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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文本解读
与现实启示

苏俐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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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妇女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行文本解读，有助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上把握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的核心，即劳动分工这把钥匙。理论文本上的深入剖析对思考现实社会中

的妇女解放命题具有重要启示：妇女解放需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以生产力的

发展、历史的进步为基础；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实现经济独立，是提升自身地位的

前提；在当前社会进步已为妇女解放提供社会土壤的基础上，观念意识的变革重塑对

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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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

在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人类社会

发展一般规律的过程中，家庭关系作为人类活动

的基本单位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视域。作为

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的细胞形态，家庭

的组织演变蕴含了生产关系的变迁发展。恩格斯

正是在“两种生产”的意义上，从劳动分工的演变

出发分析了家庭形式的变迁，进而证实并完善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家庭关系、妇女境况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有

助于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上确立的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进而为思考妇女解放的现实命题

提供基本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文本解读

妇女的社会地位何以能够用来衡量社会的发

展进步？对马克思作出这一经典判断的来由，需

要通过深耕经典文本得到解答。在对马克思、恩

格斯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阐释进行系统、深入分

析的基础上，可以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家庭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域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形成的著作中，恩格斯首先

说明，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

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

些成果的全部意义。”［1］15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

研究，其中包括代表两性关系的家庭发展阶段的

研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

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15马克思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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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自己所发

现的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家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

一般规律的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自己一

切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也奠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的根基。

为了发现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从生命的维持及延续出发，首先考察了人

类活动的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从而也是人类生

存的首要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

须能够生活”［2］531。吃喝住穿等生活必需品是有着

肉体组织的个人首先需要的资料，因此，生产满足

物质需要的活动是一切历史的首要条件。接下

来，这些已经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及其活动和为

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因而第

二个方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在物质资料生产

和再生产的基础上，生命的延续，即以家庭为表征

形式、以男女两性关系为核心的人自身的生产，是

原初的、基本的人类活动的第三个方面。至此，人

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因素或基本方面就完备了，即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再生产、人口的繁殖。

“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

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

起着作用。”［2］532

进而，马克思从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中，概括

出了原初的历史的基本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

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

生产他人的生命，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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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自然关系

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自

然界作为人生活的资料和工具来源，是“人的无机

的身体”［2］161，是生产劳动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外化或现实化。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就是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为生产力。

社会关系是指作为物质生产的主体，是“许多个人

的共同活动”［2］532。这种共同活动是“人们之间一

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2］533，是生产力的交往

形式，即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即《德意志意

识形态》）将之表述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

和决定着”的“社会状况”［2］533，是“生产力的交往形

式”即“市民社会”［2］540。在 1859年《<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之更为清晰地表述为同

人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必然

的生产关系。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再生产、人口的繁

殖、人类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原初的历史的关系

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2］533。这四个因素被马克

思概括为两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并

最后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和市民社

会，从而“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

以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历程的分析中可以看

出，家庭及其关系演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视域。唯其如此，“40年后”，恩格斯才结合社会

学、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物质生产、劳动分

工出发，分析了市民社会的细胞形态即家庭的演

化发展，从而进一步完善并证实了马克思所发现

的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

学的妇女理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恩格斯正是从“两种生产”的演化，即一方面以

劳动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生产力的演变为基础和

动力，另一方面以家庭形式、也就是男女关系的演

变为主线，清晰地呈现出了人类历史的历程。

（二）劳动分工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

钥匙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

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劳动分工的演变出发，分析

了人类历史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依次时代演

进，“家庭的发展与此并行”［1］32，男女两性的关系

史图景得以清晰地呈现，妇女地位变迁的奥秘也

得以揭示。

在最开始的蒙昧时代，人类“以获取现成的天

然产物为主”［1］32，以果实、鱼类、猎物为食，靠采集

和狩猎为生。由于获取食物的不易和协同劳动的

需要，这一时期的家庭形式，首先是血缘家庭。这

是以辈分原则来划分婚姻集团的第一个家庭阶

段。后来，由于“自然选择原则”的作用，近亲繁殖

的危害使得这一家庭形式发展为“普那路亚家

庭”，即后来氏族制家庭形式的直接起源。这两种

家庭形式，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可

统称为群婚制。

由于次第排除血缘亲属通婚，部落内部两性

共同婚姻的范围不断缩小，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

了，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群

婚就被对偶婚制家庭逐渐取代了。对偶制家庭在

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交替时期出现。人类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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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制陶技艺后，开始进入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

到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仍不能达到维持生存

需要后显著盈余的水平，因而家户经济还是共产

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1］178这时候

的劳动分工也是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基于体力和

生理的纯粹自然的分工。比如，男性作战、打猎、

耕种，妇女制备衣食、抚养老幼。这时候的世系由

于只能从母亲方面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为

了简便，这种世系情况及其继承关系可称为“母权

制”。但男女两性的关系是互助和谐的，并不存在

女性对男性的压迫。

逐渐地，人们发现了可以驯养的动物。畜群

的形成，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

来”［1］179，人类也进入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由于采

用牲畜繁殖，一方面人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

力所必需的产品，家庭财富增加了；另一方面，看

管牲畜使家庭公社的劳动量也增加了，吸收新的

劳动力成为需要，为此，正可以利用战争中被俘

虏的敌人。所以，“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

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

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1］180新财富的增

加，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

因为丈夫不仅是家畜这一新食物来源的所有者，

而且是奴隶这一新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男女两

性的天然生理差异所决定的分工，此时导致了历

史性的后果——妇女从事家务和抚养的劳动同

男子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相比对家庭的贡

献越来越不被重视，男子的物质生产劳动即社会

劳动成为关系家族兴衰的重要因素，而妇女的家

务劳动即私人劳动则成了无关紧要的附属品。

自然地，家庭中的统治地位随着经济贡献的改变

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丈夫利用其经济统治地

位，为了使他的财产能够为其子女继承，便废除

了原始的母权制，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

和父系的继承权。“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68男性不仅在社会公

共领域而且在家庭私人领域，都具有主导性的地

位和权利，妇女则被贬低，正如其家务劳动的附

属地位一样，妇女自身也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家

庭形式也随着男子的独裁地位发生了改变，家长

制家庭这一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的

中间形式出现了，其根本之处在于“一是把非自

由人包括在内，一是父权”［1］69。
专偶制家庭相较于对偶制家庭的婚姻关系更

为牢固，而且一般只能由丈夫解除婚姻关系。专

偶制家庭形式的最终完全确立是由人类社会第二

次大分工所决定的。由于铁器的发明和使用，更

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手工工人有了更为

坚硬锐利的工具，农业和金属加工业、织布业以及

其他手工业的生产活动日益复杂多样，从而发生

了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随着

新的分工，各个家庭家长之间的财产差别日益明

显，“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

人和穷人的差别。”［1］182这使得原来的共产制家户

经济和家长制家庭公社，逐渐地向完全的私有制

个体家庭过渡。对偶制向专偶制的过渡与此

并行。

专偶制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

志之一。”［1］73所有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都在文明

时代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并且“又加上了一个第三

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

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

——商人”［1］185。商人阶级的形成，意味着社会流

动和分化的加强。在贸易不断扩大、货币流动及

土地抵押的过程中，财富日益向占有权力优势或

资源优势的人数很少的阶级积聚，广大民众则走

向贫困化。随着这种阶级分化愈演愈烈，奴隶的

人数便大大增加，奴隶制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于

是“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

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

期”［1］195。根据以上所述，恩格斯所谓的文明时代

是指社会发展到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

工已经完成的阶段，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商品交

换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在产品流动和积聚的情势

下整个社会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指：

先前一切社会阶段的生产在本质上都是共同的生

产，它建立在共产制家户经济或家长制家庭公社

的基础上，产品的分配也是在共同体内部直接进

行，当社会劳动分工不断演变，这种生产和分配也

被慢慢侵入。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逐渐被打破，

个人占有日益成为具有优势的规则，从而不同个

体之间的产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也日益成为统治地

位的形式。这样，随着分工所造成的商品生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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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共同生产、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与之相适应

的家庭形式——“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

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1］195，便彻底确

立了。

专偶制的起源即是如此。它是由于社会大分

工的发展而导致的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确立的，即

专偶制是随着男女两性经济地位的演变而逐渐形

成的，在私有制完全取代原始的公有制的过程中

得到彻底确立的。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

开辟了一个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时代”［1］78。由此，

个体婚制在历史上是以男性主导性的经济地位决

定的，“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

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1］78回顾

男女两性的婚姻家庭史，可以说，“ 在历史上出现

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

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

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文明

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

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的对立和矛盾的本

质。”［1］78换言之，根据男女两性的关系形态尤其是

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我们就可以研究社会发展

进步的程度，即“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

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299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现实启示

以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文本解

读，暗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确立和证实、完善

的过程；反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丰富，也包

含了对家庭关系、妇女境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的科学把握，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视野，同样，现实社会中妇女解放的实现，也

需要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域中去思考。

（一）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妇女解放

的基础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用发展的眼光

来看待妇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立足

点。正如恩格斯将男女两性关系、家庭形式的演

变纳入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分析一样，妇女的解放、

男女平等地位的完全实现最终也要靠历史的发展

来解决。比如，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男子由于体力上的

优势，居于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从而也居于家庭

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妇女只能慑于男性的统治，

遵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为其制定的三从四德的礼教

要求，在这个时期，就无从谈妇女走出家庭。妇女

解放，也是指妇女从被压抑奴化的状态中，从男权

的统治中求得解放。当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由于

机器使用的灵活而缩小了男女体力的天然差别，

而商品市场经济的建立也需要吸纳妇女这一占人

类半数的劳动力时，妇女才得以走出家庭。这个

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经济地位的女性脱离了男权

的掌控，妇女的解放就是要争取各方面事实上的

男女平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电子信息技术

的广泛兴起为标志，工业社会逐步向后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进展。和之前的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

会使得知识和技术越来越成为生产的关键，而纯

粹的体力优势进一步被削弱。在生产力日益发达

的情况下，非物质生产部门即第三产业已超过传

统的物质生产部门——第一、第二产业，成为国民

经济中占主要比重的、规模最大的产业。商业、金

融、保险、通讯、教育、休闲等大批商业服务业的兴

起和蓬勃发展，为妇女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途

径和机会，甚至出现了雇佣女性化的行业和部门。

回顾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结构的进展，

可以看到：在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农业社会里，农

民和手工工人等男性劳动者是社会生产的代表；

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社会里，工人和工程

师等男工是社会生产的主力，辅之以女工的劳动；

在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信息社会里，社会生产则

以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分散在各个行业的专业

技术人员来进行。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经济结

构调整和社会分工变化，为妇女参与社会事业提

供了根本条件。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实现，与人的解放一

样，都应放在历史发展、生产力进步的宏观视域中

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更是与国家民

族的命运相交融：在民主革命时期，妇女的解放同

民族解放、国家救亡相融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妇女的解放同社会建设、制度巩固相融

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妇女的解放同经济调

整、民族复兴相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

的：“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

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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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4］妇女的解放、男女平

等的彻底实现，归根结底也要靠社会历史的发展

来完成。

（二）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考察家庭关系、

妇女地位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立足

点，而根据不同阶段的劳动分工、生产参与来分析

其根本原因，则是这种妇女观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一段“母权

制”时期，这是一段女性居于被尊崇地位的时期，

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也不像其名称“母权”一样，而

是一种自然、和谐、互助的共同体关系。后来，这

种共同体关系却被男性的强权所改变。发生这一

改变的原因是男性从事的驯养家畜、种植农桑、冶

铁制造等物质生产活动比妇女的纺线制衣、照顾

老幼、清洁整理等家务劳动在谋生中更为重要。

私有制产生后，妇女的家务劳动成了私人性质的，

不像男子的社会化生产活动一样具有明显的经济

价值，它是无偿的、无关紧要的、理所当然的妇女

劳动。所以，恩格斯呼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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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中

去。”［2］88妇女只有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像原始社

会那样对家庭和社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才能

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和地位。

从劳动分工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区

别于其他妇女观的根本不同。单纯地追求女性

权利和自由，除了带来思想的冲击和政策的些许

倾斜外，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正如国际

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无产阶级妇女解放事业

的创始人克拉拉·蔡特金所说：“同工人受资本家

压迫一样，妇女受男人压迫；而只要她们没有达

到经济独立，她们将继续受到压迫。”［5］152工人由

于丧失生产资料而只有依靠资本家的剥削和压

迫才能生活，同理，妇女由于丧失经济独立而处

于从属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毛泽东，非

常重视妇女问题。毛泽东早年通过对中国社会深

入的调查分析，深刻指出中国妇女深受“四条绳

索”的束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

像四条绳索一样牢牢地捆绑着中国女性。毛泽东

非常重视这一占人口半数资源的伟大能动作用，

发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著名号召。同时，他也

深刻指出：“妇女工作只要重视提高她们在经济

上、生产上的作用，其他的一切政治上的问题、文

化上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离开这一点就很

勉强”［6］8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带

来了女性各方面社会地位的进步。在社会转型发

展的浪潮中，妇女靠她们的积极作为赢得了较以

往社会所未有过的地位和荣耀。正如工人的解放

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一样，妇女的解放也是妇女自

己的事情。妇女不实现经济独立，这种解放就是

不可能的。

（三）观念的重塑对当前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以令所有人诧异惊叹的速度在神州大地上持续地

进行着、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妇女的社会状况有了历史性的跨

越。然而，虽然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思

想观念的发展却并不总是同经济社会的发展同

步，有时甚至滞后于经济社会的进步而起到一种

消极阻碍的作用。

当下，虽然妇女就业有着大量的机会和广阔

的途径，但是社会上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

声音仍然存在，甚至还有关于“女德”的培训班。

究其根本，这些仍是沿用传统的男权思维、男权视

角来看待女性。家庭幸福是每个人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何以是妇女的全部？女性为何不能像

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事业，而要靠嫁人、靠家庭来

被认可？

世界著名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

娜·德·波伏娃曾深刻指出：“所谓妇女解放，就是

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

有这种关系。”［7］772妇女真正的解放，犹如被奴役惯

了的人要重获自由一样，不仅需要社会发展为其

提供土壤，还需要妇女自身理性的智识、独立的精

神等所有健全的品格来作为养料给养，否则便会

面临夭折的危险。

当半个人类的压迫状态被废止而逐渐获得

解放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

义 ，人 类 的 夫 妇 关 系 将 会 找 到 其 真 正 的 形

式。”［7］772妇女的解放不仅是解放自身，或者像多

数人理解的那样是从男权的世界中争得女权，而

是女性与男性共同的解放。因为男性对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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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为直接和必然的关系。从

这种关系的性质，可以看出人对自身作为类存在

物的把握，也可以看出人的行为及需要合乎人性

的程度。

女性与男性的共同解放关系放在具体的现实

生活中便不难理解：当妇女被贬抑排斥的时候，男

人也会受到其上级或他人的不公正对待；当重男

轻女严重的时候，男人身上的担子也会更重；当妇

女婚姻不能自主的时候，男人的婚姻同样也无法

自主的……种种对待妇女的不公正现象都表现出

人如何对待人自身。当女性从男权的枷锁中挣脱

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品格、自由的精神、理性的思

考和高尚的美德时，那么男性也会从过去的狭隘、

自私、偏见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曾说的：“任

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

己。”［8］443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妇女的解放程度

成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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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Women

SU Li-hu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wome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r⁃
man Ideology and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e can grasp the core of Marxist theory of women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is, the key of labor divisi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text has important implica⁃
tion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proposi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real society. Women's liberation needs to advance in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progres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ro⁃
ductive labor and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are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their statu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social prog⁃
ress has provided social soil for women's lib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moulding of ide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wom⁃
en's liberation.
Key words: Marxist theory of women; text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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