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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性别与性:

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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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别和性是人类社会构成和延续的基本要素, 后现代女权与酷儿理论是后现代思潮下关于这一永恒议

题的两个重要理论。本文介绍了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发展及其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种理论的理

论贡献和现实意义,最后就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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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的理论内涵

(一) 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之内涵

后现代女权主义深受德里达、福科、拉康等人的影响, 主张对所有大型理论体系的否定, 以怀疑、否定、消解或摧毁著称。

其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否认任何关于妇女问题的本质主义的宏大理论, 主张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的理论体系。她们认为女性主义所需要

的理论武器是适应变化和差异的小型理论。[ 1]

第二,它强调话语即权利, 致力于创造妇女的话语。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理论, 他认为权力会

制造反抗, 以反面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 形成新的真理, 组成新的权力。[ 1]在现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中充斥着男性的话语,

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实质上一直使用男性的话语进行斗争和写作, 在这一领域内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后现代女权主

义者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女人要以女人的名义讲话。

第三,它反对二元论, 主张多样性和差异性。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把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情感、精神与自然、经验与知识

等对立起来,强调事物的多样性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自在联系。主张在争取妇女解放的过

程中不再把男性都看作压迫女性的敌人,而是关注男性与女性相互依存关系。注重男女之间的心理生理差异, 以及女性之间

在阶层、阶级、国家、种族等方面的差异, 突破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演说主体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主张女权主义

理论的多元化,并提出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念取代传统抽象的男女平等观。

第四,反对标准化或正常化及惩戒凝视。福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及惩戒凝视的思想, 他指出,

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 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 通过这一过程

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 1]后现代女权主义借用福科的这一思想说明了现代社会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规范, 使女性活在压力之

下,使女性被驯服。因此女权主义者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要打破这种标准化、正常化的束缚, 获得自由。

(二) 酷儿理论之内涵

70 年代末由于艾滋病的出现, 社会反同性恋倾向回潮, 同时一些有色人种同性恋者对主流同性恋也开始进行批判和质

疑,面对这一危机, 一些同性恋的活跃分子主张建立一种更加强烈的关于同性恋的社会建构理论,并且他们深受法国后结构

主义和拉康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酷儿理论的出现改变了同性恋理论和政治。其内涵是:

第一,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 向社会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是指异性恋及仅把婚姻内部和以生殖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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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作为正常的合乎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酷儿理论提出了使性欲摆脱性别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2] ( P219)朱迪 巴特

勒的表演理论彻底否定了首先存在一个生理性别,通过社会性别表现出来, 然后通过性表现出来的传统异性恋假设, 她认为

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社会身份,身份是表演性的、暂时的、不固定流动性的。

第二,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 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 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 即两分

思维方法。[ 2] ( P222) ∀酷儿#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类型, 而是指性别身份的表达能够摆脱两分的性别理论框架。

第三,酷儿理论还是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战。[ 2] ( P226)酷儿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性文化, 它不仅要颠覆异

性恋的霸权,还要颠覆同性恋的以往正统观念。酷儿理论认为, 身份是表演性的, 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酷

儿理论批判了传统同性恋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酷儿理论实质上是提供了一种彻底粉碎性别身份和性身份的欲望表达方

式。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作为后现代思潮下两种重要理论, 其理论主张是对现代主义传统下性别与性的解构,建构了

新的理论范式,因此其首先具有理论层面的重要意义,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其次,这两种理论直接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相关, 对

于人们特别是女性和性弱势群体(同性恋、易性者等)处境认知及行动策略等有着指导作用,具有实践层面的现实意义。

(一)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的理论贡献

1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女权主义批判了现代理论的普遍主义, 抨击了知识领域的性别歧视。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现代理论都标

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但在后女权主义者看来,这些知识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基础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她们

认为知识总是处在特定的情境中,人们总是从一特定的立场来了解事物。在现代知识领域, 研究主体实际上是一群受过高等

教育的通常是中上阶级的白人男子,他们可能排斥了女性的经验知识, 并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描述混同真理。同时, 在研究

过程中研究者的性别观念也会影响资料的收集、选择、分析, 由此最终影响到结果的客观性和性别中立。后现代女权主义更

强调多元的论述、女性自身的风格和女性自身呈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3]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对知识的客观性和性别中立的

质疑, 对女性认识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中存在的性别歧视, 进而摆脱这些知识对女性的束缚, 打破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控制具有

重要的意义。

第二,后现代女权主义丰富了女权主义对权力内涵的认识。在对权力的理解上, 后现代女权主义受福科话语 ! ! ! 权力理

论的影响,看到了权力的另一面, 即话语组成了权力,话语也是一种权力;权力是分散的、弥漫的, 而不仅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

群体并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压制性的力量,而且还有生产性和非压抑性的一面。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现代女权主义只

看到了权力压抑性的一面,过分强调了父权制下男性权力, 注重的是政治实践对女性解放运动的作用, 而忽视了从思想文化

方面构建女性话语的作用。

第三,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 主张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自由女性主义通过消除男女两性的差异来实现男女平等

的做法,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激进女权主义通过强调性别差异来肯定女性的价值, 其实质是男性霸权的颠倒 ! ! ! 女性霸权, 不

仅将一些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排除在外,而且其本质上仍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限制。后现代女权主义赋予差异特殊的地位,

更注重的是男女差别这一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 与男性进行合作的基础上争取平等, 是一种更加科学的策略。同时, 广大

女性由于阶级、种族、民族等的不同,所受的压迫也呈现多样性, 后现代女权主义提出建立一个广阔的多样性的全球女性大团

结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 也有利于克服现代女权主义将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经验普遍化倾向。

第四,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后现代思维方式, 对正常化和标准化的反对, 使女性能够质疑现代社会的规章以及将社会性别

标准化的科学标准。后现代女权主义指出在现代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 ∀ 女性#是由男性依照自身的标准所规定的, 必然存在

着对女性的歪曲和误解,不能反映女性的本质特征, 而是为男权所服务, 由此提出女性应当立足于女性价值立场, 以自己的经

验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为女权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

2 酷儿理论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酷儿理论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规范, 是一个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酷儿理论者认为社会性别完全可以和

生理性别不一致,性的表达可以跟着感觉走, 消除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分类, 模糊男性与女性的分类, 这样,性的问题和性别的

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地解决。酷儿理论的出现为人们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提供了武器和力量。

第二,酷儿理论具有强大的策略意义, 它的出现为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提供了可能性。酷儿政

治建立了一种政治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 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性别和性体制的

人。[ 2] ( P11)这就为社会中的非主流群体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创造了条件 ,有助于增进社会的包容性, 促进形成多样性的社

会,也是后现代思潮所追求的一种状态。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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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于社会性别压迫的认知与争取女性权利地位的斗争有着强有力的指导意义。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

会,对女性有着各种限制,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承担多重的义务。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虽然认识到了这种不平等, 但却缺

乏对深层原因的分析,由此一直局限于方式的论战之中。后现代女权主义从生理、社会建构、权力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

角度对歧视和不公平进行了阐释, 深化了对性别压迫的认知,也为从新的角度寻求性别解放的实践提供了指导。

这一指导作用直接体现在了社会性别角色的权利斗争之中, 现代女权主义仍是站在男性与女性性别体制内追求女性的

自由与解放,而后现代女权主义却跳出了性别的局限, 在性别之外寻求女性的全面发展。这为女权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将原先被现代女权主义者排除在外的支持女性解放的男性也囊括到自己的阵营中, 不仅强调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而且有

利于推动男性性别角色意识的改变,大大增加了女性解放的力量。

2 酷儿理论是一个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 它从性权利的角度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三者关系进行了解构与建

构。同性恋群体将酷儿理论作为争取自己权利斗争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集中体现在其关于∀ 易性#的态度之

上。

在现实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做变性手术的新闻, 尤其家庭贫困而又想变性者更是新闻的绝好素材,通常这类新闻会对

变性的过程进行全程报道,且一般在报道结束时会附上易性者对帮助自己实现∀ 梦想#的人或机构声泪俱下的感谢。这意味

深长的感谢实际上暴露了人们隐含在这类新闻背后的社会共识, 即对异性恋的认同, 必须以符合异性恋模式的形式才可以获

得性的权利。但正如酷儿理论所认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本不必要一致, 想要过哪个性别的生活,穿哪个性别的衣服, 完

全可以自由选择,不必改变第一性征才有资格做某种性别的人。然而现实中由于异性恋的霸权, 逼迫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残忍的摧残,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理论思想迫使人们对自己所内化的制度、社会规范的力量进行反思, 挑明了

同性恋、双性恋等非异性恋群体同样拥有权利, 他们也可以自由表达并享受性, 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运动喊出了响亮的

口号。

三、两种理论的比较

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都属于后现代的范畴, 广泛吸收和运用了后现代的理论成果。后现代理论家福柯关于权力

和性的思想,及拉康、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是二者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因此, 两种理论虽然在具体的贡献方

面侧重点不同,后现代女权主义以女性的自由解放为目标,酷儿理论的理想则是追求性的自由, 破除异性恋的压迫, 但从宏观

来说,二者都致力于破除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解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束缚与压迫。

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及贡献也有利于促进彼此的发展。由于性是两性之间关系的一个连接点, 大

量压迫都是由性产生,在性中纠缠, 两种理论在性问题方面是重叠的, 因此二者关于性的研究和理论贡献可以彼此吸收利用。

但当前在理论界,很多女权主义者对酷儿理论有着复杂的感觉,担心其对性的彻底解构,即解构了所有的分类和身份, 会

取消现实斗争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模式转换, 酷儿对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作为一种身份划分来进行否

定,消解这些概念, 并不会使它们变得∀不真实#。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述, 它对于反抗压迫的斗争是极为有益的, 它可以使人们

摆脱现存的僵化的社会文化机制力量。因此,从广义上说, 酷儿理论不仅与后现代女权主义相互促进, 它与整个女权主义的

发展也是一种积极促进的关系。

总之,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关于性别与性的重要理论, 它们在解构性别和性霸权, 实现女性

及性解放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对于人们重新构建性别体制,注重多元视角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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