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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孕育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西方第一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第二代女权主义思潮之中。它坚持以历史

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基石，探讨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利，是马克思主义精

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继承与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吸收与修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了自身的理论批评体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

实践，顺应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妇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不仅对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女性文

学创作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坚持以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私有制、阶级、异化等概念，结合女性主义的批判精

神以及当代西方多种批评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寻找实现

女性解放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泛指任何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影响女性的理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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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包括对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妇女思想的批判。”①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化与复杂性，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边界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它本身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②“在理论的建构上缺

乏统一的理论根基。”③这一流派甚至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名称，有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

女性主义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④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最显著的特

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来分析、解决女性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所认

为的，旨在推翻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⑤

进而宣称“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最直接的乃是

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⑦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立，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坚实秉承马克思主义精神以研

究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为出发点，对妇女解放道路与途径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都有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学说，它们成为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的思想之源。其主要内容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性别分工与私有制问题。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释了性别分工、私有制和家庭妇女受压迫问题的根源，认为私有制导致了性

别分工的奴役形式，男性掌握了生产资料，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父权家长制开始形成。第二，以辩证

唯物主义作为基础，强调妇女解放以经济独立为重要条件，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

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⑧，只有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权利的平等，

才有可能实现。第三，“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⑨，妇女解放必须伴

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第四，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而

根本力量就是依靠广大被压迫的妇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高度重视妇女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变革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国

际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般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对尊重个人权利的号召引起了社会各

阶层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工业革命下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使得女性走出家庭，自己挣钱，获得了经济独立，

而法国大革命对于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的宣传更是鼓舞了女性对于平等的渴望，也唤醒了她

们对于集体革命的意识。1791 年，奥林普·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一文，指明了女性在革命中的“不

在场”境况。受此宣言的影响，玛丽·沃尔斯通克罗夫特于同年发表了《为女权辩护》，对女性生为男性附

属品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批判，指出男女能力的差异与女性缺乏教育息息相关，号召女性成为具有独立人

格的人。玛丽的观点随后成为了女性主义者们奉为圭臬的女权思想。实际上，当今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众

多问题早在那个时期就引起了女性们的注意，但在当时女性主义者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受到嘲笑，最终

被镇压了下去”。⑩女性主义运动的再次兴起，不仅是英美女性杰出贡献的成果，也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恩格斯与马克思发表了许多抨击男性中心主义的见解，这些思想一方面促进了

女性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启发了众多男性作家撰写了女权论著，例如赫伯特·斯宾塞的《女

权篇》、约翰·密尔的《女人压制论》等，这些著作对 20 世纪初中国的女权思潮也有着直接的催生作用。实
际上，在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述中就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思想，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致力于对女性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考察，在通过比对

男性作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后，大胆提出创造一个女性获得自由平等权利的创作天地。在《三枚旧金币》
中，伍尔夫的质疑：“难道不是父权制使你们趋向战争吗？”輥輯訛更是将家庭中的男权主义与政治中的法西

斯主义暴政毗连，强调要解决战争问题首先得解决女性问题。波伏娃则从人生存的社会和历史维度，提

出震撼人心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变成的”輥輰訛，认为女人“第二性”的他者地位不是先天注

定的，而是由后天所形成的。
随着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础上，对它不断地进

行质疑、补充与修正，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不仅仅是私有制、阶级、经济基础等要素，还有长期以来形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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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父权制性别观念。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蒂·弗里丹、朱丽叶·米切尔、凯特·米利

特、盖尔·卢宾、凯琳·萨克斯等。以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问世为开端，论争的焦点由女性的权益

转向女性的经验以及男女两性的差异，着重探讨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现存政治机构对女性的

排斥。弗里丹认为，在男性至上的文化机制里，“女性奥秘论”使家庭主妇成为了所有女性的典范，是一种

女性都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但这“‘女性’的定义就剥夺她享有人生的自由及她对人类命运的发言

权”。輥輱訛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把女性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结构：生产、生殖、性
和儿童的社会教化，认为只有改变这紧密相连的四种结构，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凯特·米利特的

《性政治》从剖析 D.H.劳伦斯、亨利·米勒等四位男性作家的作品出发，揭示了文学中男性控制和支配女

性的性政治策略，有力地批判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抑制。盖尔·卢宾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

维-施特劳斯关于信物交换的理论指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交换女人是女

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就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輥輲訛在揭露男女不平等根源以及

社会性别歧视长期存在的批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经济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多角度进行

阐述。“性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的产生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

的不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以性别理论为突破口，把

女性受压迫的问题由私有制、经济基础引向父权制、文化、生理、心理等更深、更广的领域，不仅扩大了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视域，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实践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无疑在中国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并在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变革实践中得以

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1.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最初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开始传播与接受的。早在 1907 年《天义报》
等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就零星地发表了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文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旗手，高举

“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妇女问题作为反封建文化的切入点，对孔儒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
封建礼教与道德展开理性批判。1915 年《新青年》问世，陈独秀提出要重塑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使

得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潮得以活跃与传播。李大钊的文集《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鲁迅的《我之节烈

观》、胡适的《贞操问题》《大学开女禁的问题》等文章对当时社会上男性霸权对女性造成的迫害进行了有

力控诉，吴虞、田汉、黄日葵等学者也纷纷著文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群体造成的残害。在这些文人学

者极具感召力的著作影响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妇女问题，女性同胞也开始自我觉醒，意识到自身

面临的不公待遇，纷纷加入争取解放的讨论之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切都为中国妇女的解

放事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译介方面，早期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报刊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篇幅较少，论述也较

为简单，在国内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但在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越

来越多的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尤其是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宣扬下，妇女解放的热潮愈发高涨，

《女界钟》《新妇女》《劳动与妇女》《妇女评论》等进步的妇女报刊得到大量刊发，对苏俄妇女状况的文章

进行了大篇幅的刊登。在其他报刊中，也相应地出现了妇女专栏，针对于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探讨，其

中，新的讨论视角层出不穷，并且都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女性教育、女性贞操、女性的婚恋自由、废
除娼奴、经济自主等观点都是这一时期反封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至此，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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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强调妇女的经济解放与人格独立。李大钊在《再论问

题与主义》《理想的家庭》《现代的女权运动》等文章中，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妇女运

动的指导意义，认为经济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有益于妇女的解放，而妇女的解放促进了民主政治的

发展，也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致的。陈独秀对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也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在《一九一

六年》一文中指出：“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輥輳訛为此，他号召广大青年男

女为争取独立自由之人格而奋斗。此外，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
《妇女运动的基础》《女子发展的计划》等文中，首次鲜明地表现出女性应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经济

独立的观点。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等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后认识到，只有变革当时的社会制

度，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才能消灭私有制的剥削，这是解放妇女的唯一途径。
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并为中国妇女解放事

业与妇女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马克思主义者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文坛上

还涌现出了一批革命女权作家，尤其以丁玲、白薇、陈衡哲等为代表。早在 1930 年初，丁玲就意识到要想

真正改变女性地位，不能光强调女性书写，在父权文化深厚的中国，唯有依靠革命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才能真正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无不

体现了她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此外，在中国文坛享有很高声誉的现代女作家白薇的文学创作也影

响了一大批读者。白薇在 1918—1926 年期间一直居于日本，回国后首先接待她的便是国内宣传马克思

主义原理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家们，因此白薇的创作自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的影响。
其早期剧本《琳丽》《访雯》、诗作《琴声泪影》无不深刻体现了白薇对于经济不独立导致妇女悲惨命运的

认知。1942 年，在作品《地之弃子———致冰莹》中，白薇阐述了自己关于理想中国蓝图下的妇女解放思

想，渴望为民族的复兴竭尽全力。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洋史女教授的知识分子陈衡哲在面对五四时

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也不可避免地关注了妇女问题，无论在其小

说创作，或是其散文创作中，都充盈着陈衡哲作为一位现代女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在《陈衡哲散文

集》中，第二编专门论述了妇女问题，第三编虽谈论了更多关于教育与青年的内容，却也是对妇女问题延

伸与深化的探讨。与同时代其他妇女解放运动者相比，陈衡哲在面对家庭问题上则要显得更加温和与理

性。在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女主人公洛绮思虽功成名就，却时常怅然若失，爱情与家庭的缺失使她怀

着无限的遗憾之情，透过洛绮思的一生，可以看出陈衡哲笔下家庭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的强调。除此之

外，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探讨了诸多关于女子求学、婚姻自

主、民主科学等问题；庐隐深切地反映了知识新女性既追求变革与自由，又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惝恍迷

茫的矛盾心理（《海滨故人》），进而在《胜利以后》中说“现在我们所不愁的都不是家庭不开放，而是社会

没有事业可做”……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以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女性解放的独立品格为世人

瞩目，是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粒革命火种，是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在文学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为女性

打破千百年来男性中心话语的格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传播在中国的

早期是具体而深刻的，它不仅指导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主题选择

和价值取向，促进了中国妇女理论与女性文学的发展。
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融合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一直沿着一条曲折而深入的道路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

来，国人纷纷意识到，只有接受并容纳世界优秀的文化思想，才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也一度影响了国家决策层面，出现了一阵妇女理论研究的高潮。1995 年

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妇女发展与妇女理论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男女平等成

为一项基本国策，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也成为各级妇女组织者与研究者的奋斗目标。至此，

以性别理论为核心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涌入我国，无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生碰撞与交融。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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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对待西方女性主义的态度上，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其一直秉持对立甚至批

判的态度。诚然，两者无论是在女性观点或是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

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其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为妇女地位的演变和妇女

解放道路的走向指明了方向；而西方女性主义则是随着西方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相应的

女性研究，其女性主义流派众多，女性主义渊源显得更为复杂与多元。然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或是西方女性主义，两者都是为妇女的解放事业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初

步比较研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理论的研究与考察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利益，

为了使这些女性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女性的解放，必须吸收两者的理论精华，寻求一条两者相互结合、相
互渗透的道路。因此，中国学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的重要一派来看

待，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这一时期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译著和编著开始增多。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巫

漪云等译）、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宋文伟译）、佩吉·麦克拉肯的《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艾晓明等译）

等译著以及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王逢振主编

的《性别政治》、郑伊编选的《女智者共谋：西方三代女性主义理论回展》、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

研究选译》等著作使国人跨时空、多维度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立

足国情，开拓思维，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领域获得了诸多研究新成果。康沛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发展史》、秦美珠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体

现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作的自觉思考。魏萍、霍涌泉等学者将心理学的观点进行引入阐

发，认为妇女的思维方式指引着她们的行为方式，强调“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研究目标，即人

和人的心理”，輥輴訛在马克思主义“全面解放”理论指导下，从女性心理出发，探究阶级压迫与父权制对女性

解放造成的阻碍，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进一步研究。秦美珠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

婚姻幸福吗？》一文中，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进行了回顾，在着重探讨

两者结合的必然性及其结合路径后，强调在当下的中国学者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入的

思考与研究，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深化与发展。在谈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联姻

时，石红梅认为应“小心防范文化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中的权

力世界。”輥輵訛在专著《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中，李小江引导读者带着对“女性主义”
（feminism）的质疑和追问，从中国到美国，从新大陆到旧大陆、到亚洲、到日本，又回到我们中国人自身，

通过不同文化下的接触、冲突与交流对话，为我们对本国女性的发展开阔了视野、调整了认知。由岳素

兰、魏国英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一书，更是集结了多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女性

研究的优秀的专题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基础、探索道路、实践途径做了严谨充分

的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建设提供了诸多设想。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无疑对当代中国的女性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将社会分工与女性地位

的研究纳入了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并且这些分析涵括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上，理论者们从独特的角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与新

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重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发展，他们由“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走上了批判

地继承、有益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道路。”輥輶訛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我国探索女性解放事业

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中不可估量的一支队伍，但是，它的发展也有着自

身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源头发

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西方女性主义也是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两者交融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无不也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思想理论。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中国的女性为了适应社会转型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在面临东西文化交融

时，她们呼吁新时代女性的出现，这样的女性往往敢于追求自身幸福，拥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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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却不失分寸，然而，这种新时代女性的出现却也同时代表着现代与传统女性的碰撞，她们开始担心

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独特特质在其中逐渐消解，而站在中西文化的交界处左右为难、难以抉择。这都深

刻地反映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影响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女性主义的思维视野、文化原则与批评精神，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的若干观点，辨证、具体地考察文学领域中女性所受压迫的根源、女性自身生产与社会生产的

复杂关系、女性解放条件与途径等诸多前瞻性、现实性、具象性问题，它不再引经据典地对马克思或恩格

斯关于女性解放的话语进行重述，更多的是对自己话语的完善，不再过分追求两性差异，而是站在人类

解放的高度，寻求一条能够消解女性性别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由引经据典的遵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观走向了辩证

地批判、继承甚至修正的道路，这不仅归功于女性群体共同的努力，也脱离不了国家的宏观指引。自改革

开放以来，女性问题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关于女性解放的实质、条件、程度、方法等等，学界都予以了深入

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这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

环境。无论是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还是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文学理论批评，都积极吸收了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批评的文化价值与批评方法。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承继了现代女性文学的传统，秉持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追求，充满

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批判精神，强调女性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要在精

神上、人格上同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抗抗的《北极光》、张洁的《祖母绿》、舒婷的《致橡树》、陆星

儿的《啊，青鸟》、王安忆的《金灿灿的落叶》、刘西鸿的《月亮，摇晃着前进》、黄蓓佳的《请你与我同行》、张
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众多作品无不体现了当代女性开拓进取、乐观创建自我的人格力量。而且，

女作家们还从敏锐的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了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

平等处境，她们将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女性与爱情、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事业等矛盾关系上，认识到“妇

女的解放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包括女人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正

确认识”（张洁语）。輥輷訛当代中国女作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在表现当代女性的生活境遇时，

不仅着眼于经济物质层面，而且关注人的精神领域，从对女性外部世界的考察和剖析到对女性自身内在

心理的审视，在更高层次上展示了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张洁以《方舟》状写了在父权制文化抑

制下中国女性的不幸和忧怨，并且在一种执着的“方舟”意识驱动下，追寻女性世界的情谊、理想与自由。
铁凝的《玫瑰门》里“不玫瑰”，揭示了千百年来世俗观念对女性自身的戕害，打开了一扇通向嘈杂幽暗女

性世界的“玫瑰门”。航鹰的《前妻》、王小鹰的《你为谁辩护》、陆星儿的《被打湿了翅膀的小鸽子》、陈洁的

《牌坊》等作品揭示了父权制观念在女性身上所呈现出的“集体无意识”。
在文学研究以及批评领域，不少学者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方法，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把

女性问题纳入到社会历史的整体看法之中，具有一种宏阔的历史视域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些学者

从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入手，针对历来男性文学把女作家摒弃于文学史的作法，对被历史泯灭的

女性文学传统进行发掘与清理，在对男性文学提出诘难的同时，对父权制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表现

出浓烈的女性主义批判精神。朱虹、文美慧主编的《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是我国对外国妇女文学的一次大

检阅，共收入了 59 个国家的 625 位女作家的条目，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拭去历史偏见給这些女作家

蒙上的尘埃，重新发掘与评价她们的文学价值，恢复她们应有的文学地位。除此之外，孙少先的《女性主

义文学》、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的地表》、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史》、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

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林丹娅的《中国当代女性文

学史论》、任一鸣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罗婷的《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赵树勤的《寻找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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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万莲子的《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等著作，借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以具体文学文本为基础，不仅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进行解构、对父权制文

学观念进行批判，而且勾勒出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创建女性文学的传统与批评话语，无疑拓展了

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
同一时期，在国内学者撰写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中，不乏有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专门

研究，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罗婷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著作都有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论述的专节内容。还有学者在刊物上

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如李小琳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成和逻辑引申》、朱国芳的《经典马

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影响》、武术、刘静的《伍尔夫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屈明珍的《波伏瓦

女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源》、马睿的《作为文化生产的“性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

化批判》等，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源流、理论形成、文化批判等问题进

行了一定的阐述，但这些研究大体上流于对这一理论批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一般性介绍与评述，缺乏

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又鉴于这一理论批评自身的复杂多元性，中国学者选取的视角也是见仁见智，没有

形成具有系统性的、颇有深度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历经对这一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后，中国学者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有利价值与中国的文

学实际相结合，着眼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理论批评。海莹、花建引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发展与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观点为女性主义中国化辩护。陈晓兰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一书中提出了“中国

女性主义批评必须建立中国的妇女诗学”这一命题。屈雅君在《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化》等文章中论析了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建设所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学者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这一问

题，但没有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本土化理论批评策略与方法，没有形成一套比较明晰、统一的理论批评

话语体系。
但可以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年来借鉴唯物辩证法思想，要求打破研究者性别身份的“性别诗学”研究

阵容不断扩大，研究成果的深度也不断加强。林树明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中率先提出了性

别诗学这一概念，在以后的《性别研究：意会与构想》《女性文学研究、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等文章中

对性别诗学做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认为“性别诗学，便是对文艺作品和批评话语作性别向度的理论

评析，建构一种面向未来，关注两性新型审美关系的跨世纪意识。”輦輮訛叶舒宪的《性别诗学》一书，从性别

诗学的维度、性别的文化与社会层面、东西方的性文学、性别与性的象征编码等四个维度，对性别诗学展

开多视角、多层次的理论探讨。万莲子在其博士论文《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1985—2005
大陆）》中，以“性别诗学”为核心概念审视了我国 20 多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果，阐发了“和而不同”
的中国特色及其与女性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提出构建以“公民女性主义审美实践”为基础的中国性别

诗学的宏伟设想。可以说，性别诗学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多种方法，对中国性别文化生态和性别

人文环境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动态考察，虽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理论范式与批评话语，但以

双性和谐为旨归的诗学主张，不仅根植于“阴阳和谐”的中国文化土壤，而且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

解放的科学论述，并通过建构更加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和两性审美关系，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两性平等

与更加和谐的人类理想。因此，从强调女性意识与女性经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超越性别对立、倡导

双性和谐的性别诗学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批评朝着更为成熟、理性的方向发展。

四、结 语

以马克思主义为批判精神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实践，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

程，对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以及女性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以开

放积极的姿态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革命与妇女运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传入，顺应了我国当代女性文学繁荣的趋势以及女性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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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论的需求。中国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虽然借鉴其理论、方法，但没有简单地移植，而是基

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经历了一个从选择、取舍到融合的过程。中国学者始终站在整个人类解放

的高度去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男女两性一分为二，不分阶级，不

分社会，不分种族与民族的差别。中国性别诗学的产生，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文学理论本土化的一种具

体体现，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女性文

学的发展实际，关注文学的社会与文化批评功能，发挥文学批评对促进两性平等、实现双性和谐理想的

影响与作用。无疑，以“双性和谐”为旨归的中国性别诗学，应当更勇敢、更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

导，更深入地扎根中国本土文化与文学，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别理论，促进新时代中国女性文学理

论批评新发展。

注 释：

①⑥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第 5 页、第 194 页。
②马睿：《作为文化生产的“性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4 第 2 期。
③⑦輥輲訛李小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成和逻辑延伸》，《妇女研究论丛》2000 年第 5 期。
④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hina，Difference，and Women’s Lives，
New York：Routledge，1997，p.4.

⑤Juliet Mitchell，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p.412.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87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13 页。
⑩（美）约瑟芬·多万诺：《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前言。
輥輯訛V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in New Feminist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ed. Jane Marcus，London：The Macillan Press，
1981，p.128.

輥輰訛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H. M.Parshley，ed. and tran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p.267.
輥輱訛（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丁兆敏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0 页.
輥輳訛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916 年第 1 卷第 5 号。
輥輴訛魏萍，霍涌泉：《国外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新特点与贡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7 期。
輥輵訛岳素兰，魏国英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35 页。
輥輶訛蒋欣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求索》2004 年第 8 期。
輥輷訛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年，第 189 页。
輦輮訛林树明：《性别诗学：意会与构想》，《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谢 淼）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