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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方法和论题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

范春燕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 要: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最重要文本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

新世界观的首次全面阐述，不仅为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中脱颖而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

供了总的方法论原则，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经典理论

进行批评性阅读的基础上，拓展了其论域，并提出了一种关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重新诉诸历

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硬核”，《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也被重新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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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西方女性主

义引用、解读和研究频率最高的两个文本。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那样专门讨论了妇女解放问题，但却被西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视为

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和妇女问题的奠基之作。这是因为，首先，《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和

恩格斯合作的最重要文本之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首次全面阐述，这一“新世界观”
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女性主义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回答”［1］的总的理论出发点。其

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也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议题，主要包括“两大生产”问题、自然分工问题和家庭问题。再次，尽管恩

格斯晚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妇女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但其中的基本观点

并没有超出四十年前和马克思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性主

义第二次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方法和论域的基础上，把性

别问题引入生产、分工和异化论域，构建了一种以家务劳动为核心、基于性别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后现代主义氛围中的一种文化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又重新回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起点，并将其作为构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参

照，以恢复被文化和话语所遮蔽了的生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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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理论的地平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从未完整出版过的长篇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种和德国

哲学的意识形态见解完全不同的新的哲学观，其中最具颠覆性的见解就是: 不是从意识或意识形态

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也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讨论妇女受压迫和解放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1．《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出发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和旧式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新世界观可

以表述为从“现实的人”出发。“现实的人”首先指的是那些有物质需求的个体。“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需要构成了

第一个历史活动，也产生了家庭。其次，“现实的人”也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

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 两性关系、交换、分工) ，所以他们必然要发

生相互关系。”［3］再次，“现实的人”是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

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

体组织所决定的) ，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而从现实的人出发就会得出: 历史和政

治的核心内容是生产以及拥有不同生产资料的群体之间的不同关系所导致的冲突; 历史上的不平

等关系并非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是人的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客观产物; 如果物质条件不改变，不平等关系也就不会改变。这些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妇女受压迫和解放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妇女受压迫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

物，妇女的解放也和建立在物质条件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相联系。［5］

从现实的人出发，可以很好地驳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性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原

则就是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论，也就是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来看待，认为女性的解放就在于从蒙

昧走向科学和理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和公共，通过成为和男人一样的理性人来消除两性差异。自由

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先驱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波

浪潮中的西方女性主义者发现，尽管女性已经争得了各种各样的权利，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和命运。通过审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立论基础，他们发现，建立在理

性论基础上的女性解放实际上就是要以理性、心智、公共来归化非理性、自然和私人。但实际上这

是一个悖论，因为女性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概念，根本无法完成通往普遍理性的一跃。在理性

的抽象中，总会存在一种关于“他者”的性别剩余。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理性论隐含的前提就是关

于理性和非理性、心智和身体、社会和自然、公共和私人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男性认同于理性、
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将女性与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相联系，从而天然地构成了对非理

性、自然和身体的贬低。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试图以理性来抹平性别差异，但理性这个概念

本身就具有性别主义的嫌疑。
把人的本质视为建立在物质性需求之上的劳动实践关系，不仅能从根本上驳斥普遍理性论，也

能排除关于理性和非理性、心智和肉体、公共和私人的二元界分。正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

述的那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 通过劳动) 或他人生活的生产( 通过生育) 立

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换言之，从生产和实践的视角来

看，自然和社会具有统一性。此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区分，因为在马克思和

恩格斯看来，家庭本身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家庭关系就是社会关系( “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

系”［7］) 。
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也能够超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本质论。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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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是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流派。相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承认性别差异( 理性

可以抹平性别差异)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则是把性别差异本质化，认为性别差异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决定物，从而得出“女性的敌人是男性”的结论。但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看来，男性或女性虽有

不同的生物学性别，但同时又都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决定男人或女人本质的，不应

只依据其生物学特性，而应根据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奠定的基本问题域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两大生产”原理，也就是“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的物质性生产和“生产另一些人”的生育性生产。［8］他们还强调，“两大生产”作为生活的生产

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两大生产”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意义在

于: 通过指认女性生育活动的重要性，把生育活动提高到了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并列的高度，从而

使家庭在个人生产和再生产的意义上获得了理论上的位置。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提出了自然分工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分工起初只是

性方面的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出现了“真正的”社会

分工。也就是说，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作为分工的基础，并不能归于真正的分工即社会分工之列。
自然分工仅仅代表着社会分工的萌芽和可能性，“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

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9］换言之，只有当生产和消费、劳动和享受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时，真正的

社会分工才成为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两大生产和自然分工方面的论述，也给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留下了一些有待讨论的疑问: 对自然分工的区别性对待和两大生产原理中所强调的自然关

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是否存在着矛盾? 如果家庭内部的分工不能作为真正的分工来看待，那么这

一分工能否作为女性受压迫和屈从地位的根源来进行分析? 家庭内部的生育性、养育性和家务性

劳动，是否能够归于生产实践范畴?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经典议题的批评性拓展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①的基本特征是: 从“现实的人”这一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前提出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分工和异化等阶级性议题扩展到了家庭和生育领

域，并使其成为一系列性别议题，从而构建了一种以家务劳动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 对“自然分工”的拷问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建立在性别分工之上的自然分工称为人类社会分

工的最初形式，并把自然分工和真正的社会分工相区分。针对这一点，不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

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既然在自然分工中已经包含着剥削和压迫的萌芽，那么，自然分工又为什么必

须从真正的分工中排除出去呢? 把性别分工留在直接性的自然领域，从而把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

相隔绝，不仅无法从根本上驳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而言，也意味着一

种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因为如果不把性别分工作为分工的一个例证来看待，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

问题，即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自由对女性而言就会天然地大大减少。仅仅从精神劳动的决定性出发，

也会倾向于把妇女在生育、养育和家务劳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归于自然的一边，或者说，妇女只

是作为精神发生的自然条件或“容器”而存在。
鉴于自然分工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劳动关系对于妇女受压迫问题的重要性，一些马克思主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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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者提出要对经典理论进行批评性的重新解读。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大生产”
理论强调的就是生产和实践视角下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可分，如果将这一点贯彻到底，就能得

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也是不可分的。换言之，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植根于人的自然需要当中，是

满足自然需要的物理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也内含于实践对象的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从“发生学”的视角来重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分工理

论，认为自然分工不是作为分工的自然“起源”，而是作为分工的理论“原型”，性别分工本身就被回

溯性地赋予了阶级维度，性别分工和性别压迫无法规避从阶级分工和阶级剥削的视角所进行的审

视和分析。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对经典理论的重新解释并不准确也没有必要，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者应该致力于拓展新的议题。如温迪·林恩·李曾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尽管有

一些类似于“双重关系”的说法，但基本上还是把生产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和具有“深思熟虑目的性”
的劳动来看待。［10］结合实践的观点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再强调的正

是自然分工的一种非充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生育和养育等基于自然分工的活动从

劳动实践的形式中排除了，这从后期的一些著作来看更为明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涉及

任何基于自然分工的“劳动”，包括生育、养育和家务劳动在内，都被默认为不属于劳动实践的范

畴。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分工能够提供一种关于妇女受压迫分析的出发点时，

可以直接去建构自己的论域，不必要通过对经典理论的重释来曲意表达。
2． 妇女的异化

围绕自然分工的争论也引出了妇女异化问题。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异化的根源在于

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分工，既然他们只承认自然分工的一种基础性作用，而不把这种

分工作为一种真正的分工来看待，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而言，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基

于性别的自然分工究竟还能不能作为妇女异化的根据?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不把家庭内部基于性别的分工当作一种真正的分工，不仅不能

为妇女的屈从地位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也失去了建构一种基于阶级分析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可能性。
如果被异化的对象只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工人，那么从事家务劳动和生育、养育活动的女性就会

失去被异化的资格，妇女的解放就不能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克服来达成，阶级压迫的消亡和性别压迫

的消亡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妇女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无法达成一种内在的统一。
从另一方面来看，妇女的不可被异化实际上就是承认妇女是内在地被异化的，而且这种内在的异化

无从克服也不可救赎。正像温迪·林恩·李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女性的本体论条件不是由她生

来的实践能力所决定、而是由她的性别来决定的话，她要么是不能被异化的，要么是已经被内在地

异化了的。”［11］妇女的不可异化性与其内在异化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妇女在资本主义剥削中占据了

一个相当奇怪的位置: 一方面，她们没有被剥削的资格，另一方面她们看来又是最可剥削的———尽

管没有创造性劳动的潜能，但却有一个为妇女特别准备的劳动领域。［12］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围绕自然分工讨论的基础上，也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异化

理论拓展到性别和家庭领域。贾格尔认为，异化不能限定在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中，不

仅不挣工资的妇女经历着异化，挣工资的妇女所体验的异化也不同于挣工资的男性工人。异化总

是包含着独特的性别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她和自己身体的疏离，这和

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疏离是一样的。资本对妇女的压迫采取了妇女与所有事、所有人特别是与

她自身相疏离的异化形式，妇女作为人之完整性源泉的各种因素都反过来成为导致她分裂的原

因。［13］

3． 基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自然分工和妇女异化问题的实质就是从性别视角来考察家庭内部的生产问题。马克思主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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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者在对经典议题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从正面提出了“家务劳动”的概念，并认为这一概念能

够揭示妇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结构性地位。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妇女尽管在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所推动的平权运动中获得了选举权、教育权和工作权，但她们在从事工资劳动的同时并没有真

正摆脱家务劳动，她们承担的毋宁说是双重劳动。而且，尽管工资劳动也使妇女处于被剥削的地

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能说明性别之间的差异，只有家务劳动才是属于妇女的劳动，只有从家务劳

动入手进行分析才能触及妇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结构性地位。［14］

在此基础上，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深入探讨了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之间

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如家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 家务劳动

是否创造剩余价值? 家务劳动对妇女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具有怎样的意义? 家务劳动对于工人阶级

的再生产具有怎样的意义?

围绕这些问题，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取得的共识就是: 对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而言，

家务劳动是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首先，家务劳动使妇女能够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

力后备军长期存在。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对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务劳动起到了对工资劳动的平衡和调节的作用，妇女也成为劳动力后备军中最具稳定性的一支

力量。此外更重要的是，家务劳动直接贡献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家务劳动所提供的准备膳食、
清洗餐具、缝制衣服、照料儿童等活动使得劳动者能够面对每一个新的工作日，没有这些不起眼的

家庭内部的劳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家务劳动的这些贡献却没有得到

应有的承认，它作为一种无酬劳动本身并没有价值，也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获得一个显性的位

置。家务劳动的“不可见”，就成为妇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遭遇的不平等和屈从地位的根源。
那么，如何使得这样的一种无酬劳动可见并获得认证，从而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呢? 对于这个

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一些不同认识。本斯顿的主张可以归结为家务劳动

的社会化倡议。在她看来，只有把家务劳动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资本生产的某一个部门的

社会性劳动，才能在实现使用价值价值化的同时，消灭家务劳动作为妇女劳动专属领域的“家庭

性”。换言之，只有把家务劳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公共领域，才能从根本上取消家务劳动。而科斯

塔与詹姆斯却认为，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能被取消或消灭，恩格斯已经论述过私人的家

务劳动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前提，也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是

不能达成的。在他们看来，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就是使妇女的家务劳动至少能够和工人的社会劳

动一样得到承认。基于家务劳动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贡献，科斯塔与詹姆斯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是

生产性劳动，而且还创造了价值，本身就应该作为资本的构成部分。因此，他们在策略上主张家务

劳动的工资化而不是社会化，即由政府和雇主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买单。

三、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转向和重访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建立的关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

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兴起突然中止，他们所主张的以性别关系介入生产议题的路径也在女性主义

研究中逐渐淡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第三波西方女性主义逐渐远离唯物主义命题，使得一切

都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话语的。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当新一波唯物主义浪潮以回到本

体、回到自然、回到身体的名义试图恢复一种非表象、非隐喻的物质概念时，一些以历史唯物主义女

性主义自居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①又开始了新一轮对经典理论和议题的重访，试图“将那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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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主义的文化政治学漂移，重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视野之中”。［15］而在此过程

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出发也再次成为思考的起点。
1．“文化转向”和新唯物主义浪潮

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第三波女性主义逐渐远离了生产议题，转而关注语言、话语和表象。巴

雷特把这种趋向称之为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认为其基本特征就是从“物”到“词”的转变: 一些

关于物质性生产和社会结构的讨论消失了，代之以话语分析和精神分析; 对女性处境物质条件的拷

问，转向了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化批评; 对马克思的引用，转向了对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的引用。［16］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波女性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诉求也变成了一种文化运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一种新的意识。［17］

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也导致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瘫痪，一些新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主要

是因为女性主义者过于强调主体性( subjectivity) 所造成的。由此，他们提出要重新回到客体和实

在，以确认一个不能被观念化的物质性“原化石”的存在，以及一个在话语之外或先于话语的物质

世界的存在。［18］在这种“客体导向”( object－oriented) 的逆向思维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主要沿着三

个方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是后人类女性主义的主张，主要强调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提出一

种活力论的物质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超越性别议题的女性主义( feminism beyond women) 。
二是生命政治批判，即主张对权力的物质层面而不是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强调身体

而非智识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实践性。三是接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传统，试图重新回到生产议

题，提出一种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相适应的女性主义分析。［19］

2． 对经典理论的重访

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转向”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

思主义的一种反本质主义路向: 起初是为了祛除一种经济决定论，主张用政治的和话语的首要性取

代经济的首要性，反映到女性主义领域，就是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讨论不再追问其物质性根源而是

采取一种文化性解释。后来，当后马克思主义推出以偶然性、局部性和异质性的身份概念全面取代

阶级概念的时候，女性主义也开始全面拒绝一种以性别介入生产议题的分析路径，性别和阶级之间

的张力也因为阶级的退隐而不复存在。
在试图扭转“文化转向”的唯物主义重构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张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

的物质性，也就是一种和人的需要和劳动实践关系相联系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作为历史唯物主

义的“硬核”，不同于各种思辨实在论和“客体导向”本体论所说的物质性，而是建立在“主体－客

体”辩证关系以及“自然－社会”辩证关系之上的物质性。亨尼西和英格汉姆在《唯物主义女性主

义》一书的序言中主张回到经典理论所提供的一种起始性思考，也就是从作为人类生活前提的现

实的个体及其基本需要出发所展开的思考。他们认为，只有从这样一种起始性思考出发，那些被缩

减为表象的社会生活才能在现实的层面展开，那些被后现代的文化政治所遮蔽了的生产议题才会

浮出水面。在他们看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就是要恢复一种以生产为参照的关于资本主义条件

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讨论。［20］

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对经典理论的重访并不是一种回

归，而毋宁说是一种理论的参照。因为在他们看来，经典理论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和议题已经被时代

的转换所耗尽。比如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当情感、关怀等领域都已经被资本所圈占的情况下，再

去讨论家务劳动的工资化不仅已经失去意义，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本圈占的共谋。他们

也不主张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根源，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

件下回到以生产为参照的性别议题，并不意味着完全从文化的上层转向经济的基础，而只能是一种

基于全球劳动分工对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等问题的交叉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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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xist－Marxist Feminism: Method and Top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German Ideology

FAN Chun－yan
( Institute of Philosoph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xts co－authored by 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 is the first com-
prehensive elaboration of the“new world view”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German Ideology not only provided the gener-
al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Marxist feminism，a remarkable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econd Wave of
Western Feminism，but also left behind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including the problems of two productions，natural divi-
sion of labor，families and so on． Marxist feminism renewed the method and extended the topics based on the critical read-
ing of the classical theory，and presented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 In the late 1990s，Marxist femi-
nism reviewed the German Ideology again and tried to recall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facilitate 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Third Wave．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Marxist feminism，housework，materialist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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