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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理论探索

陆 伟 芳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 19 世纪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把妇女选举权从男性社会不屑一顾的概念 ,变

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人们逐渐耳熟能详的语言。妇女的政治要求从最初要求未婚妇女与寡妇的选举权 ,

逐渐向普选方向发展 ;选举权的依据从自由女权主义的公正之说 ,发展到本质论思想 ,并进一步发展出独特的女

性优越论思想。这一切 ,既是妇女们不懈探索和亲身实践的结果 ,也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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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英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祥地。19 世纪

时 ,英国从经济自由化 ,到政治民主化 ,再到社会生

活现代化 ,几乎处处都走在时代的前面 ,引导着世界

走向现代文明。然而英国的这种文明发展又是不完

全的 ,这在妇女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19 世纪的

英国仍然恪守着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把妇女牢牢

地禁锢在家庭这个所谓的“私人领域”里 ,剥夺了她

们参与公共事务、介入政治“公共领域”的权利与机

会。当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 ,英国妇女走出家庭、投

入广阔的社会事务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探讨英国

妇女追求议会选举权运动的理论发展轨迹 ,无疑有

助于全面了解妇女解放的艰难历程 ,对我们今天的

妇女理论建构与妇女政治发展无疑有着某些重要的

借鉴作用。

一

妇女问题是 19 世纪英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该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 ,一步步地扩大了男性选举

权的范围 ,却对妇女选举权嗤之以鼻。妇女们运用

无数的请愿书、盛大的集会、组织妇女选举权压力集

团、出版报纸、向大臣、议员们游说等形式 ,向男性主

流社会诉说着选举权的要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等议员在议会提出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修正案、决议

案等等 ,在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提出了妇女选举权

要求。然而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人先生们 ,一方面甘

愿受着女王的统治 ,另一方面却对其他妇女的政治

要求不屑一顾 ,认为女人只配待在家里 ,根本没有能

力、没有资格来参与国事 ! 所以妇女选举权运动开

始后 ,妇女们一方面针对男性的偏见展开斗争 ,另一

方面为妇女寻找运动的理论基础。妇女选举权运动

一展开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妇女为什么要选

举权 ? 换言之 ,妇女选举权的依据何在 ? 根据英国

的传统习惯 ,认为妇女受着父亲、丈夫、兄弟等男性

亲属的保护 ,他们在政治上早已代表了妇女的利益 ,

因而 ,妇女根本无需选举权。而且 ,妇女的天然领域

是在家庭 ,她们不必要进入政治这个公共领域。但

是 ,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参与者们深深地感到选举权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她们认为获得选举权是承认妇

女是公民、是独立个体的需要。

首先 ,妇女选举权是公正的要求。当时英国的

选举权主要是建立在财产所有权基础上 ,建立在公

民向国家纳税的原则上 ,认为一个向国家纳税的工

人有足够的责任心来行使议会选举权。既然男女具

有共同的理性 ,那么就应该根据公正原则给予符合

这些资格条件的妇女以选举权。1869 年 ,妇女运动

的积极分子弗朗西丝·鲍尔·科布列出的妇女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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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几大理由中 ,把妇女拥有财产和纳济贫税列为

重要一条。另一个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积极分子贝尔

福夫人称 ,公正要求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 ,每个人都

拥有权利 ,权利属于个人 ,妇女与男子一样拥有财

产 ,并缴纳济贫税 ,妇女作为共同体中尽义务的一员

理应享有选举权。而且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公

众舆论上 ,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 ,女人与男人一样有

份 ,继续把妇女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选举就没有代表

公众舆论。[1 ] ( P5)她们认为 ,把妇女排除在议会选

举权外是极不公正、极不合逻辑的。本着男女两性

同样纳税的事实 ,来阐明男女两性有同样选举权的

公正性 ,就是让男女两性在选举权问题上得到同等

的机会。这是一种机会平等的思想。

其次 ,妇女选举权基于英国宪法原则 ,并不是什

么新东西。妇女的议会选举权符合英国古老的传

统。妇女活动家巴巴拉·利·史密斯说道 ,妇女选票

会“使我们的宪法与自身更协调”[ 2 ] ( P34) 。还有人

考证说 ,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法律下 ,一个

女自由持有农和女市民有权投票选举议员 ,只是在

1832 年改革法案中妇女选举权才被明确排除 [ 3 ]

( P58) 。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杰出思想家约翰·密

尔在议会辩论说 :“我的整个辩论就是 ,拒绝给人选

举权 , ⋯⋯那就必须说出这个人不符合条件或给予

此项权利会产生公共危险的理由。”[ 2 ] ( P35)妇女们

满怀信心地宣布 :“在英国 ,扩展这种选举权不会涉

及到既得利益 ,也不会改变我们政府立足的原则 ,而

是使我们的宪法更加言行一致。”选举权基于占有

财产基础上 ,妇女成为国王说明女性并不代表无权
[4 ] ( P16) 。不管这种说法反映了妇女自己的真实观

点 ,还是因为这种观点最可能获得公众的支持 ,遇到

最少的反对 ,这种说法确实反映了某种时代特色。

正如当时人承认的那样 ,这样说符合当时的政治思

想 ,所以较之建立在代表制哲学体系或其他更普遍

的原则上 ,这种做法具有最现实的特征[5 ] ( P6) 。

第三 ,驳斥妇女自己不要选举权之说。妇女选

举权鼓吹者说 :也有男人不在意他们的选票 ,并没有

法律强制他们投票。⋯⋯有些妇女确实要求选票 ,

所以签署请愿书 ,现在的请愿签名已经很多足以证

明此事。有些妇女要求选举权 ,有些并不要 ,但是没

有办法弄清到底哪一方的人多 ,除非让所有妇女进

行投票表决。只有让妇女得到选票 ,人们才能明白

到底多少妇女使用这项特权。但是 ,妇女有其他的

职责 ,她们不同于男人 ,她们的职责不是政治。确实

妇女有其他的职责 ———许许多多 ,但男人也一样。

没有一个公民只为公民职责活着。除了选民外 ,他

也是一个专业人士 ,一个商人 ,一个有家的男人 ,一

个俱乐部成员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身份。当然 ,这些

职业有时与男人的公民职责有干扰 ,当他无法投票

时 ,他就放弃投票。妇女也一样 ,当她们不能投票

时 ,她们就放弃投票。“我们并不是要强迫妇女做什

么 ,我们只是希望让她们根据她们自己的愿望 ,在政

治上和其他功能上有做与不做的自由选择。”[ 4 ]

( P10 —12)

二

妇女选举权要求不仅是自由女权主义宣扬的公

正的需要 ,而且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 ,妇女们提出了

全新的本质论思想。随着运动的深入 ,妇女运动的

鼓吹者们另外发展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某些内容 ,

即强调男女的本质差别 ,强调这种差别正是妇女必

须拥有选举权的主要证据。这些女权主义者把男性

主流社会强调的男女性别观念转化成妇女选举权的

有力证据 ,发展了“本质论”思想。

第一步 ,她们向男性阐明 ,正因为男女之间的差

别 ,男性不能代表女性 ,只有女性自己才能代表自

己。正在迅速成熟起来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福

西特夫人说 :“我们不要妇女成为男人的拙劣模仿

品 ;我们既不否认也不缩小男女间的差异 ,在很大程

度上 ,妇女代表权要求正是基于这些差异 ,妇女会为

国家提供不同于男人的服务。”妇女的天性使“她们

努力站在仁慈、怜悯、和平、纯洁、爱心一边 ,妇女天

生的女性能力是建立文明国家的基础。女性天生的

同情心使她们更具有人性和利他主义精神 ,而利他

主义是国家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最基本因素。”
[6 ] ( P12 —13) 所以差异“不是反对她们选举权的理

由 ,对我而言是赞同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我们要家庭

生活事务在国家政治中占有更多的分量”[ 2 ] ( P44) 。

可见在本质论看来 ,妇女选举权主要不是为了追求

抽象的两性平等 ,而是出于女性自然本能的需要 ,是

妇女按女性的价值观念来改造社会、重塑社会的一

种工具。这种本质论观点隐含着要跻入男性社会、

改变男性社会的一些价值标准 ,在某些方面用女性

的方式重建国家政治环境的意图 ,从而对领域分离

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挑战。

第二步 ,到世纪末 ,她们更加强调女性的视角 ,

并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本质论思想

承认男女有生理和社会差异 ,但认为母亲的生育和

养育功能使之具有男性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妇女可

以利用这种优势为社会服务 ,为此妇女的选举权就

显得尤其重要。一位妇女参政者在 20 世纪初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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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选举权 ,并不是我们不再是女人 ,而是因

为我们是女人 ,因为目前由男人选举的议会制定的、

一准影响我们的工作、孩子的教育、家庭生活的组织

的法律 ,是我们女性有照料孩子的本能 ,并非仅仅是

与男人共有的人类本性 ,使得我们急于得到政治上

的选举权。”[6 ] ( P12)针对男性反对者宣称的男性选

举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体力强 ,他们运用其

体力保家卫国 ,而女性体力娇弱 ,因此不能享有选举

权的说法 ,妇女们声称 ,体力不能决定社会结构 ,况

且也不是所有男性都上过战场 ,保卫过祖国 ;正是男

女间的差异 ,使男人控制的议会不可能完全照顾到

妇女的利益 ,因而妇女必须有自己的选举权。况且

选票不会像反妇女参政者认为的那样摧毁这些差

异 ,反而会强化妇女自己的女性身份。1889 年 ,福

西特夫人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理论正是建立在男女

多样性的基础上。正是由于这种差异 ,妇女没有代

表权 ,在立法时家庭方面会被遗忘。”[ 7 ] ( P102)她们

希望在承认妇女现在或将来作为母亲和妻子的条件

下 ,获得议会选举权。对妇女而言 ,可以利用选票来

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认为 ,一个完全男性的议会 ,

在立法时只会考虑男性的利益、只会从男性立场考

虑问题。在代表制政府下 ,任何一个没有代表权的

阶级 ,其利益容易遭到忽视。[ 4 ] ( P4) 如果妇女拥有

了选举权 ,她们就能在议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制定保

护妇女的法律。

第三步 ,妇女们认为 ,选举权对国家、对妇女自

身都是有益的。“我们妇女要在政治上施加影响 ,不

仅是为了穷苦阶级妇女 ,而且是为了扩大妇女的有

用领域 ,让她们的生活充实。我们相信 ,承认妇女的

政治权利是公正的 ,它对男性的益处不比给我们的

益处少。我们的下一代会质疑说 :‘我们的父辈为什

么要禁止妇女在政治上的发言权 ?’”[ 8 ] ( P3)福西特

夫人在《家庭与政治》中写道 :“我鼓吹妇女选举权 ,

因为我希望增强妇女的真正的女人味 ,因为在大众

政治中女性和家庭方面占越来越大的分量。”[ 9 ]

(P86)因为立法在本质上越来越内政化 ,即主要是处

理人民生活 ,而妇女的特殊才能有助于国家处理有

关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 ,那么把妇女排除在立法

权之外就与时代脱节了。[ 10 ] ( P41) 。对国家而言 ,

拥有选票的妇女 ,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

的责任和职责 ,成为更理想的妻子与母亲 ,所以 ,妇

女的议会选举权是于国、于己都有益无害的事情。

这样 ,妇女们把获得选举权当作改善妇女处境

的途径 ,同时也有助于国家更好地处理有关家庭生

活、教育、救济等等传统的妇女事务。由此 ,妇女参

政者同时采用了男性政治视角与女性视角 ,把选举

权要求建立在实践经验和国家需要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看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本质论思想又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它不仅宣扬把男女的差异作为妇女必须

运用选举权来保障自身利益的手段 ,而且还是为国

家为社会作贡献的需要。国家既然增强了对某些原

先由妇女主宰的领域的干预 ,那么 ,妇女就需要参与

国家的管理事务。由此对传统的所谓私人事务和公

共事务分离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第四步 ,本质论思想还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提

出了妇女优越说。这成为妇女选举权要求的又一论

据。福西特夫人从妇女的母性特征来陈述妇女选举

权的理由 :大部分妇女期待婚姻 ,为人母 ,理家政 ,因

此妇女们“不要放弃一丁点儿你们的女人味 ,你们对

孩子的热爱 ,对病人的关照。不要放弃你们的温柔 ,

你们的自制 ,你们对道德和责任的服从 ,所有这些事

情都是政治急需的。”[6 ] ( P15)到世纪之交 ,对母亲作

用和技能的关注在政治家中流行起来 ,妻子和母亲

的需求日益被认为对民族利益至关重要。这样 ,以

往人们所认同的妇女的传统美德就不单纯是为男性

亲属打理一个井井有条的、舒适宁静的小家 ,而且对

国家这个大家有贡献 ,于是乎 ,妇女选举权就不仅仅

是为妇女自己 ,也是为国家。妇女问题与国家政治

问题结合起来了。

至此 ,妇女参政运动的理论已经阐述得十分清

楚了 ,那就是争取妇女参与议会选举 ,在国家的立法

机关中争得一席之地 ,从而保护妇女的权益 ;表明了

妇女参与政治的实际结果 ,即男女的政治平等 ,让男

男女女全面平等地在议会、在政府工作 ,与男性一样

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换言之 ,即实现男女真正意

义上的政治平等。

三

伴随妇女选举权运动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

哪些妇女争取选举权 ? 按照英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

普通法 ,已婚妇女在法律上是附属于丈夫的 ,不具有

法律地位 ,丈夫与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妻子并

没有独立于丈夫的存在。如果承认这一点 ,就意味

着已婚妇女不能享有政治权利。与此相关 ,已婚妇

女也没有财产权 ,按照英国选举权与财产挂钩的做

法 ,已婚妇女自然也不能拥有选举权。所以 ,妇女选

举权这一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并不那么

简单 ,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1865 年 ,英国早期的一个妇女辩论团体“肯辛

顿会”(因会址在肯辛顿街而得名) 向妇女们发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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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 :“是否希望把议会选举权扩展到妇女 ? 如果

是 ,那么应该在什么条件下 ?”明确地提出了妇女的

奋斗目标。提出这个问题 ,正是反映了人们在这个

问题上的疑问。

那么到底给哪些妇女选举权 ? 英国的第一个妇

女选举权组织伦敦全国妇女参政会宣称 ,其“目标是

为单身妇女与寡妇争得与男子同等条件的选举权”
[11 ] ( P353) 。这里包含着几层意思 :“与男子同等条

件”就是以男子的选举权资格作为参照系。承认英

国议会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制 ,为有产阶级妇女争取

选举权。其次 ,承认既存的性别观 ,承认维多利亚的

普通法对已婚妇女无权身份的规定 ,因而把斗争的

目标放在为“寡妇和未婚妇女”争取选举权上。最

后 ,接受关于男女性别分工的观念 ,接受妇女的家庭

责任 ,尊重现有婚姻关系。

可见 ,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始时在追求的目标方

面是非常谨慎的。运动依男性的语言、思维和逻辑

行事 ,小心翼翼 ,惟恐触犯了男性社会的价值观 ,所

以只能把已婚妇女选举权问题暂时搁置一边 ,以增

加妇女选举权提法被男性主流社会接受的可能性。

为什么妇女参政者把目标局限在此呢 ? 首先 ,

这反映了维多利亚中期女权主义者的最初的假想 ,

即单身妇女最急需政治影响 ,因为她们面临着生存

的难题。其次 ,单身妇女拥有财产 ,在法律上有独立

地位 ,在政治上作为缴纳济贫税者符合常规的公民

概念。第三 ,法案在程度上温和、法律上简明 ,看起

来似乎是可行的。[2 ] ( P25)第四 ,这种谨慎符合英国

现实。因为第三次议会改革法案也只给英国 570 万

的选民选举权 ,占成年男性的 60 %。这种接受既存

社会秩序的做法看起来过于谨慎和胆怯 ,但是在 19

世纪的英国 ,即使是少数几个有产妇女的议会选举

权 ,似乎也会“危及”男性主流社会安定。到妇女选

举权运动开始差不多 20 年后的 1884 年 ,运动的重

要领导人福西特夫人总结道 :“我相信 ,有一天人们

几乎不会相信 :曾经有段时间 ,人们认为妇女与男子

一样享有投票权 ,会是危险的、革命性的。”[ 7 ] ( P4)

因此 ,把激进的妇女选举权要求用保守的方法表达

出来 ,是符合当时英国社会的思想实际的。

不过 ,这种要求也容易招致对手的攻击。在一

个已婚妇女法律上“不存在”的时代 ,要求单身妇女

的政治权利很可能被看作是几个愚蠢老处女的要

求 ,被视为对她们“缺少丈夫”的补偿 ! [3 ] ( P62)反对

者认为 ,一个女人没能嫁人 ,成为一个婚姻市场上的

失败者 ,却能凭此获得选举权 ;而已婚妇女 ,那些为

国家养育和培养人才的母亲却被严格地排除了选举

权 ,实在有悖于常理。确实 ,这正是运动面临的两难

处境 !

到 1890 年代 ,在争取哪些妇女选举权问题上有

所突破。1889 年成立的妇女选举权同盟主张把已

婚妇女包括在选举立法中 ,而非仅限于未婚妇女和

寡妇。该同盟的重点在于争取妇女的平等投票权、

平等的离婚和继承权[12 ] ( P17)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男性社会对两性角色作用的规范 ,使已婚妇

女不仅仅成为家庭主妇 ,也可以成为公民 ,行使民主

权利。

1892 年成立的“妇女解放同盟”,则有着更为民

主的思想因素。它不仅为妇女争取选举权 ,而且旨

在让妇女来参与解决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目标

更为明确 ,态度更为明朗 :要求在影响国家和社区服

务的所有事务方面 ,男女有同等的权利和责任 ,这就

要求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条件的选举权[ 13 ] ( P150) 。

可见 ,随着运动的发展 ,妇女们的斗争目标逐渐明确

起来。一些较激进的妇女不再仅仅局限于为未婚和

单身妇女要求选举权 ,而是扩大到了为已婚妇女争

取选举权 ;妇女解放同盟把男女平等作为解决当时

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途径。这样 ,妇女们在斗争的

过程中 ,逐渐挣脱了英国习惯法所规定的已婚妇女

法律上的“不存在”身份。

在中产阶级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影响下 ,下

层工人妇女的组织也从注重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到参

与政治权利的追寻中去。不过 ,她们从本阶级的利

益出发 ,积极追求下层妇女的选举权 ,因而主张更为

激进些。兰开夏的女工组织“兰开夏与柴郡纺织女

工和其他工人代表委员会”,从认可有限的妇女选举

权 ,发展到后来追求妇女普选权。“妇女合作基尔

特”从只争取经济解放发展到也争取选举权 ,在

1894 年的年会上 ,同意妇女选举权要求。该组织有

几乎 25 % 的妇女在全国选举权组织草拟的议会请

愿书上签名。[9 ] ( P12)由于“基尔特的成员主要由已

婚工人妇女组成 ,基尔特只对授予这部分妇女选举

权感到满足。但是妇女普选是她们的目标 ,基尔特

也乐意支持任何走向这一目标的措施 ,这就意味着

任何提案只要不剥夺已婚妇女的选举权 ,只要把相

当比例的工人妇女包括在内”,妇女合作基尔特就支

持[3 ] ( P184) 。它与妇女解放同盟的差别是 :一步到

位———妇女普选权 ,还是分阶段实施 ———从认可有

产妇女的选举权作为走向普选的第一步 ,到最后达

到妇女普选。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采取了妇女参

政组织的目标 ,即妇女的议会选举权。

可见 ,随着运动的发展 ,19 世纪的妇女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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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由于是中产阶级的特性 ,因而在斗争之初 ,持

非常温和的观点 ,只为单身与寡妇要求选举权。但

是随着运动的深入 ,人们逐渐挣脱传统性别角色观

念的限制 ,开始为包括已婚妇女在内的妇女要求选

举权。而广大下层妇女的卷入 ,则使妇女选举权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 ,向普选的方向发展。

当然 ,我们应该认识到 ,妇女选举权范围的扩大

与深入 ,只是少部分妇女及其妇女组织的目标 ,对大

多数中产阶级妇女而言 ,她们一般宁愿模糊地提“妇

女选举权”,而不明确宣传给哪些妇女选举权 ,从而

更好地发动妇女。而且对大多数妇女而言 ,在男性

选民资格仍与财产关联的时代 ,也只能提有产妇女

的选举权。普选在当时毕竟仍然是个异常激进的思

想 ,不要说妇女普选 ,就是男子普选也还是个很激进

的观念。

四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 19 世纪掀起了第一个

高潮 ,把妇女选举权从男性社会不屑一顾的概念 ,变

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人们逐渐耳熟能详的语

言。妇女的政治要求从最初谨慎地要求未婚妇女与

寡妇的选举权 ,逐渐向普选方向发展 ;她们的选举权

的依据从自由女权主义的公正之说 ,发展到本质论

思想 ,并进一步发展出独特的女性优越论思想。这

一切 ,既是妇女们不懈探索和亲身实践的结果 ,也是

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 ,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思想随着运动的深入

而发展。早期女权主义者通过诉诸自由女权主义的

理性来作为寻求选票的依据。随着运动的展开 ,她

们还发展出了独特的本质论思想 ,强调性别差异 ,再

推导出妇女的道德优越说。妇女选举权的范围 ,也

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扩展 ,从最初的仅仅追求单身妇

女与寡妇的选举权 ,到后来包括已婚妇女选举权 ,并

向着普选的方向发展。大多数的妇女参政主义者与

反参政主义者共有性别差异的观念 ,只不过得出了

不同的结论。她们相信妇女的天性与男性不同 ,由

此认为妇女最适合地方政府的工作 ,这里有妇女擅

长的工作 ,如卫生、教育和福利工作 ,这些工作地方

政府比中央政府处理得更多。

其次 ,与“新自由主义”思想有关。新自由主义

兴起于 19 世纪末 ,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衰退、社

会问题迭出引起了不少人道主义者的关注 ,他们进

行社会调查 ,提出解决的办法 ,形成了新自由主义。

与传统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相反 ,新自由主义强

调集体主义原则 ,并对国家的职能做了新的解释。

他们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种“有机整体”,认为它的

各部分互相依存 ,互相作用 ;社会整体对社会各部分

起保护和调节作用 ,各部分对整体的存在和发展有

独特的功能。[ 14 ] ( P340 —341)因此妇女作为社会的

有机组成部分 ,应该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 ,

到 19 世纪末妇女参政运动内部出现了根本性转变 ,

许多年轻的活跃分子把参政运动看成是一个广泛的

保证人道和平等社会的政治目标的组成部分 ,因此 ,

他们强调为成年普选而非妇女选举权而斗争。

第三 ,与国家职能的扩大有关。到 19 世纪中晚

期 ,英国逐渐以国家干预思想取代了传统的自由放

任思想 ,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特别是对与

民众息息相关的低级政治领域的立法工作 ,使得妇

女的介入更为现实了。哈贝马斯认为 ,具有政治功

能的公共领域是在 18 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公共

领域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 ,是指“政

治权力之外 ,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

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私人领域包括

家庭生活、亲友关系及个人财产的处理。私人领域

的存在有赖于隐私权利。[15 ] ( P68)随着国家对人们

生活领域的干预 ,比如 1848 年的《公共卫生法》,

1870 年通过的《教育法案》,1875 年的《公共卫生法》

意味着政府介入了卫生、教育等领域 ,这是公共领域

结构转型的初步表现。政府工作不再局限于军事、

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 ,而开始向济贫、公共卫生、教

育等部门扩展。所以妇女之参与政治 ,就不仅是为

了一己之私利 ,而且是为了国家的需要。

最后 ,本质论思想的发展是典型的英国特色 ,反

映了英吉利民族强调生活实践、轻理论教条的务实

倾向。霍尔顿教授认为这种以妇女的独特性、以妇

女生理学基础决定其社会功能的理论在本质上非常

保守。[6 ] ( P17)李银河也称之为一种强调人的生理

和遗传的决定论[16 ] ( P128) 。但是我们认为 ,英国妇

女选举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本质论观点 ,强调女性

的性别优势 ,要求性别差异下的两性平等 ,旨在从女

性的立场重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概念 ,是具有现

实作用和深远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出 ,在实际的政

治斗争中 ,妇女选举权的理论依据从自由女权主义

的抽象的理性、公正走向更加实在的本质论 ,发展出

激进女权主义的某些因素 ,扎根于英国的传统 ,更加

容易为当时的妇女所理解和接受。如果说早期妇女

选举权思想的启蒙与教育还是源于开明男性的头脑

的话 ,那么本质论思想的运用与发展完全是妇女自

己的创造 ,是广大妇女根据自身对生活实践与理性

思索的结果。运动伊始 ,广大妇女群众虽然还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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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男性的指导与参与 ,但是妇女们在运动正式展开

后 ,就在切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质论思想 ,超越

了密尔等所勾画的男女平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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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L U Wei2fang

(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 Yangz hou U niversity , Yangz hou , Jiangsu 225009 , Chi na)

　　Abstract : The British Women’s suff rage movement got its first wav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2
teenth century which made the concept of the women’s suff rage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and a common word of

the people. The political demand of women began with the votes of unmarried women and single women , and

then developed into universal f ranchise. Their base of the political claim evolved from the justice concept of liber2
al feminism to essentialism and further to women’s superiority in moral side. All of these changes were the re2
sults of the women’s continuous work and experience in person , and natural t rend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nineteenth century ; Britain ; Women’s suff rage ;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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