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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罗滕贝格: 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乔恩·贝莱斯 著 贺 羡 吴 敏 译

近年来，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在主

流话语中越来越没有争议。流行文化不再

把女性主义描述为一种边缘的、激进的意

识形态，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令人向往的伦

理立场，甚至精英阶层也在对其追捧。但

是，“女性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它与

改善女性总体权利和自由的事业有何联

系?

凯瑟琳·罗滕贝格( Catherine Rotten-
berg) 在其新作《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崛

起》一书中解释了女性主义的流行概念是

如何有助于改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现状和

主导理性的。以下是我对她的采访，我和

她讨论了她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问题。
罗滕贝格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和加

拿大研究院的副教授。她曾经出版《美国

性述行: 现代非裔和犹太裔美国人文学中

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著作，主编《黑人

哈莱姆区和犹太人下东区: 过时的叙事》
一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20 世纪美国文

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媒

体研究和批判种族研究。

贝莱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核

心特征是什么?

罗滕贝格: 简而言之，我认为新自由主

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种特殊变体，

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已经在英美文化中出

现并占据主导地位。

* 本文 原 载“自 然 状 态”网 站 www． stateofnatureblog．
com。

这种女性主义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女

性主义，它劝告女性个体规划自己的生活，

以实现“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它还

煽动女性将自己视为人力资本，鼓励她们

投资于自己，从而获得权力，变得“自信”。
最终，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主体，一

再要求她完全自理、为自己的幸福承担全

部责任。
这种女性主义确实认为工资的性别差

距和性骚扰是持续的不平等的表现，因而

我认为，这不同于安格拉·麦克罗比( An-
gela McRobbie) 和罗莎琳德·吉尔 ( Rosa-
lind Gill) 所称的后女性主义或后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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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识别力。然而，它针对这些不平等所提

出的解决措施也是个体化的，比如鼓励女

性个体公开反对性骚扰和虐待，但最终忽

略了这些现象的结构性基础。因此，新自

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

它不仅否定了塑造我们生活的社会—经济

和文化结构，而且还抛弃了解放和社会正

义等女性主义的关键术语。

贝莱斯: 为什么把新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理解为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把新

自由主义理解为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吸纳或

殖民，这一点是否非常重要?

罗滕贝格: 尽管一些学者强调不应该

把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视为任何形式的女

性主义，但我认为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斥为“虚假的女性主义”或不可靠的女性

主义是有问题的，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它假定我们窥知或掌握了女性主义

的“真理”，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界定“女

性主义”范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划

定女性主义的边界。我认为这在政治上是

具有误导性的。
当我们坚持为女性主义划定明确的界

限时，这往往意味着女性主义必须( 重新)

建立在( 拥有权利的自治主体的) 自由主

义观念基础上，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这也关闭了女性主义术语向未来的民主争

论开放的大门。正如有色人种女性和后结

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的那样，

任何试图明确定义女性主义的尝试都会导

致粗暴的排斥。
换言之，我的研究不仅试图理解新自

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开展的文化工作，而且

试图在政治上对其提出挑战。事实上，简

单地否定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低估了它的

情感力量: 它毕竟是一种“愉悦的”个体化

女性主义。正如我的著作试图证明的那

样，这种情感力量是培育新女性主义和新

自由主义主体的一种关键模式。

贝莱斯: 你在这本书中提出，这种新自

由主义女性主义概念自 2012 年左右开始

流行，而且有效地取代了“后女性主义”概

念。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形? 它是

否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危机或随之而来的

右翼话语有关?

罗滕贝格: 多年来，我对新自由主义女

性主义崛起的“方式和原因”的思考已经

发生了转变。
在 2012 年，当开始撰写我后来所称的

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时，我们

还处于奥 巴 马 时 代，那 时 人 们 已 经 对 南

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 的“进步的新自

由主义”术语耳熟能详。我认为，女性主

义的新兴变体及其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愉悦

理想有助于传播自由进步的理想，巩固美

国仍然在遵循平等的自由原则的观念。与

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使我们的生活逐渐

殖民化。虽然我一开始认为女性主义是新

自由主义殖民化的另一个领域，但新自由

主义女性主义也有一种特定的文化目的:

即挖掘主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潜能，突

出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矛盾，从而进一步

巩固新自由主义。
然而，随着特朗普当选，我们看到新自

由主义出现了新变化，其剥去了所有自由

主义的虚饰。然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仍在蓬勃发展。
甚至在特朗普当政之前，我就意识到，

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做的远远超出了将

美国视为自由主义灯塔的假设。实际上，

正是在媒体大肆宣传冻卵，以及大批知名

女性突然间 ( 或似乎是这样) 宣称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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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
经过多年思考，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需要”女性主义来化

解与性别相关的内在张力。通过借鉴政治

理论家温迪·布朗( Wendy Brown) 和米歇

尔·费尔( Michel Feher) 的观点，我不仅把

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将

其理解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理性，它关注

国家治理，又从国家治理迈向主体的内部

运作，把个体重新塑造为具备创业素质的、
无差别的 ( 即无性别差别的) 劳动者。因

此，新自由主义理性将经济价值、实践和衡

量标准方面的具体构想扩展到人类生活的

各个维度，重塑人类主体并将其转变为无

差别的人力资本。
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秩序，新自由主

义依靠生育和照料工作来复制和维持人力

资本。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理

性———与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新自

由主义没有定义生育和照料工作( 更不用

说衡量它们价值) 的词汇，因为它关注的

是无差别的人力资本。一切都被化归为市

场指标———甚至包括我们的政治想象。
因此，我在书中提出，新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是一种倒退: 其把受过教育的、向上层

流动的女性完全转变为一般的、无性别的

人力资本。通过把生育固化为中产阶级或

所谓有抱负的女性的标准人生轨迹的一部

分，并在其规范框架与终极理想之间寻求

平衡，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有助于维护生

育和照料工作的话语，又确保了对这些形

式的劳动的所有责任———但不一定是劳动

本身，因为它经常被外包给其他条件不那

么优越的女性———完全落在有抱负的女性

的肩上。通过这种方式，它至少是暂时性

地解决了自身的结构性张力———生育和照

料工作的两难困境。

事实上，如果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女

性主义的预想实现生育和平衡，那么将有

抱负的女性转化为一般人力资本的过程将

或多或少是“完整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的话语将会消失。
然而，我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的发展是出于某个原因，或者有任何必

然性或目标指向。虽然我认为新自由主义

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融合确实有助于实现政

治目标，但这种融合是形势所迫，在历史上

是偶然的。

贝莱斯: 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如何适

应或改变与其他类型女性主义相关的词

汇? 例如，它是否仍然涉及平等、自由、公

正和权利概念，如果是的话，它是如何围绕

个体及个体评价来重新界定这些概念的?

罗滕贝格: 我想通过讨论之前提到的

那本书的创作过程来回答这个问题。2012
年我在美国休假期间开始着手这项计划。
正是在这一年，两份女性主义宣言，即安

妮 － 玛丽·斯劳特 ( Anne － Marie Slaugh-
ter)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为什

么女性仍然不能拥有一切》( “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和雪莉·桑德伯格

( Sheryl Sandberg ) 的 著 作《向 前 一 步》
( “Lean In”) 在媒体上引起热议: 《为什么

女性仍然不能拥有一切》成为《大西洋月

刊》有史以来阅读量最多的文章;《向前一

步》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忽然之

间，有权势的、有知名度的女性( 或许表面

看起来是如此) 公开成为女性主义者，这

是过去从未出现的。正是那时，我开始仔

细阅读这两份宣言。
我受过文学评论的专业训练，所以对

我来说，阅读斯劳特和桑德伯格的论述是

一种深入分析文本的经验。那时，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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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词汇的流行对我产生了冲击，在这种

词汇中，幸福、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和“向前

一步”取代了那些女性主义者公开讨论的

传统关键词，即自治、权利和解放。
此外，随着斯劳特和桑德伯格作品的

出版，越来越多有权势的知名女性成为女

性主义者。这既有趣，又奇怪。在此之前，

女性主义还没有以这种方式获得流行。因

此，我将自己的分析扩展到一系列流行的

领域: 从《纽约时报》的文章，到电视剧《傲

骨贤妻》，再到妈咪博客，比如“常春藤盟

校不安全”( Ivy － League Insecurities) 和

“庞大设计”( Design So Vast) 。我所看到

的是，这种工作与家庭平衡的观念无处不

在。
我意识到，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平衡不

仅被纳入了社会想象之中，而且催生了一

种被解放的女性意识的新模式: 一个能够

在成功的事业与美满的家庭生活之间取得

平衡的职业女性。换句话说，“工作—家

庭愉悦平衡”被重新描述为一种进步的、
女性主义的理想。

这种女性主义鼓励女性把自己视为人

力资本，激励她们要自信并向前迈进。它

大量讨论了如何培养愉悦的平衡，但是很

少提到平等权利，更不用说解放或社会正

义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虽然这种女性

主义承认性别工资差距和性骚扰标示了持

续的性别不平等，但也仅此而已。解决这

些不平等问题的办法，要么是通过市场指

标，也就是 性 别 包 容 的 商 业 案 例 来 阐 释

( 即越多的女性进入商界，对净利润越有

利) ，要么完全是个体化的( 即为个体女性

赋权，让她们控诉性骚扰和虐待) 。

贝莱斯: 正如你所说的，工作与家庭之

间的“平衡”概念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的核心，也在斯劳特、桑德伯格和伊万卡·
特朗普( Ivanka Trump) 等( 上层) 中产阶级

专业人士的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这种平

衡的理想是如何塑造志向并与新自由主义

理性相关联的呢?

罗滕贝格: 愉悦的工作—家庭观念揭

示了这样一种期望: 每个女性都有维持工

作与家庭之间适当平衡的责任。创造并保

持一种恰当平衡的目标———例如，这可能

需要在投入太多时间工作之后，补偿陪伴

孩子的时间，或者为意想不到的冲突找到

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孩子就寝后安

排一次重要的电话会议———是难以实现

的，因为众所周知，幸福感是难以估量的。
然而，正因为情感非常难以捉摸，所以

它需要持续的警觉、投资、计算和优化个人

资源。因此，追求完满的均衡进一步带上

了市场理性的印记———因为为了获得成功

和满足，效率、创新和成本收益计算都是至

关重要的。当然，这项任务需要不断地进

行自我监督和评估。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使自我成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电子表格”，

在此过程中，一个人计算自己的资产和损

失，以及哪些东西更有价值，以便决定在哪

些地方需要更多的投资，以维持这种难以

捉摸的平衡。
作为获得解放和成功的女性的新规

范，“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成为一种常

态，成为一种治理形式，它质问所谓的有抱

负的女性，同时帮助塑造和指导女性的志

向、欲望和行为。在我的作品中，我阐释了

这种平衡的理念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是多

么普遍和令人向往。事实上，你所要做的

就 是 阅 读 米 歇 尔 · 奥 巴 马 ( Michelle
Obama) 的新回忆录《成为》，该书展现了她

关于美好生活和进步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 核 心 想 法。正 如 琼·斯 科 特 ( J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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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最近所写的那样，理想化的规范仍然

很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对个体的期望上，还

因为这些期望塑造了法律、政治和社会政

策的内容。

贝莱斯: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渴望如何

有效地将“幸福”定义为一种对个人的要

求，它只有通过勤奋工作和心理努力才能

实现。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种双重形式的

自律，在这种自律中，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者不仅将维持平衡的个人责任内在化，而

且还使自己享受这种平衡。这是新自由主

义女性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罗滕贝格: 是的，幸福在这种新的女性

主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幸

福成为一种自我的方法。在这里，我受到

了女性主义学者琳恩·西格尔( Lynne Se-
gal) 和文化评论家萨拉·艾哈迈德 ( Sara
Ahmed) 的作品的深刻影响。艾哈迈德告

诉我们，幸福作为一种承诺是如何引导主

体朝着某些作为美好生活的必要要素的对

象、目标和行为迈进的。艾哈迈德认为，幸

福的承诺以“正确的方式”( 也就是说，向

着社会理想的方向) 引导主体，通过主体

接近这些社会理想而使人幸福。承诺是一

种通过情感途径来培养和控制的技术: 毕

竟，谁不想快乐呢? 而且，我还想补充一

点，谁不想要过一种平衡的生活，尤其是考

虑到目前的精神健康危机? 这些观念似乎

是善意的，也是可取的。它们确实引导我

们朝着特定的方向迈进，帮助塑造我们的

欲望和志向。
因此，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化了这

样一种观念，即只有沿着特定的道路才能

找到幸福。因此，它鼓励“进步的”、有抱

负的女性通过构建一种自我调节的工作—
家庭平衡来追求幸福。当然，还有对坏的

或负面情绪的作用的否认。
克里斯蒂娜·沙夫( Christina Scharff)

关于积极情感的研究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沙夫展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如何培养与商

业或企业有关的主体，他们还必须不断培

养积极的态度，以便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

界中保持幸福感。因此，要否定消极情绪，

因为不良情绪往往意味着竞争力的丧失，

甚至失败。
我以 前 的 学 生 希 尔·西 莫 尼 ( Shir

Shimoni) 正在做一项重要的研究，主要是

关于幸福的话语目前如何影响着老年人

( 更具体地说，是“第三年纪”) ，以及在新

自由主义话语中“暂时性”( temporality) 对

老年人来说有何种不同的意义。最后，我

想补充一点，通过平衡来追求幸福这一任

务不仅使我们无法应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的崛起，也让我们无法以新的方式构想

社会关系。在我看来，这才是关键。

贝莱斯: 您还在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

女性主义对少数“有抱负”的专业人士的

关注如何直接忽视了各阶级和种族中的大

多数女性，以及这些专业人士如何依赖低

工资( 护理人员，如保姆、清洁工等往往是

移民) 来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就阶级

和种族分层而言，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

其产生了何种经济和政治影响? 这是否不

仅仅维持了现有的分层，还使之合法化，甚

至加以强化?

罗滕贝格: 首先，我要说的是，新自由

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具有排他

性的变体，其只关注所谓有抱负的女性。
因此，它确实强化了已有的等级结构。它

把目标对准了所谓有抱负的女性———她们

已经拥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这

有助于将白人、阶级特权和异性恋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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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利于新保守主义和排外议题。当

然，这种话语将社会假定为相对公平的竞

争环境，正如乔·利特勒 ( Jo Littler) 的精

彩评论所言，这是新自由主义精英进行统

治的最有效的模式之一。
此外，如果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

想是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将家庭转化

为生儿育女，那么你就能明白它是如何恢

复异性恋规范的核心家庭结构的。其目标

是在促进职业发展的同时，鼓励女性生育。
因而，这种女性主义的新变种可以包容有

色人种女性、酷儿女性或变性女性，但只限

于那些追求工作—家庭愉悦平衡理想的女

性。请再次注意，情感在这里是如何起作

用的。
我的研究也假设，随着生育技术的发

展，某些阶层的妇女———包括桑德伯格家

族，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斯劳特们———可

能会越来越多地将生育和照料工作外包给

其他女性，从而把所谓的有抱负的主体再

次强化为一般人力资本，同时在女性中创

造出一种“他者”阶级，她们被认为没有完

全“负起责任”，因而可以被剥削和被抛

弃。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色人种女性、贫困

女性和移民女性实际上从事着不被承认的

照料工作，使职业女性能够在生活中实现

“平衡”，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有助于

( 重复) 制造对那些“他者”女性主体的剥

削并使这种剥削合法化，同时也使揭示这

些巨大不平等的词汇模糊不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不仅抛弃了大多数女性，将女性主体

分裂成有价值的女性与可任意处置的女

性，而且还产生了种族化的和阶级分层的

性别剥削的强化形式，这些形式越来越多

地构建起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无形基础。

贝莱斯: 强调平衡也强化了“拥有一

切”的观念，这种观念通常是根据职业和

家庭来定义的。正如你在分析伊万卡·特

朗普和梅金·凯利 ( Megyn Kelly) 的著作

时所说的，它还涉及如下一种强烈的论调:

“做得更好、成为更好、适应更多”，或者

“为了创造最好的自我而致力于生活的方

方面面”。那么，这种自我完善的想法是

否也在意识形态上对所有没有高薪职业和

传统家庭的女性进行了评判，因为它妖魔

化了那些未能实现最佳自我的女性?

罗滕贝格: 是的，我想确实是如此。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既否认了塑造我们生活

的结构性不正义，同时又使女性个体化和

职责化，很明显，那些不符合成功女性的新

理想的人被视为失败者。她们被认为是不

负责任的，因此只能怪自己。这样一来，不

快乐的重担就落在了个别女人的肩上。但

是，这也是美国抑制模式的老调重弹。因

此，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必须被理解为

对美国其他话语和历史的融合与重新表

述。
虽然我不确定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本

身是否需要恶魔，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只需

要可有可无的、被剥削的女性来维持生育

和照料工作的性别化基础，而这一基础越

来越隐蔽。
新自由主义理性的一部分似乎迫使个

人，特别是女性，不仅在工作和家庭方面，

而且在生活的所有领域( 如健康、娱乐、经
济独立和社会责任) 都要出类拔萃。从这

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许只

是( 无意识地) 调和这些压力之间紧张关

系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它，那

么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加

诸个体的不可能的、相互矛盾的要求又能

告诉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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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认为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要努力的要求———伊万卡·特朗普在

她的 著 作《工 作 的 女 人》( Women Who
Work) 中正是这样鼓励女性的———实际上

揭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恰恰鼓励女性

将自己视为“股票”的一种形式，她们的规

范角色就是增加自己的市场价值。
换言之，这种不断敦促女性在其生活

的所有领域进行投资和工作的做法，有助

于重新使女性从拥有表面自主权利的自由

主体转变成为一般人力资本，必须不知疲

倦地为自己工作，同时还要与歧视作斗争，

以便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自我的每一个

方面都成为投机交易、细致审查和情感投

资的场所———这一过程的目标是增加自我

的价值，并使之多样化，促进价值升值，但

同样重要的是防止贬值。
这种将自我作为人力资本的综合路径

有助于将自我转变为企业，同时也有利于

进一步消弥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但这

就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之所以关键的原

因，因为它确保了生育和照料工作继续发

挥着推动新自由主义将有抱负的女性转变

为一般主体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在伊万卡·特朗普的文

章中最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双重运动。一方

面，女性向一般人力资本的转变有一定程

度的加强，因为即使是照料领域也会转变

为可控的、可计算的、精心谋划的情感投

资。生育和照料工作以更具管理性的术语

呈现，这意味着市场指标将进一步饱和，并

进入性别分工的传统领域，例如抚养孩子，

甚至与丈夫约会。然而，将“有抱负的”女

性转化为一般人力资本的过程仍然不完

整，这不仅仅是因为女性被认为是待办事

项的管理者。相反，伊万卡·特朗普的规

范路径仍然包括生育，而她对女性成功的

理想仍然是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生育

和照料工作继续发挥着推动新自由主义将

有抱负的女性转变为一般主体的作用。
简而言之，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调和了新自由主义内部的一种特殊张

力。因此，与其说它是对女性提出了不可

能的要求———尽管也是如此———还不如说

是把一切都转化为资本，以及生育和照料

工作持续( 再) 呈现的不可能的“赢余”。

贝莱斯: 在你看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有什么进步因素吗? 例如，基于更多女

性达到权力地位的“自上而下”革命的愿

望是否真正涉及社会理想，还是说，它仅仅

是愤世嫉俗或误解?

罗滕贝格: 我不确定新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是否有进步的因素，即便有，我也认

为，这种女性主义传播的变体的某些影响

导致了更多对立的，甚至好战的女性主义

动员。虽然我完全赞成让更多的女性拥有

权力，但那种认为只要让更多女性进入董

事会或国会———即使她们认为自己是女性

主义者———就必然或自动地让大多数女性

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想法，完全被误导了。
这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想象的一部分，

在这种想象中，女性个体的成功和获得权

力被视为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系

统性的、紧迫的。增加女性代表或任何其

他形式的“涓滴式”( trickle － down) 解决方

案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像我们

面临地球上已知的生命内在的和灾难性的

威胁时———无论是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

还是核战争的新威胁。

贝莱斯: 一种更激进或进步的女性主

义如何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夺回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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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近年 来 的 事 件，如“MeToo 运 动”或

“国际妇女节抗议”，是否向我们展示了如

何抵制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
平衡理想和幸福观呢?

罗滕贝格: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

题。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高度个

体化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并大众化。正

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过去十年中

获得了突出地位，也正是因为它不断以工

作与家庭的愉悦平衡的形式鼓励每个女性

关注自己的个人幸福和抱负，这种女性主

义的变体才更容易被接受和令人向往，而

这反过来促进了这种女性主义被广泛信奉

和传播。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新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应该被理解为创造了萨拉·巴内特 －
威瑟( Sarah Banet － Weiser) 所谓的“大众

女性 主 义”( popular feminism ) 的 文 化 条

件———她认为这种女性主义“只是在表面

上作修补，使女孩和女性个体仅仅‘被赋

予’权力”———从而使女性主义在英美世

界通过媒体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传播。
因此，我提出的一个主张是，新自由主

义女性主义促使女性主义得到重新关注和

广泛接受，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是“大众

女性主义”。这反过来 ( 也许是自相矛盾

地) 又为更为激进的、更大规模的女性主

义运动铺平了道路，比如“MeToo 运动”。
显然，近来对抗性女性主义浪潮的许多基

础已经形成。我们知道，“MeToo 运动”最

初出现于十多年前，是由美国非裔活动家

塔拉娜·伯克( Tarana Burke) 发起的草根

运动 的 一 部 分，紧 随“荡 妇 游 行”( Slut
Walk) 等其他运动之后。

我想说的是，除了特朗普当选以及在

公共领域再次出现无耻的性别歧视现象

( 这种现象已经产生了刺激性的影响) 这

些因素之外，像“MeToo 运动”和全球女性

罢工这样的运动能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

刻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 ( 仅举几个例子) 女性主义已经

被桑德伯格这样的女性企业高管，或者像

艾玛·沃森( Emma Watson) 和碧昂丝·吉

赛尔·诺斯 ( Beyoncé Giselle Knowles ) 这

样的名人所接受和追捧。
综上所述，这些不同的女性主义诉求

都表明，我们正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女性

主义复兴，但并非所有方面都值得庆祝。
我认为，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正处在一

个十字路口。最紧迫，也是我无法回答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拒绝新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逻辑的同时，维持并扩大女性主义的

复兴，使之成为反霸权的、制约权力的力

量。■

［乔恩·贝莱斯:“自然状态”网站主编; 贺羡、吴
敏: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 申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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