of Care,” Hypatia, vol. 6, no. 1, 1991, pp. 69.
②Deane Curtin, “Toward an Ecological Ethic of Care,” Hypatia, vol. 6, no. 1, 1991, pp. 70.
③Deane Curtin, “Recipes for values,” in Deane Curtin and Lisa Heldke, eds., Cooking, Eating, Thinking: Transformative

Philosophies of Foo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31.
④⑤Deane Curtin, “Recipes for values,” in Deane Curtin and Lisa Heldke, eds., Cooking, Eating, Thinking: Transformative
Philosophies of Foo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32.

⑥Marti Kheel, “From Heroic to Holistic Ethics: The Ecofeminist Challenge,”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
imals, N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⑦Elizabeth Colson, The Makah Indi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p. 15, pp. 202-203; James G. Swan,
The Northwest Coast; or,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Washington Terri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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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在村子里被视为异类，其子嗣也是奴隶，他

们谁也不得与自由人“通婚”①。 早期探险家提到，

梅卡人“从 1790 年最早开始接触欧洲人起，就将女

奴送到船员那儿卖淫”②，但梅卡自由人是否也对这

些女奴加以性利用，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此类性交

行为会有滋生后代的风险，而“任何程度的奴隶血

统都是一个家族的永久耻辱……‘奴隶’一词是极

为尖刻的侮辱性用语”③。 梅卡人的第二阶级平民是

大家族里地位较低的成员，他们并不富裕，必须要

劳动才能养活自己。 处于这一社会等级顶层的是酋

长，即富裕的头人，他们经营熏肉房，举办赠礼节，

并拥有显要的姓氏，在熟悉梅卡的其他部落中都很

有知名度。 有报道说酋长的地位是世袭的，有的记

载则称，即便是世袭成员也必须用丰功伟业来为自

己的地位正名，其中就包括猎鲸，否则他们就会落

入平民阶层。 只有望族中的男性有财力组织并指挥

猎鲸，因为只有酋长才有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来筹备

仪式、置办器具以及继承下来的特权来向作为捕鲸

船员的男性亲属或奴隶发号施令④。 在猎捕过程中，

捕鲸手在海岸上的妻子须一动不动地躺在黑屋子

里以示援助⑤。 其中一个妻子回忆道：“完全静态的

身姿用于使鲸更容易驾驭。 ”⑥只要有一条鲸被成

功 地 拖 进 村 子 ，就 会 带 来 “巨 量 的 鲸 油 、鲸 骨 和

肉———还有声誉。 捕鲸家族能获取最多的尊敬”⑦。

对德高望重的追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学家

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在 19 世 纪 40
年代对梅卡人进行访谈时， 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

她，自己出生于上层社会，为酋长之后，而其他家族

则来自下层阶级⑧。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距

离上一次成功捕鲸 80 年之后，梅卡人又要将其精英

的、上层的以及男性祖先的习俗等同于其文化身份。

部落和族群中反抗殖民主义与被殖民身份的

同时，常常重提民族主义及族群或部落身份，并视

之为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中的关键策略。 辛西娅·

安罗（Cynthia Enloe）在研究国际政治与殖民主义遗

产时发现：“民族主义源自男性化记忆、男性化的屈

辱、男性化的期盼，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况。”⑨极少有

人以女性体验为出发点，去理解殖民化或是对民族

与文化自治的重新申张。相反，在民族主义运动中，

女性被迫“要有耐心”“别多嘴”“等民族主义目标实

现了再说”。 安罗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梅卡部

落在一个世纪的殖民化之后力争重举文化身份的

真实情况：一方面捕鲸习俗主要是男性精英阶层所

为，另一方面该部落又在当下极力压制持异议的女

①Elizabeth Colson, The Makah Indi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p. 202.
②Elizabeth Colson, The Makah Indi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p. 57.
③Elizabeth Colson, The Makah Indi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p. 202.
④Ruth Kirk, Tradition and Change on the Northwest Coast: The Makah, Nuu-chahnulth, Southern Kwakiutl and Nuxalk,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Ruth Kirk and Richard D. Daugherty, Exploring Washington Archaeolog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⑤T. T. Waterman, The Whaling Equipment of the Makah Indian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20; Patricia
Pierce Erikson, “A-whaling We will Go: Encounters of Knowledge and Memory at the Makah Cultural and Research Cen -
ter,”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4, no. 4, 1999, pp. 556-583.

⑥Ruth Kirk, Tradition and Change on the Northwest Coast: The Makah, Nuu-chahnulth, Southern Kwakiutl and Nuxalk,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p. 138.

⑦Ruth Kirk and Richard D. Daugherty, Exploring Washington Archaeolog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p.
90.

⑧Elizabeth Colson, The Makah Indi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pp. 205-218.
⑨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44;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p. 60,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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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长老的声音，正是她们反对重操捕鲸旧业。 作为

捕鲸酋长家族和合约签订者的后人， 梅卡长老多

蒂·昌布林（Dotti Chamblin）曾带头抗议道：“用机枪

扫射鲸鱼可不是什么精神途径”，“这个村子里，没

有哪个和鲸鱼有什么直接关系了”①。 早在艾伯塔·

汤普森（Alberta Thompson）与“海洋保护协会”开启

合作之前，这两位部落女长老就都遭到排斥，不再

享有部落里的种种服务。 梅卡部落委员会副主席马

尔西·帕科和渔业部长戴夫·索恩斯甚至把汤普森

称作“奴隶”②。 这些站出来捍卫一种更加传统的生

态伦理与文化身份的女长老，被以梅卡文化捕鲸与

新部落身份的名义禁了言，而这种身份既是大男子

主义的，又是精英阶层的。

诚然，性别的建构过程并非是均质的，但诸如

文化和历史语境这样的变数总是成为变化的基础。

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跨文化协商理念

与价值时，力求规避性别本质论，她们都强调在思

考性别问题时，将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等问题联系

在一起的重要性。 不过对性别本质论的规避有时候

会导致文化本质主义，就像我们对西方文化和非西

方文化的定义。 据乌马·纳拉扬（Uma Narayan）的观

察，“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是一种“政

治驱动的建构”， 同时作为原理和指令为殖民主义

服务，在定义西方文化的自我时，强烈地排斥着非

西方的他者③。 可是这一对比掩盖了“西方文化与众

多他者文化之间深刻的类同， 如等级性社会制度、

社会成员间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对妇女的苛待和

不公正”④。 和安罗一样，纳拉扬注意到反殖民的民

族主义运动甚至接受了他们文化中非常刻板的方

面，来提出战略性的民族主义主张。 不幸的是，无论

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都倾向于

将“非西方”文化均质化，即便同时也在反对“西方”

帝国主义。 文化本质论的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或

“非西方”文化的再现，常常“将其特权群体的习俗

和价值描述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的习俗和价

值”。 在梅卡人的案例中，某些精英男性群体的捕鲸

习俗成了整个文化的习俗，并替代为整个文化的身

份。 事实上，我们或可以认为，梅卡部落的统治阶层

运用了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形式来达成自己的

目标。

然而这一策略却使妇女和动物处在屈从地位，

而这都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被边缘化的群体。

虽然对族群、阶级、性别的分析能够用于避免文化

本质主义，并有助于理解梅卡女性长老所受到的压

迫，但这些分析只在理解人类文化时才有意义。 与

梅卡女长老不同，灰鲸并非梅卡部落成员，它们只

属于自己，属于它们自身的海洋哺乳动物群落。 有

些文化习俗涉及同一文化群体的两种不同成员，与

之有关的跨文化伦理的局限性尚存在争论。 然而，

如果一个社群的可持续性文化习俗要求索取非部

落成员的性命，那么该习俗的伦理基础就不那么确

定了。 假如非部落成员对此赞成，那么这一习俗还

有可以辩护的余地， 可是那种赞成是无法确定的：

一方面，梅卡捕鲸的提倡者宣称鲸是自愿“献身”给

大多数捕鲸能手的；另一方面，他与动物权利保护

者和“海洋保护协会”合作，派遣船只和摄像机前往

尼亚湾记录下被捕杀鲸鱼的挣扎和临死的惨呼，以

此证明鲸鱼并不甘愿且还殊死反抗。 当然，无论在

什么情况下，鲸的同意或不同意都无济于事。

总结一下，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梅卡捕鲸诉求

①②Linda Hogan， “Silencing Tribal Grandmothers: Traditions, Old Values at Heart of Makah’s Clash over Whaling，” The
Seattle Times, 15 December, 1996.

③Uma Narayan, “Essence of Culture and a Sense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 Hypatia, vol. 13,
no. 2, 1998, pp. 90-91.

④Uma Narayan, “Essence of Culture and a Sense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 Hypatia, vol. 13,
no. 2, 1998, pp.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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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考察，解释这一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内的统

治阶层提出了捕鲸诉求，并以牺牲某些女性（持不

同 政见 的梅 卡 女长 老）和 动 物（灰 鲸）的 利 益为 代

价。 正如某些白人女性主义者专注于自身的性别压

迫而忽视了自己的种族特权和作为压迫者的角色，

某些原住民也会专注于自身所受到的种族和文化

压迫，而忽视了自己作为对其他人类与动物的压迫

者的潜在角色。 当我们对被边缘化的文化的支持，

居然要求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和目标

作出妥协和屈从时，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

当然应该要关切。 假如我们不加区分地支持原住民

而牺牲了自己的价值和信念，那么反种族女性主义

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就无法走到一起去。 而“功用

性反种族主义者（functioning antiracist）———他/她作

为反种族主义者能够通过‘能力测试’———必须具

有活跃的思维，而不仅仅是一个白种机器人，只能

‘根据设定的程序’来重复（其他非统治种族）说过

的话”①。 对诸如梅卡捕鲸诉求这样的情境的伦理语

境与内容的考量，是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

应有的策略，由此才能够在我们应对层面复杂的伦

理问题时，成为“具有活跃思维的反种族主义者”。

在梅卡捕鲸的事例中，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者

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支持原住

民条约权利（伦理语境）和反对企图将对其他被边

缘化的群体的征服延续下去的传统文化习俗（伦理

内容），这样一种立场反映了在纷繁复杂的关系总

体格局中，需明确意识到自己该站在何处。 不可否

认的是，依据双重分析的立场行事，需要某种策略

的灵活性：我们能够与原住民及其他反种族主义者

并肩作战，捍卫原住民的条约权利和主权，可是我

们如何能表达对传统文化习俗中的压迫性特征的

反对，同时又不重蹈殖民主义的旧辙，不因为我们

自己的商业或政治目的而加剧部族内部的分歧呢？

我们要对自己在这种多层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位置

进行思考，这意味着反种族主义的白人女性主义者

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更适合于直面我们自己文化、政

府和公司的殖民主义做法，并对其压迫行径进行挑

战，因为这些压迫将那些在种族、阶级、性别、性取

向和物种上的他者驱赶到了边缘地带。 在这一历史

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语境交叠之中，非原住民女性

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适合去质疑我们所

认为的边缘文化的压迫性特征，而某一特定文化群

体的成员才适于占据主导地位，对传统文化习俗进

行深入探究。 生态女性主义者努力成为有色人种的

反种族主义盟友， 成为女性的跨文化女性主义盟

友，成为非人类动物的反物种歧视盟友。 因而，对于

梅卡捕鲸情境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析途径，就会同时

考虑伦理问题的语境与内容，为跨文化对话寻求一

种包容性的论坛，追寻并支持跨越文化边界的女性

主义者的引领。

四、跨越文化边界的女性主义者及其对传统的

批判

梅卡捕鲸问题的论辩双方用不同的逻辑进行

道德发声，这源自不同的文化语境。 对话陷入僵局，

部分原因在于跨文化交际的停摆，很类似于白人女

性主义者与有色女性之间的困局。玛丽亚·卢冈斯

（María Lugones）和 伊 丽 莎 白·斯 佩 尔 曼 （Elizabeth
Spelman）的经典论文对此体察得很清楚：

我们和你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当我们

和你们说话时操的是你们的语言。我们试图以

此来表达我们经验的世界。可是你们的语言与

理论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经验，因而我们只能成

功地表达我们对被拒斥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和你们说话，因为你们不

懂。 ②

①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91.
②María Lugones and Elizabeth V. Spelman，“Have We Got a Theory for You! Feminist Theory,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the

Demand for ‘the Woman’s Voi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6, 1983, pp.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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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启对话，需要的是“跨越边界的人”在双

边文化、多元种族语境中的帮助，这些人能够自由

往来于非原住民的环保人士/动物权利保护者所在

的主导文化语境以及梅卡人的边缘文化语境，翻译

双方的伦理话语和信仰，以便能够互相倾听。 在这

样的对话中，反种族歧视女性主义者或是生态女性

主义者走的是一条跨文化伦理发展路径，这就需要

做到：倾听在自身文化之内为社会与环境正义奔忙

的女性的经验和分析；为文化内部和外部建立沟通

关系；团结力量，既与白人种族主义斗争，又要支持

文化内部那些力争重塑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人士，以

摈除其中有害女性及其他边缘群体的糟粕。

在具有差异性权利话语的不同文化间进行伦

理观译释的时候，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奥菲利娅·

舒特（Ofelia Schutte）称之为“意义的残留”，它其实

非常重要，可能就是“跨文化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占上风的文化会在未能享有类似文化地位的群体

中滋生出抵制情绪，而下层文化群体的重要性或复

杂性也不为统治阶层的文化所理解，除非能够采取

超常规的办法来促进彼此间的良性对话”①。 创造

“良性对话” 意味着主导文化中有人愿意去倾听非

主导文化的他者的声音，能够换位思考并真诚地投

身于建设跨文化的团结体。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正

如“西方”女性主义仍寄希望于自己的自由观对全

世界的妇女都普遍有效，第一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

大概也是希望，其分析与诉求也具有跨文化的有效

性。 虽然这样的希望———结束对妇女、有色人种、穷

人、GLBT 人群、动物和自然界的压迫的愿望———构

成跨文化交际的动力，但如果我们真要说到做到的

话，那么最根本的任务应该是建设并加强“团结的

网络”②，参与“世界旅行”③，从而将自己的身份从统

治的中心转向与边缘地带的他者并肩，发展出一种

后殖民生态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 主义 领域 内 已涌 现 出 许 多 文 化 跨 界 者，

他/她们尝试与其形形色色的文化与宗教遗产中的

父权内容打交道，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是自身定位

于继承每一特定传统的人。 譬如说，犹太教女性主

义者和基督教女性主义者在其宗教遗产与政治观

点之间努力地对一致性与矛盾性进行协调。 然而对

于非裔美国女性和美洲原住民女性而言，将女性主

义及/或生态学视角融合文化遗产的过程则可能非

常复杂，因为这些文化传统常常鱼龙混杂，很难寻

根 溯 源 。 杰 出 的 美 国 作 家 爱 丽 丝·沃 克 （Alice
Walker）和琳达·霍根（Linda Hogan）作为两个典范，

很好地展示了多种族背景的文化跨界者如何对文

化传统进行女性主义批判。

爱丽丝·沃克的小说 《拥有快乐的秘密》（Pos-
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1992）以 及 之 后 与 普 拉 提

巴·帕马（Pratibha Parmar）合作的影剧本/小说《武士

印记》（Warrior Marks，1993），体现了女性主义在特

定文化内部人士的引导下，有力地干预了女性割礼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FGM）]这一有害的文化习

俗。 沃克邀制片人普拉提巴·帕马就这一题材制作

影片，“意在鼓励人们根据他们所处社会及这个星

球的脆弱健康状况，来重新评价他们的‘传统’”④。

“很 多女 性不 愿 意就 女性 割 礼发 表 言 论 或 采 取 行

动，害怕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标签”，

帕马写道，而“这种顾虑却让非洲儿童冒着受伤害

①Ofelia Schutte, “Cultural Alteri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Feminist Theory in North-south Contexts,” Hypatia，
vol. 13, no. 2, 1998, pp. 56.

②Uma Narayan，“Essence of Culture and a Sense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 Hypatia, vol. 13,
no. 2, 1998.

③María Lugones， “Playfulness， ‘World’ -Travel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in Jeffner Allen, ed., Lesbian Philosophies and
Cultur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④Alice Walker and Pratibha Parmer, Warrior Mark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he Sexual Blinding of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3,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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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风险。 假如我们不能大声说出来，我们就成

为将这一暴力永久化的共谋”①。 再者，帕马认为并

非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是神圣的：“‘摧残不是文化’，

这一说法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接受仪式化的暴

力，或者就事论事对女性的暴力，那绝不是任何一

种文化的内在固有的部分。 ”②为了让影片真实可

信， 沃克和帕马不遗余力地突出了非洲妇女的声

音：愤怒、分析、抗议以及自决的声音③。 沃克和帕马

将此纪录片作为一种方式， 来支持非洲妇女主导

的、终结女性割礼的斗争。

类似 的伦 理 跨界 也出 现 在 琳 达·霍 根 的 写 作

里，她在梅卡捕鲸的辩论中力图质询传统，同时也

保护原住民及动物的权益。 霍根在《西雅图时报》

（Seattle Times）的一 篇社 论 里指 出，在 坚 持原 住民

条约权利的同时，对待梅卡人的最好方式是遵循其

比 2000 年捕鲸传统更古老的传统： 倾听作为部落

长老的老祖母们的心声；传统上对人与鲸的关系的

看重；强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这才是“一种文

化、 一个敬畏生命的民族的真正而深沉的活力源

泉”以及“为人所遗忘的、自由独立于人类的鲸的故

事”④。 尤其切中肯綮的是，霍根对梅卡捕鲸请愿的

伦理语境与内容进行了区分，前者既包括欧裔美国

人/美洲原住民的权力关系，也包括过去和现 在的

环境质量，后者则涉及原住民、非人类动植物之间

的关系：

虽然我们的条约仍必须坚持，但在如今却

有了新的考虑。 在条约缔造的时代，我们没有

预见到物种的损失、毒物质的大范围扩散、水

资源 的 枯 竭、陆 地 上 的 毁 林……作 为 印 第 安

人，我们有需要———实则是有必要———去申张

古老的人民和古老的生活方式。大多数部落所

共享的价值，一向是对生命的尊敬。 在传统的

和历史的过去，我们承认动物和植物等其他物

种的自主权。 我们与动物缔约，约定的基础便

是相互尊重以及对世界复杂性的认识，而这些

都是司法体系所无法企及的法则。这是我们的

过去所给予我们的馈赠，这是后来的欧洲人所

没有的。 ⑤

霍 根 目 前 正 与 西 雅 图 作 家 布 兰 达·彼 得 森

（Brenda Peterson）合作撰写一本书，其初衷 便是 对

梅卡人捕鲸诉求的回应。 如同沃克和帕马的出书/
制片项目，霍根和彼得森也准备双管齐下，并动用

潜水设备， 循着灰鲸从墨西哥到白令海的迁徙路

线，记录下它们与人的互动关系。 尽管霍根是契卡

索人而不是梅卡人，但她也像沃克和帕马一样，支

持其他原住民妇女在其文化内部担当主导，对自身

文化传统的伦理提出挑战⑥。

五、跨文化、反种族女性主义伦理学工具

从对梅卡捕鲸问题的探讨中可以总结出几条

指导方针，来帮助反种族白人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

性主义者就跨文化社会与环境议题发展自己的伦

理学视角。 首先，致力于建构跨文化伦理的女性主

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需要挑战自己所属的运动

及文化自身内部的压迫。 在第一世界工业化文化之

中，这种认识也许意味着去挑战种族主义，这在我

①②Alice Walker and Pratibha Parmer, Warrior Mark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he Sexual Blinding of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3, p. 95.

③Alice Walker and Pratibha Parmer, Warrior Mark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he Sexual Blinding of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3, p. 109.

④⑤Linda Hogan, “Silencing Tribal Grandmothers: Traditions, Old Values at Heart of Makah’s Clash over Whaling，” The
Seattle Times, 15 December, 1996.

⑥在理想状态下，假如运用我所提出的策略，那么本文以及其他所有关于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文章都应该由居统治地

位的文化与非统治地位的文化的女性主义者合作完成。 此文权当抛砖引玉，或有更多的研究与谈话可以纠正、修订或运

用这里提出的观点。

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研究工具：探讨梅卡人捕鲸诉求中的伦理语境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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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批评原住民文化习俗而同时自身并不能免俗的

时候就会暴露出来。 例如，批评梅卡捕鲸，自己回去

过感恩节时却摆起火鸡宴来。 生态女性主义者则需

要提升对工业化农场的警觉，此类经营破坏土地，

危害在其机制内受到压迫的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还

应质询人类统治自然、其他人群和其他动物的合理

性。 我们必须持续不懈地反对虚伪的表面文章，不

仅在谈到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是如此，对于物

种而言也是如此。 例如，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运动中，

我们要挑战那些只会做表面文章的环保人士和女

权分子， 他/她们通过豢养宠物来表明对动物的热

爱，却食其血肉并穿其毛皮。 由于跨国公司的总部

一般都设在第一世界国家，我们的生态女性主义者

和其他环保激进人士就特别应该抗议那些公司危

害动物栖息地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做法：ESSA/三菱

公司在圣伊格纳西奥礁湖的盐场；将重污染工业及

工业废料排放地选址在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聚

居区，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我们必须对伦理考量的语境与内容之中存在

的不同关系层次进行辨析，这一策略有助于反种族

女性主义者应对各种伦理问题，否则又会很轻易地

造成虚假的二元对立（比如梅卡与鲸的矛盾），并忽

略伦理关系、 历史与环境语境之中的不同分层，以

及这些变量仍在持续的不定状态。 关于“截短的叙

事”的概念，提请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追

索伦理叙事的全景，并提供规避性别和文化本质主

义的策略。 白人反种族女性主义者及生态女性主义

者同样需要记住，女性主义理论、妇女组织和原住

民文化，这些都不是静止的、永恒的和亘古不变的，

也并非不会受到内部的等级制与统治行为的沾染。

最后，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在

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跨文化交际的困难。 在涉及跨

文化正义的情形时，我们必须寻找文化跨界者，与

他/她们建立关系并支持其价值和目标，因为它们和

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和目标不谋而合。

在这些文化跨界者和文化内部人士的引领及协同

之下，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才有望创造出

没有任何压迫———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取向

的及物种的———的社会与经济活动。

所有这些朝向跨文化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

义伦理的策略，都要求坚持不懈地促进文化间、多

种族间的跨界者与白人反种族女性主义者之间的

团结关系。 为了成为更好的跨文化盟友，反种族女

性主义者与生态女性主义者需要读懂非主导文化，

与之构建跨文化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亲身走访他者

文化和族群，以最合适的定位去学习，以此提升、扩

展对 非 主导 文化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 玛 丽 亚·卢 冈 斯

（María Lugones）将 此重 新 定位 称为“‘世 界’之 旅”

（‘world’-travelling），这不仅意味着作为观光客、外

来人去看一个社群，而且是通过重新定位使自己的

身份得以重塑，并能够设身处地地看问题①。 文化跨

界者正是有着这样的双重视角，而反种族女性主义

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也一样，都应该发展这种后殖

民视角，来发起并支持跨文化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

主义伦理学。

（本文原载 Hypatia，vol. 16，no. 1，Winter 2001.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本人授权）

责任编辑：王俊暐

①María Lugones， “Playfulness， ‘World’ -Travel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in Jeffner Allen, ed., Lesbian Philosophies and
Cultur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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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schools of modern Western Marxism. As its main representative, Ben Agger elaborates on the cause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tries to offer a countermeasure against it. He believes that the“alienated consump-
tion” resulted from capitalism is the most direct cause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so we must use the “dialec-
tics with broken expectations” to drive out alienation in consumption and build the “Steady Socialism” to
deal with ecological crisis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 and debureaucratization.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The gen-
eral layout of the “Five in One” calls for a more coordinated and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ory. In this context, Agger’s ecological thoughts are very instruct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a global paradig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Decline of the Landscape Spiri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ense of Nature: A Study Centered
on Eroshenko’s Fairy Tales and Little John Translated by Lu Xun Zhang Suli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discourse, the implications
of “nature” have undergone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e landscape spirit that “the whole world and I are
one” has declined. Words like nature, heaven, harmony etc., have been replaced by brand new enlighten-
ing vocabulary of science, democracy, development, independence, and so on. As a writer and translator
with a clear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sensitivity in modern times, Lu Xun in his（translation）works intuitive-
ly and deeply unveils scholars’ changing concept of nature in the era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works
preserve and display in a sensible manner the complex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 of “na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reflecting the polypho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Regional Writing as a Method: Regional Writing and Nation Identity in Aitmatov’s Later
Novels Xiang Jieru

Aitmatov has constructed the typical regional writing in his later novels. On one hand, the regional
landscape and the situation of people’s “sense of place” or “the sense of non-place” has formed a repre-
sentation of culture in a direct se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lace identity”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ecological identity” through the other dimension of regional writing—ecological writing and the author’s
stand on cosmopolitanism has been revealed. Finally, Aitmatov’s tensional thinking of nation has shown a
clearer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link between literature and nationality in the Soviet period.

Tools for a Cross- Cultural Fem inist Ethics: Exploring Ethical Contexts and Contents in the
Makah Whale Hunt Greta Garrd

Antiracist white feminists and ecofeminists have the tools but lack the strategies for responding to is-
sue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cross-culturally, particularly in matters as complex as the Makah
whale hun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thical contexts and contents, I draw on feminist critiques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ecofeminist critiques of hunting and food consumption, and socialist feminist analyses of colo-
nialism to develop antiracist feminist and ecofeminist strategies for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feminist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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