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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与“性别统治”:
激进女性主义的技术观

易显飞 /文

提 要: 上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激进女性主义，将 “技术”纳入了其研究视野。在
激进女性主义看来，生育技术是父权制压迫女性或男性向女性生育权力领域进攻的
武器; 医疗技术因“缺乏女性的声音、立场和视角”而使女性在医疗技术系统中
成为“他者”。整容技术带给女性的只有“对女性身体的殖民”。避孕技术、“人造
子宫”技术等引领的“生物科技革命”是女性摆脱成为 “生育机器”从而实现性
别平等的良好契机。总体上，激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对现代技术呈现出某种矛盾
的心理。相较于其他女性主义流派，它在更深层次上突出女性价值、立场与视角来
阐释技术，这对技术领域性别平等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但它凸显性别差异，过度
张扬女性价值，以摆脱“性别统治”，这等于变相承认了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及其
现存“合理性”，使其在技术领域追求性别平等呈现简单化与“粗暴化”特征。
关键词: 激进女性主义; 技术与性别; 性别统治
中图分类号: B83 － 069. 1 文献标识码: A

“技术”纳入到女性主义学者的视野中，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事情。当女性解放运动
的触角，慢慢地从传统领域延伸至“技术”领域时，女性主义者发现对技术进行性别审视，
有利于推动女性解放运动，促进性别平等。在哲学上属于本质主义的激进女性主义，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中。它的“激进”之处在于对女性主义浪潮秉着最强
烈支持态度，主张“性别压迫”是人类社会所有压迫形式中最深、最泛的一种。父权制文
化在“性别压迫”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对于女性解放，光摧毁父权制的政治与
法律结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文化结构和由其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它承认性别
“差异”，认为女性的立场具有价值优先性与本质优越性。在对父权制文化下形成的 “性别
压迫”的批判中，激进女性主义也把矛头指向了 “技术”，形成了激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
本文拟从现代技术与“性别统治”的视角出发，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技术观进行梳理与探究，
力图得出有价值的启示。

一、作为父权制控制和侵害女性身体的生育技术

在激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女性的 “母亲”身份是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生物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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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们关注的技术领域首先就是生育技术。在部分激进女性主义学者的视域中，现有的
生育技术也是“男性化”技术，对女性并不是 “福音”，反而成为了男性对女性 “殖民”
与进攻的武器。“在人类生育领域内的性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其它领域都更具争议
性。女性是生育任务的承受者，同时在大多数社会也是婴儿主要的抚育者。这意味着生育技
术对于她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Firth，2009: 57) 激进女性主义者对生育技术进
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

在前生育技术时代，生育是女性的本能，独有的天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
随着生育技术的发展，生育因技术的干预变得越来越 “不自然”了。在部分激进女性主义
者看来，现存的技术都是“男性化技术”，天生带有父权制的色彩。试管婴儿、卵子捐献、
性别筛选、胚胎评估之类的技术，都是 “分离”生育活动与性活动的技术，本质上是父权
制控制的产物和女性身体遭受侵害的一种形式。

生育技术是父权制压迫女性或男性向女性生育权力领域进攻的武器。K. P. 摩根
( Kathryn Pauly Morgan) 指出，生殖技术带来的正是父权制权力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殖民。
( cf. Morgan，1998: 269) 女性之所以无法摆脱生殖技术对其进行的新一轮殖民，是因为父权
制文化系统在这个领域带来的新压力: 当越来越多的生育技术与测试手段被发明与创新，伴
侣、父母、家庭、专家们以“最大化的选择”与 “母亲的责任”的名义迫使妇女服从于这
些技术的控制。西方医学科技实践总是假设或 “证明”女性身体是 “低级畸形”与不完美
的。子宫是“黑暗的监狱”，女性的身体是胚胎生存高度危险的环境，因为胚胎的发展不能
通过持续的操作与控制以保证有“最好的产出”。当新的生育技术产生，什么是标准的妇女
的生育行为与母职功能就通过技术重新获得其定义。

技术不但从实体层面为女性提供了不同的生育选择路径，而且从观念层面改变了女性对
怀孕、胚胎与生育行为本身的某些价值观。德国身体历史学家 B. 杜登 ( Barbara Duden) 研
究了“可视技术”的发展对女性生育过程以及生育知识的影响。她指出，超声波技术的发
展使得胚胎图像在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公共领域逐步普遍化，使得原来属于个人与家庭事务
的生育现在转变为公共与政治事件，把与母亲关系最私密的、在传统意义上理解为属于家庭
的胚胎转变为“公共胚胎”。杜登认为，“公共胚胎”否定了女性的权力与地位，女性沦落
为“盛装胚胎的容器”。在可视技术出现之前本来不可见的胚胎，因大量出现在各类媒体
上，俨然形成了“公众形象”。胚胎成为演出的 “主角”，子宫成为演出的 “剧场”，母亲
则变成可有可无的人物而消失在幕后。“公共胚胎”中消失的不仅是 “母亲的形象”，同时
消失的还有母亲决定胚胎命运与走向的权力。( 参见陈英、陈新辉，2012: 207) 因为胚胎
的公共性，胚胎的“好坏”在出生前一览无遗，而在对生育进行控制的国家或地区，往往
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以 “为了下一代”的名义，对于 “不合格”的胚胎，会进行处理，
而作为母亲，此时却几乎没有权力进行反抗。面对胚胎的技术展示，“反堕胎运动”也显得
无能为力。

杜登进一步指出，现代技术下的女性怀孕行为，确定妇女是否已经怀孕不是通过以往的
妇女的自我体验，而是依赖于现代技术的认知能力。首先是化学试纸检测，然后通过超声波
扫描以及胚胎图片确认，这些技术可以比妇女本人更准确地判断妇女是否怀孕。然而，借助
现代技术手段对怀孕这一“意会知识”的干涉在对生命 “祛魅”的同时也消解了对生命的
美好而神秘的期待。瑞普 ( Ｒapp) 对羊膜穿刺术的研究显示，超声波技术给孕妇提供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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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图像会改变妇女怀孕的意会知识，在现代技术时代，怀孕者对自己内在状态的了解更多依
赖于技术手段的重新描述。( cf. Firth，2009: 57) “在历史上由不可见呈现出来的希望现在消
失在随意愿的期望中，这些期望能社会学地、依科学规律地由公众裁决组织。”( Firth，
2009: 57) D. 哈拉维 ( D. Haraway) 把超声波技术看作人类 “视觉知识”PK “触觉知识”
取得胜利的结果。“触觉知识”在现代科技发展进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生育技术中的可视
化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并获得广泛的运用，而不管妇女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冰冷器具的 “窥
视”。( cf. Haraway，1997: 22—72)

二、女性成为 “他者”的医疗技术系统

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貌似是 “性别中立”的医疗技术系统其实只是 “男人的世界”。
不管是从男性医生从业者的数量还是男性医生所占岗位的重要性而言，整个医疗系统所体现
的文化都带有强烈的父权制文化色彩，存在着严重的男性主义主题。所谓的医疗技术，实际
上已经蜕变为“男性医疗技术”。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妇女健康运动”在美国轰轰烈烈地掀起，该运动把矛头指向了
美国医疗卫生制度，认为该制度已经被金钱或经济利益主宰，主要是为富人服务，医疗技术
系统“男性化”特征比比皆是等。所谓的医疗技术，实际上是 “男性医疗技术”。在欧洲，
同样掀起了“妇女健康运动”，该运动以女性主义为视角挑战已有医学和医疗技术，质疑已
有卫生保健服务的性别公平性，倡导“以女性为中心的医疗技术”。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不平等现象在全球医疗技术系统中随处可见。女性对医疗技
术，特别是与性、生殖相关的技术与信息的普及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女
性，因避孕知识与产品的缺乏，很难得到有效的避孕。已经怀孕的女性，因为胚胎不健全的
因素或其它诸如情感、家庭甚至公共政策的因素，在选择流产时，因流产技术的不完善或使
用不当，导致女性的身体健康甚至性命受到危及。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导致相关
知识的缺乏，使女性更容易感染到梅毒、淋病、艾滋病 ( HIV) 等性传播疾病和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在一些落后地区，生育技术或设施的落后，导致频繁发生母婴非正常死亡现象。在
一些“重男轻女”观念盛行的落后地区，生育女婴的母亲遭到冷眼甚至各类歧视，女婴亦
遭遗弃、变卖甚至处死，而这给女性带来了空前的精神上的压力，亦导致性别方面的 “选
择性生育”愈演愈烈，社会性别结构严重失调。在医疗诊室的设置上，一些医院不以 “性
别”为本 ( 实际上也就是不以人为本) ，忽略女性独有的心理与生理特征，诊室不分男女，
加大了女性就医的心理压力与实践难度。

医疗技术的研究主体大多数是男性这一现象可否得到改观呢? 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
开始五年后，受女性主义运动的鼓舞，美国申报医学院的女性人数大幅上升，女性入学人数
一度超过医学院录取学生的 40%。( 参见索尔克，2008: 295) 但是，当下的医学界是 “男
人的世界”，一方面，面对来势汹汹的女性涌入医学领域他们感到非常 “震惊”; 另一方面，
他们力所能及地阻止女性进入医学领域。这些 “男性医生”列举了许多原因说明女性不适
合学习医疗技术或进入医疗系统: 医生职业要求情绪的高稳定性与女性月经造成的情绪波动
性之间的矛盾; 女性要结婚生子照顾家庭与医生职业的持续性的矛盾; 等等。因为固有的性
别偏见及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进入医学院后所承担的压力也是空前的，她们要比男
生付出多几倍的艰辛来学习医疗技术。医学院的男学生总是有意无意为女学生进行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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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洗脑”，瓦解这些女学生身上固有的那些女性文化特质，女学生一旦在医学学习或
实践过程中流显出相关品格特质，就会受到蔑视或打击，认为这些品质将反而使她们无法胜
任相关工作。可见，以男性医生的性别文化为中心的职业标准下，女性特质遭到严重摧毁，
变得“越来越像男人”，“像男人一样”掌握医疗技术，彻底转变成为男性化的 “女医生”。
总体上看，一定数量女医生的存在，并没有改变当前父权文化至上的医疗技术系统，无法改
变已有医疗技术深度嵌入的男性化特征，无法改变医疗技术系统中顽固不化的性别的 “傲
慢与偏见”，无法改变女性在医疗技术系统中的“他者”形象。

三、作为文化命令与女性 “身体殖民”的整容技术

“一个女孩，因体形不佳和外表丑陋，被自己的男朋友抛弃了，从此失去了爱情，但她
要勇敢找回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完美未来。” “漂亮等于博士毕业。” “干得好不如长得
好。”“美貌是女人无往不胜的通行证。”这些都是典型的整容手术广告。在激进女性主义者
看来，由男性霸权话语体系组成的如此大张旗鼓的媒介宣传，使现代女性进入了一个近似疯
狂的“整容文化时代”，也使不少女性傀儡般地成为整容手术刀下的祭品。它近乎一个尚未
彻底开启的“潘多拉盒子”，也似一个全新的肉身的 “巴别塔”。( 参见董金平，2013: 1)
从本质上而言，所谓的整容技术及其发展，是父权制文化配合男性为主专家科层制及市场消
费主义共同建构的产物，是打着“女性解放”、“自由选择”、“追求幸福”等旗号的对女性
身体与精神的另一种殖民。

简单来说，整容技术 ( cosmetic surgery techniques) 就是把自己不满意的身体部位通过
手术的形式矫正达到期望的样子，使面部或身体某部位更加美观的技术。现代整容技术已经
是一项“工程”，任何一项具体的整容技术，都是若干现代技术的集成。一系列创新技术已
然进入未来医学整容的重要领域，产生了新式的整容技术。对整容技术的激烈批判，应该说
近 30 年来，已经从国外“蔓延”到国内。何论等指出，“人造美女”作为一个市场炒作概
念，已经面临着关于生命价值、技术对身体的干涉、美容与健康冲突等生命伦理学难题，更
为现实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则是 “技术滥用”、 “医疗伤害”等。( 参见何论、方旭，2004:
5—6) 王砚蒙也从社会性别视角对 “人造美女”进行了审视，她认为男性中心主义之类的
价值符号或意识形态都在潜移默化、或明或暗地强化传统的性别观念，由父权制文化控制的
媒介与舆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刻板的性别印象，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女性不择手段地使自己变
成“人造美女”以“接轨”男性的审美标准。( 参见王砚蒙，2005: 29—32) 上述研究近似
于国外激进女性主义对整容技术的批判，看到了整容技术对女性身体上的危害及对精神文化
上的控制。

与国内“人造美女”的提法类似，国外激进女性主义学者摩根把经过整容手术改造的
女性称为“斯德普福德的妻子”。在摩根看来，整容技术的价值取向就是制造 “完美女性”，
这些女性由于添加了机器的色彩，变成了 “机器女性”，她们拥有美丽的外表和身材，却缺
乏意识与思想。整容技术是如何形成的? 是女性作为社会因素，“自愿选择”的结果吗? 摩
根认为，整容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女性 “非自愿地”服从于 “父权制秩序”的结果。女性
是在接受 “美的命令”后才去进行整容的，而 “美的命令”来自父权制社会工业化文化
“权力”。摩根在 《女性与小刀: 整容与女性身体的殖民化》( “Women and The Knife:
Cosmetic Surger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一文中对整容技术进行了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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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独特分析。在她看来，“完美女性”的界定，不是来自女性本身，而是来自男性的某
种文化界定。男性审美取向的同质性，使绝大部分女性的整容方案也走向趋同。全世界的女
性希望通过整容手术塑造的新形象往往不是别的，而是 “在一个种族的、反闪米特人语境
中的，西方或欧洲的、美国白种人的身体与面孔”( Morgan，1998: 269) 。

摩根认为，女性整容如果说是一种“自由”的话，那也是“走向殖民的自由”。在近代
欧洲哲学那里，“人是机器”的隐喻非常流行，但是整形技术，把女性的身体变为可以任意
改造的“机器”，这实际上是“殖民文化”。殖民者以 “发展”的名义剥削 “原始材料和人
类劳动”，同样，父权制以“传宗接代”的名义剥削女性的生育，以“追求美”的名义剥削
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剥削的权力在女性规训的实践中得到传递与强化。“女性一天多次地
检查她的化妆是否完整，粉底是否已经结块或睫毛膏是否擦掉，发型是否被风或者雨弄乱
了……就如同处于全景式监狱，女性已经成为一个自我管制的主体，服从于无情的自我监
视。这一自我监视正是对父权制的服从形式。”( Morgan，1998: 271) 在整容技术面前，女
性看似“自由”，实则是 “戴着镣铐”在有限的空间和范围内做出非 “本真”的选择，是
女人们“因为他人的眼睛、他人的手以及他人的肯定改变自己”。( Morgan，1998: 271) 女
人作为“他者”的选择行为总是受到男性文化中心主义、父权制价值观的塑造。

摩根进一步认为，女性的整容背后最主要的推手就是 “意识形态”。在工业社会文化
中，改变外貌并取得成功的事例经过媒体的大肆宣传与渲染，使女性对整容产生某种 “文
化自觉”; 父权制社会男性定义的“女性美”暗示女性外表的完美往往与女性能够拥有的权
力和社会地位相联系。这样一来，整容成为一种 “文化命令”与 “技术命令”，“技术正在
强制性地为每一个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制造年轻的外表与 ‘美丽’的身体”。( Morgan，1998:
274) 在整容产业发展的扩张过程中，相关的带有刺激性的宣传或广告起到了推手的作用，
“体形缺撼”、“丑陋的突起”、“不丰满的胸部”等术语刺激了女性的神经，而整容技术将
使女性“更年轻”、“更完美”等褒义词又挑动了女性兴奋的神经。“可以说，自然的 ‘特
定’将逐渐被看作是技术上的‘原始’; ‘平常’将被认为且被评价为 ‘丑陋’。”( Morgan，
1998: 274) 在这种强大文化的冲击下，女性只有选择整容的自由，没有选择对整容置之不
理的自由。所谓的整容技术，带给女性的只有“对女性身体的殖民”。

可见，摩根的分析借助了福柯的权力理论，指出了父权制文化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实践选
择产生的影响。“技术是它们在使用中所是的东西，是它们在与使用者相联系的过程中所是
的东西……没有离开关系和特定情境的所谓的 ‘单一’技术或工具之类的任何事物。”
( Ihde，1991: 73) 摩根把整容技术看作父权制意识形态压迫女性的工具，实际上是持技术
工具主义或技术中性主义的观点，问题的关键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社会使用。

四、作为解放女性的手段的 “生物科技革命”

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融文化与体制于一体的 “父权制”是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 在
性别差异上，“生物性”的母亲身份是女性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另一物质性原因。在这个
意义上，她们认为由现代“生物科技革命”引发的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技术 “似乎”又成
为女性命运得到解放的技术手段。

“女性解放”几乎是各流派女性主义者共同的政治目标，在把生育看成是女性受压迫根
源的女性主义者看来，生育技术不是父权制权力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殖民，而是女性摆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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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育机器”从而实现性别平等的良好契机。
激进女性主义者 S. 费尔斯通 ( Shulamith Firestone) 在其著作 《性的辩证法》 ( The

Dialectic of Sex) 中提出了“性阶级”( sex class) 的概念，认为女性因其独特的身体、生育
( 再生产) 及哺乳使她们成为不同于男性的一个 “阶级”，女性的身体特质是造成其从属性
地位的物质基础。她认为女性由于主要从事“人类再生产”( 而不是经济性的物质生产) 的
共同特征而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独有的生殖功能使她们的身体受到支配，并担负起养
育后代的责任。现有的社会文化结构是父权制的，这种文化以女性的生物功能为基础把女性
定义为“异类”( different species) ，女性并因为此功能而被局限于家庭，而此时男性则在
“走向世界”、“征服自然”。

费尔斯通的研究认为，女性因为生物学的性别特征而沦为了波伏娃意义上的 “第二
性”，既然如此，也就只有依靠现代 “生物科技革命”来改变她们 “第二性”的不平等境
遇。她提出的“革命”方案就是要大力发展让女性少怀孕甚至不怀孕的技术。所谓的 “少
怀孕技术”就是避孕技术、流产技术、试管婴儿等技术，所谓的 “不怀孕技术”就是 “人
造子宫”技术、无性繁殖等技术。在她看来，这些技术的发展可帮助妇女控制自己的身体，
摆脱生育的束缚，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出路。避孕技术主要分为避孕药与避孕套两种技术形
式。避孕药自 1960 年发明并被大规模使用以来，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也改变了人类
文明的进程，堪称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与创新。在此之前，女性也许可控制生与不生的问
题，但怀孕与否的选择却因为技术的缺失变得异常艰难，女性无法摆脱连续不断的生殖与抚
育后代的命运。可以说，避孕药作为一种技术，使更多女性较快地走出家庭，从单一的社会
角色中解放出来。作为一种 “女性化”稍强的技术，它可使女性减少因意外怀孕而引起的
不必要的分娩痛苦或高风险的流产手术。有研究显示，避孕药推广后，女性结婚的年龄逐步
推迟 ( 之前有些婚姻是因为有身孕而被迫提早) ，女性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及女性的整体学历
都得到明显提高，这些都为女性更好地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种避孕方式是
避孕套。它是以非药物的形式避免女性受孕，同时有防止各类性病传播的作用。1883 年，
荷兰物理学家阿莱特·雅各布发明了第一个乳胶避孕套，该发明被誉为 “20 世纪影响人类
最深的 100 种发明”之一。和避孕药一样，避孕套技术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弱化了女性
因生理特征饱受的各方面限制，起到了“解放”女性的作用。

流产技术是解决女性意外怀孕、中止妊娠的一种技术，俗称堕胎。它分为药物流产与人
工流产 ( 依赖手术器械) 两种。药物流产采取口服药物的形式来终止怀孕，它避免了 “手
术流产”带来的诸多负面问题，易于让人接受。更人性化的是，药物流产使女性无需承担
巨大的心理压力进出堕胎诊所，从而使女性的隐私权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人工流产依
赖手术器械，一般适用于发育到后期的胎儿。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拥有绝对控制自
己身体的权利，所以，她们对这些避孕技术和流产技术进行了 “辩护”。在她们看来，妊娠
既然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女性自然可以合法地决定 “继续还是流产”，这个决定权归孕者
本身所有，生育权是女人特有的，是女人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社会和法律对这项权利的约
束是不可取的。

激进女性主义者还指出，“少怀孕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不怀孕技术”才可彻底摆脱
女性成为“生育机器”的命运。新的生物科技革命，应该实现“非子宫怀孕”，费尔斯通认
为，应该通过研制人造子宫将妇女从性和生育活动中备受专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200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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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医学与不育症中心分泌学实验室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人造子宫
内膜并成功地在一个“人造子宫”里培育了人的胚胎。这项突破是继 “克隆人”技术之后
的又一颗生物学技术革命的“炸弹”，这意味着，生育可以脱离女性的身体而单独完成，为
自然生育之外提供了第二条生育道路。“人造子宫”技术的出现，也进一步扩大了 “人工自
然”的范围，用技术乐观主义式的语境表述，就是“发展了人类自己的本质力量”。

费尔斯通认为，生物性的母亲身份使妇女在身体和心理上都精疲力竭。“生物性因素”
是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技术发展史上出现的 “人造子宫”技术第一
次使得改变女性的生物学基础成为可能，从而把女性从 “生物再生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随着“人造子宫”技术的出现，“男性妈妈”也就跟着问世了，这在技术上已经完全解决
了。这使生物技术领域内的科学家们、女权主义者们无不惊呼: 男性怀孕的时代指日可待
了! 妇女真的要解放了! 男女真正开始实现平等了! 应该说，“人造子宫”与 “男性妈妈”
技术的问世，如同扔出一颗集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宗教与法律等诸多问题于一身的重磅型
炸弹，引起了医学界、人文社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论争。有反对者指出，“人造子宫”技术
比试管婴儿技术、代孕技术出现的法律与伦理道德问题多得多。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
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加以合理解决，会给社会造成混乱。但是在激进女性主
义理论看来，它使男性作为一种 “性别”原本的社会性别定位受到彻底的冲击、挑战与否
定，男性与女性因生育功能带来的差别将进一步消失。它既是一场伟大的生物学科技革命，
也是一场颠覆原有的性别逻辑的社会革命。可以说，费尔斯通所提到的生物学科技革命，在
今天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对于生物学科技革命对女性解放的价值，她呈现出放大式的乐观主
义情绪。套用弗洛伊德的那句名言“生物性即命运”，激进女性主义不同的主张就是: 生物
性是命运，但技术将改变命运。

五、结 论

作为上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激进女性主义，是对女性主义浪潮持最强烈认同态度的，在
哲学上属于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流派。从名称上看，顾名思义，它的最大特征就是 “激
进”，这主要体现在: 主张性别压迫是人类社会最普遍与最典型的压迫形式，“性别冲突”
是人类所有冲突形式中最基本与最核心的; 承认性别差异，认为女性经验、文化与特质应成
为任何未来社会的基础，女性的立场具有价值优先性与本质优越性 ( 参见厦门大学性别与
哲学研究中心，2013: 69) ; 反对任何建立于男性发展的 “男性经验”和男性文化中心主义
基础上女性主义的理论样式，认为只有建基于 “女性经验”之上，且由女性来发展的理论
才是“正确”的女性主义理论。

基于上述理论特征，激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对现代技术呈现出比较复杂的评价，体现
出一种对技术的矛盾的心理。以生育技术为例，一方面，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生育技术
“霸占”了女性独一无二的生育能力，是父权制压迫女性或男性向女性生育权力领域进攻的
武器; 但另一方面，又把现代生物科技革命引发的生育技术突破看成改变女性 “第二性”
不平等境遇的天赐良机。提出了“性阶级”概念的费尔斯通认为，女性要摆脱 “生育机器”
的命运。她所提出的技术层面的 “革命”方案就是要大力发展让女性少怀孕的技术，如避
孕技术、流产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以及不怀孕的技术，如 “人造子宫”技术、无性繁
殖技术等。唯有这样，妇女才可控制自己的身体，摆脱生育束缚，而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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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激进女性主义者那里，技术实实在在成了一把 “双刃剑”，但是，技术到底是加深了
对女性的压迫还是促进了女性的解放，技术如何使用才是关键。

对于技术领域的各种性别问题的态度，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 “改良者”
形象不同，她们把矛头直指父权制的“性别统治”及其指导下的“既定秩序”。既定的业已
形成的技术不可能是客观的和性别中立的，因为男性控制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技术机构或组
织，而这些被男性主宰的技术体系，反过来进一步排斥女性，强化父权制意识。在此基础
上，激进女性主义主张，只有依照女性特质形成的技术，才能归为 “好技术”这一类。在
这个意义上，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激进女性主义秉持的是 “女性主义立场论”。这种立场
论声称弱者 ( 如女性) 拥有“认知特权”( epistemic privilege) ，这主要是因为: 作为“边缘
人”的女性能发现和提供新的问题，作为“他者”的女性立场更少偏见，作为 “弱势”的
女性立场会更客观等。( 厦门大学性别与哲学研究中心，2013: 14—17) 必须肯定的是，激
进女性主义在技术研究中秉持的立场论还是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例如，它揭示了现有技
术系统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相比于其他女性主义流派，它在更深层次上探究了技术领域性别
不平等的根源。又如，它强调用女性价值、立场与视角来阐释技术，这无论对技术领域性别
平等问题的解决，还是对技术本身诸多问题的解决，无疑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从知
识论的角度而言，激进女性主义所持的立场论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关于 “认知特
权”，立场不同，认知预设与世界观不同，如何保证作为 “第二性”的女性的立场比男性的
立场更具优势和更少偏见? 会不会陷入以 “弱者的话语霸权”否定 “强者的话语霸权”的
尴尬境地? 又如，立场论认为 “性别压迫”是女性立场比男性立场更具优势的原因，那是
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的 “合理化”呢? 等等。这些质疑既是激
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面临的理论上的困境，又是推动下一步学术发展与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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