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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问题研究述评
刘 刚

(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开始关注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中的实质和特点，强调西方理论对我国妇

女运动发展的影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异化问题、意

识形态问题、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多学科、多元化发展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导下完

善我国妇女发展理论等问题。认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立足新时代的发展语境，用新的维度对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进行纵深化理论探讨和多元化实践探索，成为相关研究的一种新需要、新趋势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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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学术研
究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学界对于诸多发展中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问题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热点。

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概念、研究范
围和对象，以及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导
下推动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和妇女问题研究等方
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本研究综观学界研究现状，

发现研究中的不足，找出可能的解决办法，以期
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及妇女运动
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一、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现状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方法是

研究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前提
在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女性

主义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学界一致认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神圣家
族》《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
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中蕴含着丰
富的女性主义思想，为中西方学者研究女性主义
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迪。这些著作
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 “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
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受压迫的基础，指出
了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提出了妇女组织以及
妇女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关系等问题，为妇
女解放问题提供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基
础。”［1］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分析方法是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及其所受
压迫的重要思想武器，以此为指导，学界认为妇
女受压迫不是因为思想观念和生物因素，而是资
产阶级私有制［2］。学界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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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的异化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分析资本
主义社会中妇女状况的重要理论，工人的异化、

妇女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父权社会
中形成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改变妇女这种状况的一
种办法就是扩大社会生产领域的范围，将妇女的
家务劳动纳入其中。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与女性主义性别分
析在概念基础、批判意识、政治目标三个方面具
有对等性，这种对等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的可能融合奠定了基础。”［3］

( 二)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维度的形成
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理论的研
究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理论维度的构建，首先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与
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基
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
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出现的新思潮，同时也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全新的解读，“女性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的
开拓性、创新性解读，是立足于当代世界实际和
学术前沿对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的提取和阐发，

也是一个开辟新领域、创新新知识、构建新理论
的过程”［4］。“马克思主义一贯致力于反抗私有
制、经济剥削、劳动异化。女性主义从追求男女
平等入手，逐渐过渡到反思人类男权文明，当女
性主义注意到私有制和男权社会的紧密联系时，

马克思主义就对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5］

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重点强调马克思主
义在理论上对女性主义提供的帮助，“为了进一
步有效地发展女性主义理论，一些学者不得不寻
求新的理论泉源，以图科学地建造新的女性主义
大厦。一些女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就
是因为这种情势而导致的”［6］。有学者认为，女
性主义者“把视野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历史、文
化、生理等多种因素，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女性
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破天荒地与女性主义结
合起来”［7］。女性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理解，赋予其很多女性视角

的特征，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形成发展提供了
新的理论主张。

( 三) 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基础，对西方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的批判性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西方的各种理论
和思潮进入中国，以此为契机，国内学术界有机
会通过阅读和翻译等手段对西方不同时期、不同
流派女性主义思想家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事实上
是一个引入、翻译、梳理和形成认识的过程，代表
性著作包括《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李银河译) ，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艾晓明译) ，《性别政治》
( 王逢迎译) ，《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
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陈冬生译) ，《女性主义简
史》( 朱刚、麻晓蓉译) 等。围绕着经典文本的阅
读，国内学者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如赵凯通过对
《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
义批判》的阅读指出了书中的反本质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发现书的作者
立足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话语中的资
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关系、经济有机体理论和
全球化理论进行了解构［8］。易显飞认为，米切尔
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作
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
童的社会化等四类机制导致女性受压迫，要彻底
解决这种受压迫的局面，就必须依靠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9］。在阅读《性别政治》后，戴雪红认为，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既不能把它们看
作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也
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仅具有一种密切联系的互补
关系，更不能把父权制关系看作是居首位的。反
对父权制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方
面，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女性才有可能从父权制
的社会结构中赢得彻底解放”［10］。与此同时，国
内学者也逐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整
体性的认识，标志性事件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一书的出版，该书是国内学术界在多年探
索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本专门性的著作，此书立足
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背景，通过对
具有代表性著作的介绍和评述，思考了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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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
和现实成果，推动我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实践

理论界认为我国妇女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受
到了两种理论的影响: 一是 20 世纪初传入我国
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和发
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

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且二者之
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倾向。康沛竹认为: “对于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我们要采取
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态度，使其成为建立
有中国特色女性学的一个思想资源。当然，对域
外女性理论文化的吸收，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理论
眼光和理论思维来进行过滤和选择，既不能全盘
照搬，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进行推演和运用，

而要取其所需。”［11］束佳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为中国女性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
验。中国女性学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的合理思想，使其与中国本土化女性学相
结合，不仅可以使西方女性主义得到进一步发
展，也可丰富中国女性学学科理论。”［12］学界认
为，当前我国妇女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要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同时，还要根据
我国不同阶段女性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索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解析和论证，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
特色的女性话语体系和女性学说，推动我国妇女
理论的发展和实践。

二、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中的
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自传入我国以来，

一直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逐步形成了讨论问题
的场域，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但在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够清晰的问
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研究本身。因此，当前及下一阶段的研究
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在反思总结中认识和解决问
题。

( 一)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涵和外延的
界定上没有达成共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认识不够清
楚

近年来，理论界思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马克
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
表明学界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时出现
了两种不同发展趋势，但对二者所讨论的具体问
题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
内涵和外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秦美珠等认
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称，国内学界
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在不同的背景下通过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显现出来［13］。

这种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关注马克思主
义人类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妇女解放理论，

同时还注重用女性主义性别分析方法解构资本
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等，其主要目标是提出女性主
义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朱进进将女性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流派，“女性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包
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
物主义女性主义三种理论在内的理论流派。”［14］

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观念、方法，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以及二
者的关系作为背景，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给妇女发
展带来的压迫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马克思主义
的女性主义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
范畴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符合马克思主义逻
辑的方式向女性主义论域的延伸”［3］。董金平认
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在一
般意义上代表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女性
问题，当前对其存在的一种误解是仅仅从阶级的
视角出发，希望女性在认清自己处境的同时对资
本主义进行总体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
主义的内涵应当是指，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
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对资本主义体制之
下的女性地位和状况进行分析。”［15］因此，学者们
普遍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过程
中，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从政治立场上对马克
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考
察成为首要命题。

( 二) 对两种生产理论、社会分工理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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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原本理论的阐
发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异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与女性
主义的关系研究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相关理论是研究
的基础，可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社会分工理论、阶级理
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等的研究，剖析造成妇女受压
迫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异化问
题、意识形态问题和认识论问题对女性主义研究
的意义关注不多。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通过对异化概念的诠释
揭示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以
为其导致了人类两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支配与
被支配、从属与被从属的阶级关系，马克思认为
“把妇女当作淫欲的俘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里
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
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人对人的
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就是男人对妇女的
关系”［16］155。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
通过家庭、意识形态和社会再生产三者之间的关
系，思考了家庭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载体在不同
阶级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状况和矛盾。在《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阐
释了人类的解放同时包含着女性的解放。以哈
索克、史密斯、罗斯、哈丁、贾格尔和哈拉维等为
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社会认识
论的有关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中，“主张从女性
生活境遇及其经验出发，以女性认知优势为载
体，建构女性主义认识论，促进女性全面自由发
展。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历史唯物论视
为建构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的方法论原则并力
图从性别维度补充与发展历史唯物论”［17］。

( 三)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视角
单一，学科交叉性不强，研究视域传统，研究盲点
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和内容的梳理阶段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问题因为其带有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倾向而受到了哲学工作者的关注，

从马克思主义维度出发的研究在国内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 从早期介绍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

想，到后来建构国内研究的话语体系，再到对我
国妇女运动的思考与实践。同时，国内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文学批评和政治学等传统领域，总体来
看，存在着研究视角单一、学科交叉不强、研究盲
点多等问题。反观国外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的研究，则呈现出多视角、多学科交叉
发展的良好趋势: 除了关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
外，还出现了将社会认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研究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识论，

将女性主义纳入到世界主义的范围之内，思考女
性主义的现代性，女性主义与权利、正义等问题，

将女性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等哲学流派结合起
来，对西方主流规范框架进行批判，将女性主义
的研究纳入到整个西方文明，特别是在西方哲学
的宏大背景下，寻求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张
力，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相结合，思考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问题等等。这些
研究的方法为我国女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广阔
的视角。

( 四) 对如何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关照当前我国妇女运动研究的不足，国外经典文
献的介绍和引入不足，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落差大
等问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话语体系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可
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
研究是首要的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这一阶段从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开始，一直持续到现
在，学界认为这一理论对我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具
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是在评价西方
女性主义学者思想的同时，研究女性主义思潮，

试图在借鉴吸收中构建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场
域。最后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性别平等理论、

两种再生产理论和女性解放理论等等。伴随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逐步向着纵深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研
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一是
国内对女性主义发展中三次浪潮的著作翻译出
版得较少，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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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发展的前沿性成果不多，影响了学者对相
关问题的研究和跟进。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妇女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获得
了重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此为基础，

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中国妇
女运动的结合，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科
学性、时代性和价值性，又反映我国女性运动发
展的规律矛盾等，立足中国国情，形成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体系，服务于当前社
会的建设和发展，是需要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的问题。

三、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出路
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有着很强的问
题意识，在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之
后，找到可能的解决路径成为关键，这些路径既
包括对一些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的解决，也包括
对这一主义本身蕴含的理论作用和实践作用的
探讨。

( 一)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基本问题、

基本范畴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从根源上解决概
念不清楚、范畴不明确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前提性、基础
性、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核
心，也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本体论基础、

认识论途径和价值论意蕴的关键，加强对这些基
础性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和深化对相关问题
的认识。我国学界目前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
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
义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涉及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言说语境等问题
上认识不统一，从而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整体性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国
化”的过程。因此，需要加强对女性主义发展中
三次浪潮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
女解放运动相关理论的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作
家文本的研究，以及对女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
会背景等等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
展看作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而不单单是理论性问
题，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两个维度深化对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概念、范畴、命题等的认识，使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和发展前景。

( 二) 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和问题域，在对传
统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开拓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
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德意
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等著作中关于妇女的论述具有深刻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意义，应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者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来源。除此之外，还要进
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和问题域，将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的研究与第一、二、三次女性主义思潮相结
合，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思想相结合，与现
阶段我国女性学的发展实践相结合，在对阶级分
析方法、家务劳动、两种再生产理论、性别平等理
论等传统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妇女劳动中
的异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女性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问题、女性主义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等的
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视角，强化问题意识。

( 三) 提倡学科交叉和多元化视角的研究，将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问题作为全学科问题，而不
是单学科问题对待，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和女性
主义两种思想的优势，通过多学科、多视角方法
切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

学科交叉和多元化视角已经成为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着
各学科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出现以
来，就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囊括了哲学社
会科学中的诸多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女性
的特性及其关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决定的，

与女性学的多学科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还
表现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流派的多元性，

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
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
等等;二是这些流派之间相互吸收和借鉴而获得
发展，这种趋势不仅有利于各流派自身完善自我
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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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多元性与交叉性是一体的，二者的统
一有助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和逻辑体系。

( 四) 转换研究范式，重点加强对“盲点”问题
的解读，对前提性问题的思考，从历史逻辑、思想
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等方面加强对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西方历史、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学等
西方文明背景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在解决传统问
题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盲点”: 如何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分析性别盲点问题? 如何对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的思想理论前提进行自觉反思? 如
何对待研究中的现实性问题的价值取向? 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重视对女性主义存在的
历史逻辑、思想理论前提、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
等背景的研究。工业革命是妇女解放运动出现
的重要历史逻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带来了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改变，而对现实
社会中各种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批判是她们表达
诉求的直接手段。在运动和斗争中，希望建立平
等的社会以满足女性的各种权力。女性的解放
首先必须将她们自己置于一定的社会发展、思想
文化等背景下，寻求到最直接的思想理论和现实
基础，“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欧洲启蒙运动，再到马
克思主义和各类社会及人文理论流派，从现代主
义到各类后现代主义流派，它们对女性主义理论
都有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要真正理解西方
女性主义，就必须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复杂的历史
和理论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原因”［18］。

( 五)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进
一步深化对我国的妇女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形成
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并服务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从起步阶
段开始就面临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过去
的研究强调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理论的建构性，“使得女性和男性的生理
差异问题、女性与男性的心理分析问题、女性与
男性的社会能力问题等经验知觉层面的问题成
为社会制度立法者和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问
题。”［19］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要
集中在现实问题的价值取向和理论问题的价值
追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既
具有理论的当下性，即现实主义路径，还具有理
论的前提性，即理想主义路径。关于理论与现实
的关系，马克思指出: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11。《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 2010—2020) 》中指出: “未来十
年，经济全球化将深入发展，国际竞争会日趋激
烈。国际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进程中，更加关注
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从现在起到 2020年，是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既为妇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
出了新的挑战。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实现男女平
等任重道远。”①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理论，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妇
女理论和话语体系，促进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推
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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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Studies on Marxist Feminism in China
LIU Gang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long with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om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feminism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Western Marxist feminism． Such studies
emphasize the impact of Western theor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movements in China，which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However，there are also insufficient research areas，such as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Marxist feminism，the issues of ideology and epistemology，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 diversified develop-
ment of Marxist feminism，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development theory in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feminism． Earnestly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deepe-
n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diversified practice of Marxist feminism from new dimensions have become a
new need，new trend and new research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ist feminism; women’s development;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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