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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批判视角下女性解放的生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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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而上学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基石，其以人为最高主宰，形成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和男性对女性

歧视关系，导致现代性的双重困境: 即生态危机和女性解放问题。现代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双重

统治关系造成的社会不和谐，暴露出现代性的缺陷和不足。基于此，女性解放的生态之路是对现代性的克服，

是对现代性的弥补，是以一种全新的绿色方式，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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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的反思已经成为当代哲学不遗余力

的任务，当环境和女性解放问题联合起来，构成对

现代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的追问，现代性的缺陷

和不足已无从遮掩。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放弃现

代性，而是立足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处境持有清醒

的认识和判断，防止现代性走向自己的反面。基

于此，从生态和女性解放的视角克服现代性的弊

端，就是以女性为主体，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建立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增进和谐的两性关系，

突出女性自身价值，探索一条女性解放的生态

之路。

一、现代性批判: 对形而上学主体性原
则的反思

从哲学的层面看，现代性是一种普遍的原则

和价值立场，是一种精神取向，是人们对待几乎所

有问题的坐标和指向，人们的活动，被这种原则所

支配，只能朝某些方向发展，现代性原则是一切事

物发展的中心。肇始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理性精

神，以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综合了工业、

技术、民主、自由和幸福等多元价值和理念，通过

全球化的过程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和各种社会

关系。现代性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造

就了现代性，可以说“主体性既成为理解和阐释

现代性的桥梁，也是使现代性得以存在和建构的

基石。”［1］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张汝伦教授的

阐释一针见血，他说: “现代性最根本的特征，是

人成 为 绝 对 的 尺 度，不 承 认 任 何 超 越 人 的

原则。”［2］

主体性原则是随着启蒙运动对人的发现而逐

步确立的，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以主体的

方式作用于外部世界及处理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使得外部世界按照人的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是

从主体出发，在“为我的关系”中处理人和自我以

及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原则。主体性原则的思想渊

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从感觉主

义出发，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

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命

题可谓是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最经典的表述。普

罗泰戈拉是无神论者，他认为从人的感觉出发，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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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感觉到神的存在，也无法感觉到神是如何存

在的，关于神的问题是在人的认知之外的，而人生

又是短促的，一辈子也体验不到。因为否定神，他

被逐出雅典，为自己的哲学主张付出了代价。但

是，他提出的命题向我们展示原始宗教统治下的

希腊人的自我觉醒，它喻示着在社会这个舞台上，

神不是人的统治者、支配者，究竟有没有神，无法

知道，人才是社会舞台的中心，人为自己制定习

俗、法律和伦理规范来约束自己的城邦生活，人是

主动的，又是这些规则的修订者，因而唯有人才有

资格对人的生活发表见解。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

己是自身的审判者，因此普罗泰戈拉被看作是人

本主义的先驱。苏格拉底以铭刻在德尔斐神庙上

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突出了对认知主体的人的

研究，建立了融贯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为一体的人

的哲学。“认识你自己”即是认为人必须先考察

自己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

自己。展现智慧和固有的美德，是人的本性，体现

了素朴的主体性原则。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始于笛卡尔的“我思”。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我思”成为第

一原则，他说，“当我看的时候，或者当我想到我

在看的时候( 这两种情况我是不加分别的) ，这个

思想的我决不能不是同一个东西”［3］30他认为，思

想的主体和反思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主体即实

体，“自我”的主体性原则是一个标准，是自明的

观念。他通过激进的怀疑方式，充分显示了主体

理性的权威，“自我”在主观性中寻找世界和真理

的最终根据成为普遍合法的，主体性原则在笛卡

尔这里确立起来，也逐渐演变为现代生活的规范。
康德则加强了“自我”对对象的创造功能，提

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命题，他在《未来形而

上学导论》中明确地说: “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必然

在我们的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3］286康德认

为事物之间的普遍必然的联系不是事物固有的，

而是范畴具有的，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现象都服

从于范畴的综合作用，他们被范畴综合为具有普

遍必然的整体，即自然界。在这里，他把人本主义

精神通过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认识论，达到了以

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更加有力的彰显了主体性

原则。
黑格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最大的主体性

形而上学家，他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哈

贝马斯称，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

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4］。他

把理性视为是现代的主体性原则，提出“实体即

主体”的根本性命题，“自我”、人的意识、绝对理

性是形而上学的主体，也是实体。这个命题，一方

面，体现出他力图克服主客分立的形式，从统一的

过程揭示了主客关系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人的

主体性，人的自由和独立也就都被消解到纯粹的

绝对精神的体系中去了。当理性上升为绝对理性

而达到最高绝对性，也就预示了理性自身的危机，

理性是真理之源、价值之源、同时也成为现代危机

之源，他认为，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

界，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达到

了顶峰，也是现代性反思的开始。
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标志，随

着现代性危机日益加剧，引发了思想家们对现代

性主体性原则的反思，他们把现代性与人类所面

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开始反思主体

主义的弊端。法国思想家卢梭超越了同时代的思

想家，对现代性的悖论有着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思

考。他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的视角出发，指出社

会的进步同时也是退步，社会文明的每一次进步，

都相应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社会对抗和不平

等的加深。哲学家尼采也看到了现代性给人类社

会造成的危险和混乱，他在其著作《善恶的彼岸》
中描述了人类由于追求自我个性而产生的相互的

冲突，形成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罪恶和最自负的

欲望”，运用自我的法则进行自我保护，实现自我

提高和自我解放的混乱，指出了现代性使人类的

精神面临极为危险的处境。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

见解更加引人深思，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好

像每个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机器减少了

人类的劳动，却引起了饥饿，技术的胜利以道德的

败坏为代价，财富的源泉也是贫困的源泉等等，一

切的问题都指向现代性的自相矛盾的缺陷［5］。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实践主体的范畴，指出

人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把握和改造客体，人在实

践的基础上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去认

识和改造世界、改造自身，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这里的主体不是绝对精神，也

不是“为自然立法者”，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

实的人，是具有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也是

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处于具体的历史的境遇之

中的人。实践主体是马克思对启蒙以来形而上学

主体性原则的反思和超越，标志着现代性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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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

二、现代性的双重困境: 生态危机与女
性解放

时至今日，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

百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人类文明在现代化进程

中大踏步前进，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诸多

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如果说生态危机是地球生命

体一直在努力抗争而又难以克服的痼疾，那么，女

性解放就宛如社会进步的锦衣上的破洞，它们构

成是现代性的双重魔咒，这双重困境的存在给现

代性的理性光辉增添了些许迷惘。
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起今天，他可能会是另

一个苏格拉底，因为他将不得不回应时代主题，思

考与环境有关的哲学问题。所以关于环境的哲学

思考是持续恶化的环境危机给哲学家的任务，思

考环境的哲学问题虽不能算是哲学史的传统，但

是把哲学与环境联系起来也不是当代人的发明，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生态端倪，所以戴

维·佩珀曾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海克尔( 他

创造了“生态学”这个词) 本人的思想之前就拥有

一种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6］，追根溯

源，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分析的那样，世界现代化

进程中，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日益加强，人类在

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逐渐走向一种

“绝对的人类中心论”和“唯我论”，人成为世界的

主宰，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初的和谐，形成了自然

异化。前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现代性

使人类失去了人性，也颠倒了自然界，使自然界从

人类自身分化出去，人类的意识无法调节社会与

自然的关系，自然也不是人类所期望的那种样态。
自然界日渐成为人类满足需要的工具，正如马克

思所说，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
这种异化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所描述的

那样，走向了启蒙相反的方面。在科技和工业的

巨大威力下，自然界遭到无情的掠夺和践踏，生态

危机从最先工业化的国家开始，然后像瘟疫一样

伴随着资本和工业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由于过度夸大人的主体性，现代性形而上学

主体性原则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割裂

了人与人的关系，形成社会内部极大的贫富差距

和不平等，同时也加剧了两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了

当代世界普遍性的女性解放问题。女人与男人有

差异，而且女人在各方面都不如男人，这样的观点

是有哲学传统的，柏拉图就认为，女人在各个方面

都是弱者，其后的很多哲学家关于女性的思考也

都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认

为，男人和女人是为对方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的相

互依赖性是不平等的，没有女人男人仍然存在，没

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就成问题。德国的叔本华、
尼采、康德和黑格尔这些著名的哲学大家也没能

摆脱男权的天然歧视和偏见，在两性关系的阐述

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贬低和讽刺。伴随现代化进

程，女性在参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中展现出

她们的独立地位、不亚于男人的才智，人类对两性

关系有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女性社会地位得

到提升，权益得到保障，妇女解放取得的成果要比

之前的几个世纪的努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这

些进步都是男权统治的框架下完成的，虽然关于

女性问题的理论层面探讨更加开放，强调两性平

等、肯定女性的价值，但对女性价值的肯定更多是

在政客竞选纲领华丽的说辞，而且要以显示男权

统治的仁爱为前提。男人仍然是两性世界的最高

统治者和最高的权威，女性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

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现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

则更是把两性关系的深层矛盾更加毫不留情地连

根拔起，主体性原则加剧了男性的征服与占有欲

望，赋予天然的男性统治( 男权主义认为男人统

治女人是天然的) 地位以社会因素，男性借助绝

对地位去支配和压迫女性，女人是男权统治下的

他者，正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统治和支配

自然一样，如此，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

发生在男性与女性之间。
现代性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造成的对抗表

现: 一方面是人统治自然，另一方面是男人统治女

人，从而形成现代社会两大难题，即生态问题和女

性解放问题，前者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后

者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伴随着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这两个现代性的难题常常是各种媒

体所关注的，但又往往被现实所遮蔽的，这种矛盾

的状况凸显了当下人类的尴尬。通过以上的分

析，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产生的共同渊源，虽然不是

孪生，却是同一颗种子孕育和萌芽的，马克思评价

说:“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

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因为

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女人的关系上，以及在

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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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7］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与男人对

于女人的关系如出一辙，消解现代生态问题和妇

女解放问题的深刻的一致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对现代性弊端的克服: 女性解放的
生态之路

现代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是导致人盲目支

配自然的根源，也是男性统治压迫妇女的根源，生

态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交错存在，给人们提供了

以二者联合的方式来考察和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可

能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抗，人对自然的统治，从

而导致生态危机; 在两性关系中展现为男性为主

体、女性为客体的关系，父权制得到巩固和发展，

使女性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从属于男性，服从于男

性的统治，不得不接受男性权威的现实。20 世纪

70 年代生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生态的

角度去理解女性解放的问题，从女性解放的角度

去理解生态问题成为可能，通过生态现实问题，使

女性的主体性得以彰显，通过生态和女性问题联

合，共同对抗僵化的主体性原则的恃狂凌虐。为

此，有学者指出大地和女性有共同的特征，女性孕

育后代，大地孕育万物，所以女性与自然之间和谐

相处有天然的基础。女性了解自然，如同女性了

解自己一样，这使女性在了解自然方面，比男性更

有优越性，从而号召女性去保护自然、鼓励她们去

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和谐的社会。也有的学

者从社会的问题出发，看到生态问题与女性解放

的一致性。法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

·埃奥博尼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抑或毁灭》中，

“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描述了女性和自然之间

的关系，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天然关系，并指

出终生奋斗的目标，即解放自然和妇女”［8］，明确

指出，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需要依赖和谐的生态

环境，号召妇女起来领导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

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新的

关系。
由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党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的美好愿景，实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力进行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我们的自然家园，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在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时代，女性自觉投入

到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保护自然生态，丰富和完

善自我，以全新的方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

从而突出女性自身的价值，增进两性关系的和谐，

堪称女性解放的生态之路。正像许多理论家所

言，女性在了解自然方面更有优越性。然而，在现

代生活中，女性也深受现代工业形而上学主体束

缚，对生态问题抱有无知或漠然的态度。因此，女

性也需要生态意识的启蒙，从而树立生态意识，在

生活中践行生态和谐的精神。
首先，消除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侵蚀。现代

工业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追求高档用品，过

奢侈生活的欲望困扰着女性心理和生活，部分女

性购物上瘾，把购物消费视为是人生幸福的源泉。
消费主义理念下，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

的满足，而是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而这些欲望又

是经广告宣传不断刺激产生的。过度的消费导致

资源浪费，是导致生态失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消费主义的生存模式下，女性与自然是不和谐

的，女性被物所奴役，自身也丧失独立性、创造性

和主动性。因此，女性在个体层面应逐步树立简

单生活理念，产品够用方便就好，生活环境干净就

好，树立有利于自然保护、资源节约的绿色消费

方式。
其次，注重高品质、有内涵的生活和工作。追

求效率是现代生活的主题，是形而上学主体性原

则在生产中的要求，工厂、学校和写字楼里充满了

行色匆匆、焦虑的人群，人们工作、生活的时间好

像都不由自己支配，仿佛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拨

弄时钟的指针，让人们停不下来。一味的追求效

率，脱离事物本身的过程，是脱离品质的无谓的资

源损耗。女性由于职业工作改变了她的传统生

活，忙碌的工作以及和男人一样的工薪和收入，都

给予女性以存在感，但是，现代生活的高效率和快

节奏使女性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被异

化现象比比皆是，机械的工作使女性社会附属地

位更加突出。由此，丰富生活和工作的内涵，是回

归自然、提高生活品质的必然要求，是回归自然本

真生活之路。女性与自然的天然的密切关系，应

该让自己回归自然，发现自然，从而激发出强烈的

热爱自然的天性，在爱护自然中生活，以女性特有

的方式实现与自然的和解。
再次，摒弃浮躁心理，坚定精神信仰。现代人

内心承载太多物欲，必然产生浮躁心理，物质主义

窒息人的信仰，让人们彻底迷失在物质丰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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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的世界里。女性往往由于心智的局限，由于

深陷物质利益的诱惑，出现精神迷失、困惑，躁狂、
抑郁和自杀的倾向常常令人扼腕叹息。走出浮

躁，女性应更加注重自己精神和修养，坚定信仰，

使自己精神上更加富足，像大自然学习，人与自然

的联系不仅是物质联系，还有认知和审美的联系，

这种精神上的联系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女性应

把这种联系延伸开来，使自我在自然精神的陶冶

中成长起来。女性与大地的暗喻，揭示出女性是

天然的生态环境保护者，即使在社会生活中，女性

也在以自然和大地的精神扮演自己的角色，女性

无论在自然或社会身份上都展现出其独特的气

质。家庭中，女性天然地处于家庭生活的核心地

位，从家庭的生育、抚养到赡养功能，到家庭成员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女性就像家庭的守护神，守

护着每一个家庭的成员的幸福和健康。因此，女

性的生活方式就是她所在家庭的生活方式，生态

的和谐对于女性的意义就是对全社会的意义。
对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批判，作为对现代性

的反思，在哲学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代化

的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和女性解放问题，构成

现代性的双重困境。理论上，生态危机与女性解

放问题同根同源，实践上，二者结合，以女性的力

量，推动构建女性解放的生态之路，创造出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美，人与人的和谐之美，必将给生态与

女性在推动现代社会和谐、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

上带来生机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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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Ｒoad of Women＇s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Criticism

Qi Xiao-ming1，2

( 1．School of Philosophy，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2．School of Marxism，Jiamusi University，Jiamusi 154007，China)

Abstract: Metaphysical subjectivity，as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ity，taking the human being as the su-
preme master，forms the ruling relationship of mankind over nature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lationship of men
over women，which leads to the double dilemma of modernity，namely，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female
lib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the social disharmony caused by the dual ruling relationship be-
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en and women has exposed the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of modernity．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the ecological road of women＇s liberation is the conquest and remedy for the mo-
dernity，as well as a brand－new path to establish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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