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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风险社会时代背景下 ,女性在自我认同的前提下需要将自己塑造成科技创新人才 ,以此来达

到对科技风险的自我防卫和参与规避。女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建构还有利于打破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状

况 ,促使女性的解放。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女性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数量还比较缺乏 ,这需要我

们为女性参与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建构女性科技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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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科技的迅猛发展 ,科学技术给人们带

来了巨大的福利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问

题。在风险社会理论者看来 ,这样一个以知识尤其

是科技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是风险社会而且是世界

风险社会。面对社会风险 ,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

的负面后果 ,同时也提高了风险意识 ,更加关注个

体的安全。女性当然也不例外 ,她们在增强安全意

识的同时 ,也在形成新的自我认同。在风险社会情

境下 ,她们需要通过自身科技创新人才的塑造来进

行自我防卫和参与规避科技风险。女性科技创新

人才的建构也是实现自然与社会统一以及打破男

性对女性压迫关系的重要路径。科技创新的内在

本质是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共同参与的过程 ,女性

科技创新人才的建构将体现科技创新的大众化和

民主化特征。

　　一、风险社会与女性的自我认同

1986 年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

作《风险社会》一书中 ,首次明确提出“风险社会”这

一概念 ,他指出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

中脱颖而出 ,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 ———(工业

的)‘风险社会’。”[1 ] (P2) 在他看来 ,“风险社会”标志

着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正在形成另

外一种现代性 ,即人类开始进入反思性现代化阶

段。“风险社会”的概念就是指在这样的阶段中 ,

“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

位。”[2 ] (P10)
与工业社会分配财富不同 ,风险社会则

是分配风险。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具有不同的社

会结构 ,工业社会存在社会阶级之分 ,而风险社会

完全是个人化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平等 ,而

风险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安全。因此 ,可以看出他实

际上区分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或者说是“古

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不同。工

业社会正在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 ,这是由它所带来

的负面效果而引起的。

面对风险社会 ,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后果 ,

尤其是反思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在贝克

看来 ,科学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但

这一进步也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生产力的指数

式增长 ,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

前所未知的程度。”[1 ] (P15) 也就是说 ,人类生活在不

确定的风险之中 ,风险的主要来源是科学技术及指

导其发展的科技理性。他强调 ,“在提高生产力的

努力中 ,相伴随的风险总是受到而且还在受到忽

略。科技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对生产力有用 ,而与之

相联系的危险总是被推后考虑或者完全不加考

虑。”[1 ] (P71) 由此他得出 ,风险反映了人类活动的疏

忽 , 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后果。在他看来 , 风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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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那些业已存在、面向未来的种种有危害性的不

确定因素 ,风险的来源已经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 ,

尤其是科技知识 ,因此 ,可以说风险社会的实质是

以科技风险为主导的社会。同时贝克认为 ,这时的

风险已经完全超出地域性限制而影响到整个人类 ,

风险社会准确地来说是“世界风险社会”。

经验事实表明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给人类带来

了益处 ,同时也带来了可能的灾难和不确定性的后

果。核武器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深远而

复杂 ;科技的工业化应用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能源危

机 ,同时破坏了生态平衡 ;网络技术的使用带来了

病毒传播、网络犯罪等社会问题 ;转基因、纳米技

术、克隆技术的使用都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科学

技术发展的后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由于人的认识

的局限性 ,对于有些会产生偶然性后果的可能性 ,

我们无法作出准确的预测。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

带来的种种负面效果 ,人们开始树立风险意识 ,重

新认识自我 ,关注个体的安全 ,并开始对科学技术

展开批判。贝克认为 ,“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的起

源并不在于批评者的‘非理性’,而在于科技理性面

对文明的风险和威胁的增长时的失败。”[1 ] (P69)
人们

通过对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的批判和反思 ,寻找一

种人道的科学技术 ,促进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

使科学技术成为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工具。

当外部世界越来越对个体构成威胁时 ,女性也

越来越关注自我实现和个体安全 ,“发现自我 ,成了

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3 ] (P107)

她们安全意识的增强不仅是一种自我防卫 ,也是对

社会风险的一种积极调适。女性的这种自我认同

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

知 ,她们将自己也定义为科技创新人才 ,以更好地

掌握抵御风险的科学知识 ,让自身能够对风险加以

掌控。在传统的科学研究领域 ,男性群体占据着主

导地位 ,他们拥有科学领域中的重要话语权 ,他们

拥有知识也就意味着拥有权力 ,而女性群体在那里

处于从属的地位 ,她们需要凭借男性的知识来解决

风险问题 ,这就使男性对女性具有较大的控制权

力。正是对自我的发现 ,使女性明白自己应该和男

性一样 ,掌握应对科技风险的知识和本领 ,摆脱传

统的对男性知识的依赖 ,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对风险

加以控制和把握。她们将自己界定为同样是科技

风险的直接应对者 ,从而能与男性有同样的地位 ,

脱离他们的控制。

因此 ,为了应对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从中获得

与男性同样的角色地位 ,女性在自我认同的基础

上 ,需要掌握专业化的知识 ,把自己塑造成创新型

的科技人才。只有这样 ,她们才能参与到科学活动

中 ,独立地对付一些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问

题 ,这不仅有利于她们增强自我防卫本领 ,而且有

利于她们对科学研究的后果进行监督和评价 ,通过

科技创新来参与规避科技风险。

　　二、女性科技创新与女性的解放

在风险社会中 ,女性通过自我认同 ,提高自我

科技素质 ,更多地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 ,这不

仅是对风险的一种积极应对和参与规避 ,也是打破

男性科学研究垄断地位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是 ,

女性的这种科学参与 ,将有利于改变男性与自然之

间父权制决定关系 ,进而改变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

不平等关系 ,促进女性解放的实现。

传统意义上 ,女性与自然之间具有特殊的关

系 ,她们显得比较接近自然 ,这从生态女性主义理

论便可以看出。一直以来 ,女性作为仁慈的养育者

是女性众多的特质中的重要表现 ,这一特质常被人

们用来比喻一个孕育生命的地球 ,因此就有了“地

球母亲”的说法。麦茜特的早期著作《自然之死》从

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自然统治的父权制根源。她认

为女性的概念同自然的概念紧密相连 ,都是历史和

社会的建构。在 16 世纪以前 ,“有机论”的自然观

是人们的主流思想 ,“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 ,尤

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 :她是一位

仁慈、善良的女性 ,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

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4 ] (P2)
随着欧洲科学革命的

到来 ,男性主导的现代科技活动开始将原来被视为

有机体的自然一步步地摧毁 ,人们将自己从自然的

任性中解脱出来。由于女性的重要特质与自然相

似 ,因此男性往往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男性通

过科学技术活动对自然进行控制 ,包括对于女性的

控制 ,女性被男性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 ,压迫自然

与压迫女性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 ,“生态女性主

义者认为同样的统治逻辑也使阶级种群等的压迫

合理化了 ,这些个别的压迫构成了彼此支持互相呼

应的整体性的压迫系统。因此要消除性别压迫 ,就

必须同时消除其他形式的压迫 ,所以女性主义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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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所有形式压迫的运动。”[5 ] (P235)

既然“对自然的技术工业统治与男人对女人的

统治如出一辙 (或者是前者在后者中找到基础) ,而

且前者只能与后者一同被废除”[6 ] (P34)
,那么我们在

提倡男女平等时 ,就应注重改变男性在技术领域的

统治地位 ,让女性更多地参与进来。这有利于废除

自然与社会的旧二元论对立 ,达到自然与社会的统

一。自工业社会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在

给人类带来生产力迅速提高和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风险问题 ,这根源

于人们将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主宰 ,而非自然的一部

分 ,由此就形成了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当女性被男

性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时 ,男性在压迫自然的同时

也强化了压迫女性的意识。因此 ,提倡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与提倡男女平等是分不开的。只有将女

性的世界与男性的世界合为一体 ,并将女性与自然

的结合体割裂 ,我们才能改变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状

况 ,创建一个自由和生态的社会。

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者的观点 ,现代社会的风险

虽然来源于科技知识 ,但科技知识对于规避风险、

重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性。也就是说 ,社会风险的

规避离不开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离不

开科学技术的解决。尽管科技创新会带来产生某

种新的风险的可能性 ,但这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制

度和道德手段加以控制。进一步说 ,以科技创新规

避现代风险 ,这里的科学技术活动是在制度与道德

的塑造下 ,以区别于以往无约束的科学技术活动。

只有科学技术受到了制度与道德的重构以后 ,科技

创新才能达到规避社会风险 ,实现自然与社会统一

的目的。由于实现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和女性的解

放是连为一体的 ,那么包含有制度与道德要素的科

技创新必然需要女性的参与 ,这种科技创新的参与

是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路径 ,也将更有利于促成自

然与社会统一的目标的实现。

为寻求自身的解放 ,面对风险社会中的科技风

险 ,女性在开始反思和形成自我认同的同时 ,也需

要通过参与科技创新来建构新的自我 ,在传统男性

统治的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获得这一领域

的话语权 ,以摆脱男性依靠知识的权力对女性的控

制 ,从而使自身在社会中得到平等的对待 ,将自己

解放出来。尽管女性科技创新意识已经觉醒 ,但由

于受到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现实中的女性

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数量仍然较少 ,这里面更

多的是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 ,这就需要我们为女性

参与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使她们能更好

地成为科技创新人才。

　　三、女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建构途径

作为对风险社会中科技风险的回应 ,女性科技

创新人才的建构不仅是女性自我防卫和参与规避

科技风险的现实需要 ,也是打破自然与社会对立 ,

改变男性对女性压迫关系的重要路径。此外 ,女性

科技创新人才的建构本身是由科技创新的内在本

质决定的。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 ,科技创新应

该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理解 ,“某种社会行为的体制

化必须有其与之相适应、能够维护其持续发展的阶

级———阶层 ,或者说有其广泛的支持者队伍 ,它既

需要一大批具有特定素质的社会成员 ,也能够创造

一大批具有特定素质的社会成员 ,在这个意义上 ,

体制化就意味着大众化。”[7 ] (P33)
因此 ,科技创新的

内在本质是体制化、大众化、民主化的过程。科技

创新的过程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的过程 ,科

技人员、企业所有者、消费者、政府官员等等 ,都有

资格成为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角色 ,他们都致力于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表达自己的利益。既然科技创

新是一种社会成员参与的过程 ,那么女性自然也包

括在其中 ,没有女性参与的科技创新 ,是不完整和

不民主的科技创新。

那么 ,我们究竟该如何建构女性科技创新人才

呢 ? 根据科技创新的内在本质 ,建构女性科技创新

人才就是要建构适宜女性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的制

度环境 ,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 ,

实现科技创新的民主化 ,这里我们可以从宏观、中

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加以考虑。

图 1 　女性科技创新人才建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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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宏观层面上 :国家应该提供政策和法律

上的保障 ,保证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能力

建设 ,以培养更多优秀的女性科技创新人才。在科

研基金的分配上 ,应保证女性占有一定的比例 ,对

科技创新成果突出的女性 ,应着重奖励 ,以鼓励她

们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应改善科研条件 ,使

女性享有同男性一样的科研待遇。由于女性需承

担家务劳动与生育的负担 ,因此国家应提供福利措

施 ,减轻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负担。

其次 ,中观层面上 :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

业在科技创新各环节的合理布局上 ,应提高女性科

技人才的比例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研究开发、商品

化、工程化和产业化的均衡配置上应该提高女性科

技创新人才的数量。这些组织在招纳科技人才时 ,

应创造平等的人才引进的准入机制 ,让更多女性跟

男性一样都有机会进入这些组织中 ,得到科技创新

能力的培养。

最后 ,微观层面上 :在科技的创造者、科技的传

播者、科技的消费者、科技的管理者等角色的社会

共建上 ,也应提高女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参与比例。

应创造条件 ,让女性在以上各种科技角色的社会共

建上都能够均衡地分布 ,使她们能够承担各种各样

的科技角色 ,提高与之相应的科技创新能力 ,在科

技创新上能够与男性对话 ,从而打破男性的垄断局

面 ,形成男女共存的科技创新行动者网络。

科技创新的内在本质要求科学活动的民主 ,女

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建构将给科学带来民主 ,推进科

学民主化的进程。在那样的体制环境中 ,更多的女

性将能参与到科学活动的协商讨论当中来 ,显现出

科技创新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的特征。这不仅有利

于她们对科技风险的自我防卫 ,而且有利于她们参

与科技风险的规避 ,从而与男性一道共同防范和控

制社会风险 ,致力于人类美好社会的创建 ,实现人

类的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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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 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Female Talents from the Theory of Risk Society
GUO Rongm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hangha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44 , China)

Abstract :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ky society , female need to make themselves talen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2
logical innovation , to have self - defense and take part in guard again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 in the pre2
condition of self -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talen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lso bene2
ficial to breaking the confrontation of nature and society , and promoting the liberation of female. Because of the re2
strictions of various kinds of conditions , the number of activities that female taking par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2
cal innovation is still in lack. We should creat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female to take par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female talents at macro , median and

micro levels.

Key words : risk society ; female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talents ;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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