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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世纪初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以来，“妇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解

放运动的核心话语。进入改革开放以来，话语分析成为反思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和重构妇女解放

思想的重要理论工具。以“妇女”话语为研究对象，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反思视域中“妇女”话

语所经历的话语流变：革命话语的质疑；知识话语的塑造；劳动话语的重振，发现“妇女”话语流变

背后的中西文化的互促与意识形态的斗争，挖掘“妇女”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话语和中国共产党

妇女工作话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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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边缘与重振：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反思视域中妇女解放话语的流变

陈 曦 1，2

·社会建设研究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研究，相较以往最大

的变化就是“性别视角”“性别话语”成为反思中国

妇女解放实践的重要分析工具，[1](p17)被遮蔽的妇女

问题和妇女价值在性别话语分析下逐渐“浮出历史

地表”。随着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在妇女研究中的

兴起，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话语分析成为

反思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研究思路。海内外

学者对妇女话语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特定时期国家话语与妇女话语关系的学术

反思，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

立初期；二是对不同领域女性话语的关注，如媒介、

教育、文学、法律等。

相较其他历史时期的女性话语研究，对改革开

放以来妇女话语的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

就略显单薄。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归类研究：一是

平行结构归类。吴小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性别

话语模型由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形成了国家

话语、市场话语与传统话语三者彼此相交的动态性

别话语模型。[2](p163-208)也有学者从话语主体出发，将

改革开放以来的性别话语分为国家话语、学院话语

和大众话语。二是对某类妇女话语的归类。佟新

认为 1949年以来妇女就业知识上存在着三种主流

话语：计划经济时代的“革命话语”，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素质话语”和市场化时代的

“男性强势话语”。[3](p135-149)

总的来看，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话语研

究体现了话语分析作为妇女研究的有力抓手，并力

图在性别话语的塑造中发现妇女主体性与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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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留下一些继续研究的空

间，特别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

中，梳理妇女话语演变的纵向研究；如何把握性别

话语与妇女话语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中妇女话语的内涵、定位及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以“妇女”话语为研究对象，在

学术反思视域中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所经历

的话语流变，一方面从话语演变角度折射改革开放

以来本土妇女研究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希望为

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话语体系建构中寻

求新的研究思路。

一、革命话语的质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模

式，曾一度被西方女性主义视为世界女权运动的范

例。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

化转型，吸引了一批西方女权学者来访中国，这些

刚刚经历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高潮的西

方学者，以己为度，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经验进行研

究，其成果也成为日后影响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三

本“经典”。①相较于 60年代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推

崇，在这一批学者眼中，卷入市场的“女性”已不再

有当年社会主义“妇女”的光芒。中国的妇女革命

是一场“未完成的解放”[4]或者“延迟的革命”[5]。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西方女性主义

运动“第三波”也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

来解读中国的妇女解放。克里斯蒂娃遵循德里达

语言解构逻辑去分析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在她

看来史前的中国社会所建构起的联系社会促成了

中国社会的阴性化特征。中国社会没有内在的性

别冲突，并且自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所建立起来

的“法的精神”让身处社会主义的中国妇女有着“前

所未有的新生”。[6](p111-190)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不满，还是

将妇女解放所获得的成果归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

内在性别秩序在不同社会的维护。这些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方式

和研究成果极大地影响了 1978年以后的中国妇女

研究，并形成了日后中国学者对妇女研究的基本脉

络：在西方女性主义“普适”话语中批评、反思中国

妇女解放。

20世纪 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

妇女解放的主体成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解放实践的

核心问题。在80年代的思想界启蒙的大背景下，妇

女研究学者对妇女解放的反思从分离开始，与“阶

级”“革命”“政治”的分离成为妇女研究者寻找妇女

解放主体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市场在中国经济中

不可逆进程的加速，“妇女问题”也促使学者试图以

性别差异来“寻找女人”。

（一）从文学作品到文学批判：改革开放初期妇

女解放话语的批判转向。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期的中国，理论

界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将社会主义改

革的问题归于“批判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以
启蒙的方式容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7] (p8)特

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走向未来》丛书出版、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等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将思想解放的重心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的

制度现代化转移到“文化的现代化”。这与 20世纪

80年代冷战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潮流趋势相契合，即

从总体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社会政治运动

转向文化批判。

理论上的反思形成对个人价值的高扬，这成为

中国知识女性进入文化实践的话语环境。改革开

放后的第一批妇女研究者也是在此背景中从各自

的学科中走出来，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开启中国妇女

解放研究。

20世纪 80年代女性文学作品成为国内妇女发

声的主要方式。这些出生在20世纪40或50年代的

女性知识分子，成长在“男女都一样”的公共语境，

却在步入婚姻和家庭时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性别观

念。对于该时期社会流行“回归女人”的呼声，大多

数女性知识分子并不认可。在她们看来，获得政治

①20世纪 70年代末，一批西方女权主义学者访华后展开了对社会主义中国性别制度和性别现象的研

究。这些研究成为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妇女问题的基础性文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参见Croll Eliza⁃
beth：《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Schocken Books出版社 1978年版 ；Kay Ann Johnson：

《Women，the family，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社 1983年版；Mar⁃
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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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地位的解放，坚持奋斗实现自身价值的“妇

女”才是中国女性的形象。①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对

妇女关注从文学作品创作转向文学评论，当代西方

女性主义话语开始进入国内妇女研究与话语实

践。该时期女性文学评论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关注，

最早来自对欧美女性文学评论的翻译。②中国学者

尝试将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带入中国女性文学

评论，并通过文学评论中挖掘女性话语的力量。③

这种由妇女特殊生活条件决定，“跨越国界、种族和

社会存在的抽象概念”的“妇女意识”，[8]p279与当时中

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妇女话语的分离倾

向不谋而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女

性主义话语下的反父权“女性”就是毛泽东时代“男

女都一样”话语下的“妇女”，两者皆是被社会政治

所异化的女性意识。只有通过回归传统性别差异

的“女人”，才能证明“妇女的价值和批判父权，赢得

男人的尊重”。[9](p60)

对于此时“妇女”“女性”与“女人”三者的话语

差异，李小江认为反映了“中国大陆知识女性对两

个世界的关注和对女性主义的相对隔绝”。[10](p183)

李小江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0世纪 80年
代至 90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国内妇女话

语研究的影响状态，即国内妇女话语研究呈现出话

语上的圈内与圈外的“两极分化”，大有“群氓”与

“精英”之别。圈外是上述普遍存在地受西方女性

主义话语启发有所认识，似懂非懂的性别意识懵懂

状态；圈内则是借助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推动妇女学

科建立，无论是对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拿来”还是

“落地”，都营造出更为专业、更为精英的中国妇女

解放话语的建构趋势。

对于后者而言，这样的“独秀”源于两方面原

因。一是国内知识界新启蒙运动的潮流驱动。20
世纪90年代，受到市场经济挤压的知识分子开始从

传统到有机的分化，通过各自拥有的知识场域建构

知识分子共同体。汪晖认为“新启蒙要构建的思想

界，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性质，通过民

间的自由论坛或公共传媒，讨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

活的公共事务”。[11](p20)这种新启蒙的“公共空间”建

构无疑影响了女性知识分子跻身学术主流的话语

选择：与体制保持距离的民间色彩和与“女权”政治

区别的学科化态度。

二是源于自身性别困境的思考。这个时期走

进妇女研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源于自己所面对的

“男女都一样”的官方话语和日常生活中对妇女的

固有偏见的困惑。④她们站在妇女的立场上为妇女

利益发声，赋予此时妇女研究的本质——“文化领

域的政治运动”。[12](p23)因而这一阶段的妇女研究作

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为妇女自发行动开

辟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理论表达上呈现出话语

的先锋性。

（二）“妇女话语”的两个认识维度：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

“寻找女人”与重新认识“妇女”成为该时期妇

女解放话语讨论的主要问题，也因此形成了对“妇

女话语”的两个认识维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当

代西方女性主义。前者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

解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寻找新途

径，后者则尝试运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建构不同于

革命话语的“女性话语”。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学者看来，“寻找

女人”就意味着重新认识“妇女”，认识妇女解放与

①参见该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例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方舟》（1982），张辛欣《我在

哪儿错过了你》（1980）等。

②参见[美]E.安·卡普兰，姚晓濛（译）：《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情节剧和妇女影片（1910—
1940）中的母性》，载《当代电影》1988年第 6期，第 7—25页；参见[英]克里斯·威登，林树明（译）：《女性主义

与后结构主义》，载《山花》1993年第6期，第68—70页。

③参见荒林：《陈染小说：为妇女获得形式的写作》，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 4期，第 28—33
页;乐铄：《易识的叛逆与解放话语——现代妇女文学中的独身女性题材》，载《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 6
期，第36—39页。

④参见李小江：《中国妇女文学的历史踪迹》，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5期，第62—66页；李小江：《改革

与中国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妇女问题及妇女理论问题》，载《社会科学战

线》1988年第4期，第300—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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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李小江认为妇女解放

尽管与阶级解放并不同步，但妇女解放必然融入人

类解放。妇女解放同时也是摧毁父权制的价值体

系和建立新的文化伦理秩序。 [13](p142-166)但也有学者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妇女已经获得人的权

利，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获得“女性本体解放”从而达

到两性和谐，最终走向人类的解放。[14](p37)

相较之于重新认识“妇女”，更多的学者倾向于

尝试运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建构不同于妇女话语

的“女性话语”。尽管女性文学批评仍是该时期国

内妇女研究的主要载体，但国内学者也开始将视线

扩大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较为系统地引介，①并

尝试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来建构有别于革命话

语的“女性话语”。这些尝试一方面来自学者个人

借鉴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海内外举

办以妇女为议题的学术论坛、学术会议，将西方女

性话语引入国内学界。

前者而言，戴锦华和孟悦合著《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

尝试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框架下，开启对中国妇女

解放话语的反思。作者批评新文化以来的马克思

主义是以主义和信念裹挟妇女进入革命，妇女成为

革命力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劳动力资

源。当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作为知识和科学方法指

导文化的属性，妇女就失去了女性主体性的追求，

无法获得“精神性别的解放”，[15](p263-269)“女性掉入一

个心理的、更是话语的陷阱”，[15](p268)它表面上针对妇

女解放，但实质从属于五四的反传统话语。据此，

作者强调“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概

念”，[15](p268)提出作为文化现象的妇女解放需要女性

自己的话语言说。

后者来说，该时期以妇女为议题的学术论坛和

会议，不仅将西方女性话语引入国内学界，而且也

是女性知识分子通过女性知识场域构建话语及知

识共同体的主要途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92年
的哈佛会议和1993年天津师大研讨班，如果说哈佛

会议将Gender（社会性别）带入中国问题研究，天津

师大研讨班则是将 Gender引入中国妇女解放话

语。在接下来的国内妇女解放研究和实践中，Gen⁃
der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元话语”，具有绝对的话

语控制力量。

在举办首届中国妇女研讨会的20年之后，海外

学者在哈佛再次召集研讨会，其意义不仅在于显示

了 20世纪 90年代国际汉学界妇女研究的蓬勃生

机，而且更被国内妇女学界认为是国内妇女研究与

国际接轨的起点。 [16] (p48)但对于受邀的八位中国学

者来说，海外学者的研究趋向与国内的学术反思却

呈现出“难以沟通之处”。 [17](p121)此时国内学者力倡

“有性人”视角对社会文化进行审视，批判父权国家

的妇女话语在市场经济中将妇女视为“甩掉的包

袱”，用“找回女人”来划清与革命话语“妇女”的关

系。而海外学者却在去西方化的研究背景中，尝试

纠正西方中心视域下欧美女权主义看待中国妇女

解放中的偏颇，重审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话语的“解

放”意义。[17](p119-121)面对海外学者提出对中国语境下

的“妇女”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以及中西语境

中“妇女”的不同使用问题，此时的国内学者则更愿

意关注在推进国内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如何借

助社会性别进行研究转型，建构与西方妇女研究不

同的研究主体。

“难以沟通”让国内学者看到了海内外中国妇

女研究的差异，也促使国内学者开始转变对西方女

性主义学说的态度。90年代初的国内学界对西方

的认识已经从价值观讨论转化为知识建构的讨论，

此时中国盛行一时的“主体性”理论也已对“人”有

了新的想象与形塑要求：从革命、乌托邦、大叙事回

到日常生活。[18](p143-144)因此在“告别革命”，反思知识

基础的中国语境中，将西方理论视作知识工具成为

中国学者面对此次会议中西之间“难以沟通之处”

的处理态度。同时，受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和

后殖民主义影响，中国学者对白人女权主义也有所

警惕，力图将方法论“在地化”来削弱西方女权话语

对中国妇女解放话语控制的企图。

除海外学术团体对国内妇女研究的推进，国内

①参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张慧敏：《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精粹》，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陈龙：《从解构到建构——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载《当

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 5期；刘霓：《赋予灰色理论以生命的活动——女性研究的理论发展与争论》，载《国

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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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也利用国内知识分子结构分化的契机，积极筹

办学术会议促进妇女研究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形

成。1993年天津师范大学主办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和

1992年上海中外妇女问题研讨会，[19](p60)将西方女性

主义学说带入社会转型时期妇女解放的实际问题，

倡导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用妇女改变学术和公共与私

人的关系，这对日后国内妇女学科发展中强调“始终

把妇女作为主体并置于中心位置”和妇女解放实践

中“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提供了话语支持。[20](p19)

总的来看，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在西

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国内妇女研究已经尝试运用

话语来思考妇女问题。相较于原有性别模糊的革

命话语，“有性人”视角把妇女从“家”“国”和各种主

义中脱离出来，“让女人说话”，回归到寻找女性自

己的历史。[21](p7)

将性别革命从阶级革命中分离剥离出来，挖掘

女性作为性别主体对自身能动性的促进作用，这无

疑具有话语启蒙意义。但被市场经济排挤的妇女

在“回归女人”的号召下变成了“让女人回家”的就

业选择，西方新保守主义回归所带来女性主义与消

费主义的合谋也被隐藏。正如杜芳琴对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妇女研究的评价：“‘有性人’视角看到

有性别分野的男女,但对整个性别制度的结构、变化

及其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和两性的互动关系缺乏观

察的深度和解释的力度”。[20](p16)“男女有别”取代了

“男女都一样”的主流话语地位，“女性意识”“性别

意识”在宣告妇女同阶级范畴分离的同时，妇女研

究的“学科化”研究范式也逐渐剥离了“妇女”话语

的政治性和历史性。

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中期国内对妇女“自然

女性”话语定位的批判促使了社会性别的引入与传

播。社会性别通过强调性别的后天社会建构而将

两性的自然差异转移到社会差异，这不仅与马克思

主义强调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理论不谋而合，

而且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凸显的“妇女问题”提供了

新的解释途径。’95世妇会后，伴随着社会性别理论

的助推，迎来了国内妇女研究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

论的蜜月期，具有革命、国家话语属性的“妇女”也逐

渐“边缘化”，从国家话语退场到有限的官方话语。

二、知识话语的塑造

20世纪 90年代的国内思潮以强调自由为主。

在此背景下，高呼“个人即政治”的西方女性主义第

二次浪潮颇受国内妇女研究者的欢迎。’95世妇会把

国内妇女研究“从隐形变为显性”，[22](p66)将改革开放

以来妇女研究中的西学东渐潮流推向了高峰。联合

国提倡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中国妇女组织推动

各级政府实施男女平等承诺的有力砝码。与此同

时，社会性别及其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

涌入国内，对传统妇女理论的告别和对新理论建构

的渴望成为当务之急，“挥手”与“握手”同时进行。

90年代末国内“后学”的兴起，激发了西方女性

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引介，受 20世纪 70年代法国知

识革命影响下的欧美女性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不

同于对女性集体政治目标的号召，后现代女性主义

思潮拒绝女性身份单一化和本质化，“反思自身”的

后现代主义，在新的话语概念工具以及话语分析助

力之下，国内妇女研究以女性话语的反思与建构为

切入点将妇女问题带入到知识话语时代。与此同

时，带有政治和历史内涵的“妇女”在学术反思中逐

渐被中性而温和的“女性”所边缘。

（一）文化批判转向：知识话语的学术反思。

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是国内较早

运用话语分析来研究中国妇女解放。不同于同时期

在文学语境中进行的女性话语研究，她立足于中国

社会与历史语境，借助西方后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尝

试将中国妇女研究从文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

李小江认为中国的女性话语存在于三种话语

世界。一是传统或本土的话语，二是启蒙话语，三

是社会主义话语。[23](p82-83)社会主义话语产生于革命

语境中，“妇女”与“同志”相连，表征着被革命塑造

的中国女性跳出了封建家庭，进入到国家。[23](p83)当

被赋予革命意蕴的“妇女”作为独立使用的词语时，

就产生了官方与日常生活两种语境下的两种内

涵。在官方话语中，“妇女”是一个“在官方文件中

或在会议上官员对女人的统称”，而在日常生活中，

“妇女”依然持有“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

历史文化内涵。 [23] (p84)为何革命话语的标签一旦落

实到具体的人，就被认作是“一个受女人鄙视被社

会掷荒了的词语”？[23](p84)李小江指出这种话语上的

分歧是试图切断女人作为“有性人”与历史的关

系。“妇女”作为国家话语的结果是“男女平等”在国

家权力作用下，从“百姓思考的话语”转变为“社会

行为准则”，妇女解放从未完成的社会运动转化为

一个“社会承诺”。[23](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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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意味着“被解放”，如何才能真正解放？

李小江提出：在女性经验中寻找自我，在“男女都一

样”中剥离“女人”。换而言之，就是基于女性经验，

在质疑革命话语中开启女性的主体性建构。

21世纪初以来，借助社会性别研究范式，女性

主体性与国家间关系的文化批判成为对“妇女”学

术反思的主要方向。金一虹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铁姑娘”为话语考察对象，分析在“男女都一样”

的国家话语下的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

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 [24](p169-193)全红和魏漫红

以政治宣传画和《中国妇女》杂志为话语考察对象，

分析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对女性性别主体建构的

影响。无论是“铁姑娘”，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妇

女杂志塑造的妇女形象，上述学者都认为作为国家

话语的“妇女”，一方面塑造了“男女平等”的性别蓝

图，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国家意志“挪用和压制”了妇

女的身体，[25](p136)导致了妇女对性别意识的“集体无

意识”。[26](p18)

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让西方社会性别话语发声，

“妇女”不仅被中国学者关注，也进入了海外学者的

视线。在 21世纪初的妇女研究成果中，汤尼·白露

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名字，她在《中国女性主义思

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
nese Feminism)中关于妇女范畴的问题中提出“过去

的未来”妇女史研究方法。该观点不仅为许多国内

学者所津津乐道，而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语境

下“妇女”范畴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其后中国

学者的妇女想象。

白露认为进入全球化范畴中“妇女”和“女性”

都是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的特殊人群。她以建构

“过去的未来”的妇女史研究方法来探讨“妇女”在

作为历史性词语的误用，提醒“妇女”在中国重新改

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找适当解释对象的概念，它

需要通过校正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历

史连接方式来解释，而不是停留在翻译的概念之

中。 [27](p46-51)但悖论是，她对中国妇女的历史连接方

式仍然没有离开殖民现代主义的背景。如同许多

西方学者一样，她对中国妇女的学术研究始终是置

于这样的框架：父权压迫+殖民现代主义控制+第三

世界妇女的主体性抗争。这样的框架总是在力图

回避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所造就的

中国妇女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李小江以“有性人”视角去解读西方理

论中的性、性别差异，并以此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视

域下寻找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契合点，还是汤尼·白

露沿着社会性别范式的轨迹，建构“过去的未来”妇

女史研究方法去考察“妇女”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

历时性。两者都试图将“妇女”引向个体生活实践，

建立把个人作为一种方法，改变宏大理论的叙述方

式。美国明清妇女史专家高彦颐更是在《闺塾师》

一书中质疑“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28](p4)开启了

海内外妇女研究对“五四”革命话语的批评。她认

为，“五四”公式将中国封建女性形象被统一打上

“受压迫”的悲惨形象，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

识形态的建构”。[28](p4)

革命话语固有的集体性与政治性似乎已不再

适用于个体日常生活的言说，知识界“告别革命”的

思潮又将“妇女”推向话语边缘。但是，作为知识生

产的“女性”话语成为妇女解放话语主流，却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的新陈代谢。Feminism
翻译在国内出场的复杂性暗示了两者之间的杂糅。

（二）学术反思的两个维度：劳动话语与知识话语。

’95世妇会在成为向世界妇女展示中国的同

时，也成为推动“社会性别”进入中国妇女研究的热

潮。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引领下，女性知识分子以追

问中国女性主体性向各学科全面发声，批判与反思

不绝于耳。几乎同时，国内妇女研究与妇女运动又

迅速分化，各派别之间有穿插与联系，但更多是对

立与矛盾。吴小英在对 21世纪以来国内妇女性别

研究的回顾中指出，国内妇女解放话语的分歧来自

学术合法性及社会源泉的两方面批评。 [12] (p27)可以

说，吴小英较为准确地指出了21世纪初妇女话语的

研究的两个反思维度：妇女话语是根植于马克思主

义的劳动理论还是成为批判文化的“社会性别棱

镜”？①

对于后者，如果追溯 20世纪 80年代 Feminism

①王政认为社会性别是观察社会，检验已有理论的研究“棱镜”。参见曹晋，吴娟：《如何从边缘到主

流: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困境——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王政教授访谈录》，载《探索与

争鸣》2004年第12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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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的翻译伊始，就不难发现国内妇女研究从

一开始就小心地抽掉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性，而

将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定位在方法论。

西学东渐在 80年代的中国已经蔚然成风，但

Feminism仍被视为与资产阶级女权相关。由于“对

女权主义的拒绝和对女权主义的翻译介绍同时进

行”，[29](p113)Feminism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

义”，不仅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女权的回避，也是国内

妇女研究各方力量对西方理论认识态度的反映。

闵冬潮考察了国内接受“女性主义”不同心态：

妇联出于对新理论的渴望，希望以此来解决传统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与现实问题的冲突，但又受困于推

进社会性别时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民间、学院研

究者认可西方理论的权威，但同样坚信中国有自己

的妇女理论，并将Feminism译作“女性主义”以区别

于西方的“女权主义”。[29](p112-122)

上述两者对Feminism持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

上，更多是与当时国内对后学的态度保持一致。一

些学者认为，“中国后学并不是像西方那样以解构

为目的，而是带有明显启蒙思想传统的建构

性”。[7](p26)也就是说，后学在中国成为一个整体性替

代方案而不是竞争性方案。这意味着“女性主义”

虽然来自西方，但由于这些理论依然被置于中国的

语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建构目的，将女性主义的

建构指向了方法论。

总的来看，国内各研究力量无论出于何种考虑

将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唯一能够被各方所接

纳的是将 Feminism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打造为“普

适”学术研究工具的推广。这促使90年代中后期学

院研究成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主流。

佟新回顾了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 30年的发

展，认为妇女研究30年的发展是以进入学术主流为

目标的发展进程，强调“女性、性别社会学对社会学

的突出贡献是在知识生产或方法论方面”。[22](p67)女

性话语成为批判父权制文化的有效工具，也重构新

的知识。作为新知识生产工具的女性主义，正努力

通过妇女研究话语的知识化，建立“一套分析概念

和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框架,以理解性别权力关系

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22](p68)国内妇女研究在推进

学科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将女性主义

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性别’作为

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

架”。[30](p191)

“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成为跨

学科中被频繁使用的研究方法，知识话语让妇女研

究从隐形走向显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区隔了话语

使用的妇女群体。知识话语在妇女群众中难以被

“普适”，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原有的传统性别话

语又陆续回来。不仅如此，由于知识话语建构的西

化语言与思维，加之研究群体内部分歧，知识话语

不仅在妇女群众中难以普及，就是跨出自身学术共

同体也非易事。以学科化为导向的知识话语建构

导致妇女研究的现状呈现出“圈子越来越小，调门

越来越高”①的话语局限。

三、劳动话语的重振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日益为世界瞩

目，“中国理论建构”的热潮和妇女研究本身具有的

批判性促使学者开启对知识话语的学术反思。这

支反思力量既有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

者，也有海外长期进行中国妇女研究的学者专家。

海外研究者以王玲珍、柏棣、苏红军、王政、王

雪萍等为代表。她们无一例外具有这样的身份：成

长在国内革命话语时期，长期受海外学术训练，并

且是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较早引入国内的妇女研

究学者。这样的学术身份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位

置促使她们开启对国内“妇女”话语困境的反思。

柏棣通过分析“社会性别”在西方学界的批评

脉络，尖锐地指出“‘社会性别’被引诱了，完成了跟

资本的联姻”。 [31](p6)“物质主义女性主义”对生理性

别的“女人味”强调，其实是加大了“社会性别”的分

化，是重新社会性别化(re-gendering)。因此，柏棣认

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女性意识回归”本质是“去”妇

女解放的。[31](p1-6)

王玲珍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所带有的西方中心

和变相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导致了对中

国妇女解放的两个经典结论，即“中国社会主义革

①关于“圈子越来越小，调门越来越高”的提法，最早是《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于 1998年组织的中国

妇女研究“圈子越来越小，调门越来越高”的讨论。参见姜秀花：《“调门高”与“圈子小”？：中国妇女研究评

价》，载《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1期，第26—33页。

·· 55



命的父权本质和性/别系统和女性主义实践都应该

具有自治独立性”。 [32](p6)这样的结论让国内妇女研

究在去政治和去历史的同时，也在话语建构中试图

给“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预定为统一而绝对的

概念。但现实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深刻揭示

了女性主义不可能超越其历史环境，它造就了“社

会主义女性主义主体性具有多重维度”。[32](p18)

王政也同样指出，毛泽东时期的妇女主体身份

恰恰是多种话语构成，而并非主导的社会性别话语

构成。[33](p16)如果用“一个面目不清的父权制党国假

设”去寻找被社会主义国家男权特征所抹杀的女性

特质的妇女历史，在为中国女性呐喊主体能动性的

同时，却恰好通过否定革命从而“排除了国家运作

过程中妇女反抗行动的可能性”。[34](p20)

几乎同时，国内学者也借助于国内知识界对

“西学东渐”的学术反思热潮，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反思知识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带来的影响，

重审“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话语意义。

宋少鹏认为市场转型带来的产权私有化和家

庭私人化，这种再生产的私人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

为再生产的女人化，从而导致代表公领域的“妇女”

在中国社会的失语和边缘化，妇女群众面临着从国

家承认的可见政治力量的势衰。 [35] (p5-12)因此，中共

“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所提出妇女受到资本和家庭

的双重压迫在今天仍然适用，妇女解放的途径依然

是“妇女解放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宋少鹏重新审

视中共话语中对“妇女”的偏爱：在新文化运动的语

境下，比起“女权”彰显性别分类与权利意识，“妇女”

一词更“凸显了妇女解放与整体社会制度之间的关

联”。[36](p77)只有在唯物史观下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归于私有财产制度，赋予“劳动妇女”与生产制度的

联系，才能超越妇女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关联。

对于“劳动光荣”作为国家话语对女性解放工

具化的质疑，光梅红考察了“劳动光荣”话语建构与

20世纪 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就业实践的密切关

系，指出正是在“劳动光荣”的国家话语塑造下，中

国妇女就业达到一个巅峰期。只有“劳动光荣”与

“妇女解放”的利益一致或基本一致，才是“劳动光

荣”话语价值所在。[37](p55-61)董丽敏也指出，延安时期

妇女“组织起来”的话语意义也在于通过相对平等

的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劳动，“询唤出一批具有劳

动自觉、尊严感与‘公家’意识的‘新妇女’”。[38](p10-21)

刘希考察了 1949—1964年三份妇联刊物中底层妇

女叙事，发现正是“劳动妇女”“主人”“同志”等话语

重塑了底层妇女的自我认同。底层妇女通过肯定

自身的劳动付出，从而在新社会积极建构“受尊重

的和政治性的主体身份”。[39](p58-70)

妇女研究的革命转向带来了妇女研究的“前三

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反思，如何将革命重新带

回新时代妇女解放实践，海内外的研究学者几乎是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劳动话语的重塑。越来越多

的学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和劳动的理论作

为对抗新自由主义对妇女解放伤害的有力武器。

苏红军评析艾森斯坦《被诱惑的女权主义：全

球精英是怎么利用妇女的劳动和思想来剥削世界

的》指出，西方学者对女权主义去政治性的批判，无

疑是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

径对当代女权主义的反思的合理性。[40](p101-106)

鹿锦秋对南希·哈索克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女性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为分析工具，才能在性别化

视域下有效地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原始积累

男权本质的同构关系。[41](p10-15)揭爱花在对妇女解放

的国家话语生产机制考察中也指出，中国妇女解放

的历史性决定了性别解放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基础之上。 [1] (p2-8)

石红梅关注了家务劳动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意义，指

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再生产活动的合理解释是

重估私领域家务劳动的有效途径。[42](p13-16)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妇女问题，亟须解决

的问题不是陷入中西二元权力对峙的“本土化焦

虑”，[43] (p37)而应是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海内外妇

女研究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妇女的关注，把

研究重点拉回资本的视域，其立意本身就是立足于

劳动妇女作为中国妇女解放主体的社会现实，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武器，重新召唤劳动

妇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核心概念的

理论旨趣和现实价值。21世纪中国的妇女解放是

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伟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赋予了妇女解放话语不仅是“本

土特色”，而且为第三世界妇女的解放话语重构带

入了新的理论空间和实践路径。

四、结语

在学术视阈下回望改革开放 40年来“妇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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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话语中的演变，从革命话语到知识话语，

再从知识话语的反思到劳动话语的召唤。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成果已经极大

地丰富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在反思中建构

起来的本土性别话语也推动着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的不断进步。但我们仍需看到，“妇女”这个曾以表

征政治集体的概念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标

志性符号，在四十年中不断变化的话语位置所折射

出本土妇女研究的曲折与复杂。

一方面，“妇女”在学术反思中的话语流变是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思潮影响下，学者在中国

语境下寻找妇女主体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艰难探

索。回望学术反思中批评国家话语“妇女”遮蔽下

中国妇女的“被解放”，到重新唤回五四时期“女性”

的知识话语塑造。告别革命话语的“妇女”，摆脱国

家意识形态以争取女性主体性几近成为知识女性

的共识。但这种建立在西方价值逻辑基础之上放

弃革命想象的“女性”，既难以适应当下中国语境，

也不能简单地回归五四语境。否定革命话语并不

能让知识话语的塑造更为合理。

重拾革命时期的劳动话语虽然颇具中国妇女

研究的本土意蕴，但这样的探索还处在艰难的起步

阶段。目前海内外学者对“妇女”劳动话语的关注

大多还停留在探讨劳动话语的理论意义，对劳动话

语在新时代的理论建构还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诸

如劳动话语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的关系问题，“妇女”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话语和中

国共产党妇女工作话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问

题，“中国妇女”在世界妇女解放话语中的地位和贡

献问题等，都亟须下大力气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妇女”在学术反思中话语流变的背

后是中西文化的互促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回顾四

十年来妇女解放与妇女研究，“妇女”从革命话语到

知识话语，并在妇女解放话语体系日趋边缘化，其

变化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在国内文化

流动和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如果说 80年代的妇

女研究是以批判传统文化和现实制度，更多是道德

的反思，那么 90年代，特别是’95世妇会以后，西方

女性主义理论被大量引入，促使本土妇女研究从道

德反思转向知识反思。应当承认，学术的发展为改

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话语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拓

展了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研究的空间。但是，如果仅

从研究范式角度讨论“妇女”话语，只能将问题继续

停留在文化批判，从而赦免了对西方理论的意识形

态批判。[44](p98)

李小江在反思后殖民主义对国内妇女研究的

影响时，痛心地指出，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体制下

妇女解放宝贵资源的挖掘与整理，中国妇女解放话

语陷入两个“不得不”，一是站在颠覆父权文化的立

场上，不得不使用男性中心话语；二是不得不使用

被西方女权主义所控制女权主义话语。 [45] (p45)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之时，中国妇

女解放话语的学术研究需要更多的“中国声音”，坚

守学术话语权，发扬“中国智慧”创新“妇女”话语，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继续挖掘马克思主

义“妇女”话语的理论内涵、革命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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