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状况？采用怎样的理论视角？

这决定了改变妇女受压迫状况的策略选择。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希望从马克思主义中

获得理论指导，两种生产理论成为他们理论分析的基石，他

们从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角度分析妇女受压迫状况，

试图从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关系中揭示妇女受

压迫的原因、妇女解放的途径。

在沃格尔（Lise Vogel）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多次引证两种生产理论是为

了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它确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第二，它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

他的社会主义运动家较多地论述了妇女问题；第三，它似

乎把妇女受压迫问题置于社会一般再生产理论中加以讨

论；第四，它强调妇女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过程的物质本

质；第四，它暗示着人类生产与生存手段的生产同样重要，

总之它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讨论以下问题提供了基础，即

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未付酬的家务劳动、理论二元主义、妇

女组织等 [1]（P31-32）。可以说，两种生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者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基石。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注与工作有关

的妇女问题，通过把家务劳动置于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

的关系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

提出妇女解放策略。在他们看来，再生产领域的工作包括生

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还包括现有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再生

产领域的工作中，家务劳动起了关键作用，盖尔·卢宾（Gayle

Rubin）指出维持工人健康、生命和力量的必需品的食品、衣

服、房屋、燃料等商品必须被消耗才能有维持作用，而要消耗

这些材料必须有附加劳动，这种劳动通常是由妇女来承担

的，所以在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的再生产过程中，家务劳

动是个关键成分。由于通常总是女人做家务，所以人们认为

正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才被连接到资本主义必不可

少的剩余价值关系中[2]（P27）。无论家务劳动是作为生产使用价

值的还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对资本主义是必需的，

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于对家务劳动性质

的这种不同认识，他们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工

资化的主张，目的是使人类自身生产中的家务劳动等工作获

得与物质生产同等的重视，使妇女获得与生产性工人同样的

尊重，只有这样，妇女才能获得解放。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家务劳动策略强化了

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职能；同时家务劳动的意义不能从单独的

经济意义上理解，布赖森（Valerie Bryson）指出，从根本上

说，这种争论陷入一种新经济决定论的形式的危险中。家务劳

动的讨论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分析中分离出来，家务劳动的意

义不能从单独的经济意义上理解，需要从更广泛的背景中去

理解。当他们强调妇女的家务劳动如此重要，而实际又不受重

视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探究家务劳动边缘化的根源。一些女性

主义者隐约感觉到，在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做着这种无价

值的事情的女人是不可能期望像男人那样受尊重的[3]（P108）。

历史的误读!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

秦美珠

（华东理工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分析工具，试图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生产方式与再生

产方式、阶级体系与性别体系的二元观点对妇女受压迫的综合因素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过分

强调物质生产，忽视人类自身生产，但他们过分强调妇女受压迫的父权制、再生产方式与性别体系的因素，

忽视了妇女受压迫的阶级、种族及生产方式等因素的探讨，从而形成了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读。

[关键词] 物质资料的生产； 人类自身生产； 妇女的受压迫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05）02-0073-03

[收稿日期]2005-04-20

[作者简介]秦美珠，女，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哲学与文化

哲学与文化

! !" !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既不满意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者对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的探讨，也批评马克思、恩格

斯过分强调经济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作用，过分

强调阶级经济体系，忽视了性的阶级体系或性 / 社会性别体

系。布赖森指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把生产与再生产看作

社会的基础，但她们并没有给予生产过程的生产和再生产以

相同的作用[4]（P76）。简·弗莱克斯（Jane Flax）指出，尽管恩

格斯强调了所有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直接生命的生产与

再生产，但他只是仅仅集中注意于直接生命的生产上，并把

它作为理解阶级斗争和历史进程的主要途径。她对恩格斯

感到不满的是，恩格斯对生命再生产的忽视[5]（P153）。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探寻资本主义模式同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确定生产领域

和再生产领域之间的联系。他们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生产

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性 / 社会性别制

度、生产方式和性 / 生殖的生产方式、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

与性 / 情感生产方式等概念来描述妇女所受的压迫。

盖尔·卢宾在她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

初探”》 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性 / 社会性别制

度，它是一种源于人类自身生产，与经济制度不同，但比经

济制度重要，又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动作机

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是通过婚姻、交换女人来

实现的。两个部落的男人之间通过交换女人建立了血族关

系，以这种亲戚网络为基础延伸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政

治、宗教。在他看来，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性别制

度。她批评恩格斯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探究妇女的

从属原因时，抛弃了人类自身生产中的性 / 社会性别制度

的方案。恩格斯看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但是最终被他

忽视了，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惯例中，甚至在恩格斯的书

里，“物质生活的第二个方面”的概念总是趋向于消失在幕

后，或是被合并在惯常的“物质生活”概念里[6]（P30）。

哈特曼(Heidi Hartmann)试图从经济生产与人类自

身生产的关系中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她认为妇女受压

迫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或私有制，一方面

是父权制。父权制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指

男人之间用来统治女人的一整套的、具有等级制的社会关

系。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在于男子控制了妇女的劳动力，在不

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中，男子对于妇女劳动力的控制是

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家长制制度使得男人可以支

配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结果男人学会了进行等级组

织和控制的技巧。随着国家机关和基于更广泛的交换和更

大生产单位之上的经济体制的出现而造成的公私分离的出

现，维持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成了男人的专利。换句话说，

直接的个人控制系统转变为间接的通过社会机构进行的非

个人控制系统[6]（P47-78）。这种间接的控制主要通过一夫一妻

制婚姻、女性负责生育和抚育孩子、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妇

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等社会体制来实施。哈特曼断言，家庭

工资体系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伙伴关系的基础，家庭工资

体系通过两种途径为父权制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方面，通过

家庭工资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或从事低级的、报酬

低的工作，从而控制女性得到重要经济资源，加强了男人的

物质地位，迫使女性把婚姻作为一种职业。另一方面，妇女

的家务劳动、育儿工作对男人有直接的好处，而这些家庭义

务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在现代社会女

性大量介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性别工资差异成为父权

制的前提，不仅资本家从妇女对劳动市场的奉献中获利，而

且，那些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他们在家庭中也得到了私

人性质的服务。哈特曼得出结论，男人控制女人的欲望至少

与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欲望一样强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结

成伙伴，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适应。哈特曼的理论建立在

两个分离的领域上，一是家庭内的领域，一是家庭外的领

域，父权制主要运行于家庭领域，资本主义主要运行于家庭

外领域，妇女受家庭内的父权制的压迫，在家庭外受资本主

义的压迫，而且被压迫妇女与被压迫工作的简单相加不足

以解释工人妇女所受的被压迫地位。

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认为要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状

况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改变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

社会化结合成的四大整体结构。其中生产、参与资本主义社会

的雇佣劳动包括在家庭范围之外的活动中，其它三个结构包

括了妇女在生产之外的全部生活即作为妻子和母亲，被统一

在家庭的结构内。米切尔强调妇女受压迫的多重因素，她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过于狭窄，过分依赖于简单的经济解

释，忽视了其它因素的作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

于，将其它三个因素全都缩减为经济因素，因此，在号召妇女

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提出‘废除家庭’这个全然抽象的口

号。经济要求现在仍然是首要因素（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

会化）；在某些特定关头，这些政策可以替代经济条件这个首

要因素而生产直接作用[5]（P172）。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只有考虑

这四大结构，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与策略。要实现妇女的

彻底解放，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

而精神分析学说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已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

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形态和两性关系的手段[7]（P299）。她在

其《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中转向了精神分析。她认为家庭是

女性意识形态被归化或驯化的根源，家庭意识形态在女性意

识形态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妇女社会地位所负责任

的因素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布赖森指

出，米切尔一方面宣称经济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但又认为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起着关键作用。

贾格尔 （Alison Jaggar） 在 《女权主义政治学与人

性》中引证了恩格斯在《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的观点，并评论

道，恩格斯试图追溯家庭的发展，但结果却是把妇女的工作

看作与劳动的发展不相关。贾格尔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核

心范畴几乎不能用来分析公认是妇女工作的领域的家庭，马

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生产上，它把家务劳动特别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定义为存在于生产之外的。而家务劳动

被定义为再生产，即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劳动力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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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妇女既为现有工人的劳动力的生产提出食物，又

为新工人的生产直接负责养育工作，妇女的作用体现在生产

与生殖中。马克思主义尽管提供了对妇女工作社会必要性的

清晰认识。任何社会没有消费与生殖，社会就无法生存。然

而，“马克思主义未能考虑再生产尤其是生殖，使马克思主义

不能成为理解妇女受压迫的必要的理论资源。”[8]（P74）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

两种生产理论作为他们理论分析的基石时，他们批评马克

思、恩格斯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忽视人类自身生产

的作用。他们看到了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

法，沃格尔指出，一些女性主义者看到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

间的关系是大的历史辩证法中的一个辩证法。这就是说，生

产方式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变化[9]（P64），也认为必

须分析这种辩证法，但当他们试图通过展开物质生产与人

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来说明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时，他

们把妇女受压迫的物质生产的因素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因素

置于两个分离的结构中，即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生产方式与

再生产方式、阶级体系与性别体系、商品生产与性 / 情感生

产领域。她们用这种二元观点来分析妇女解放，把妇女受压

迫的原因归于父权制、再生产方式与性别体系中。他们试图

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资源，强调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

合，主张把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但由

于她们把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局限在不同领域，注定了两

者的结合是不成功的。哈特曼曾指出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平等地位。马克思主义

者认为，女性主义没有阶级斗争重要，因为女性主义会造成

工人阶级内部分裂。而女性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

因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

他们偏重于一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局限于

探讨女性受压迫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通过种种

二元概念过分强调父权制、再生产方式与性别体系对女性

的压迫作用，甚至过分强调女性受压迫的心理及意识形态

因素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责备马克思只关注物质生产领

域，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领域。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罪恶不在于推进了物质财富的发

展，而在于对工人――人的自身再生产的压抑和摧残。[10]随

着物质生产从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手段转化为整个社会生

产的目的，马克思说过，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

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

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

的[11]（P486）。物质生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连人的生命也都

是用物质生产来衡量的，这正是资本统治的必然结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读决

定了她们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是不成

功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已抛弃了社会主义传

统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些理论家固然还自

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已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哲

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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