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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所诉求的诸多新型范式 ,如反本质主义的差异性女性思考、男女性别二分结构

的颠覆以及酷儿理论特别是性别表演理论的建构等进行简要清理。在此基础上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所面临的宿命性困

境 ,如话语突围的无奈、反本质主义的无根性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目标的脱轨等 ,作出了本土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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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结构主义解构策略的

冲击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已经确立了诸多属于自己

的独特的研究范式。当下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若想

对中西方女性诗学进行整合和汇通 ,其重要的策略性

突围途径之一 ,无疑是对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诸多研

究范式进行清理 ,立足于历史文化的经验和语境 ,作出

自己的创造性反思。

一、反本质主义的差异性女性思考

如果稍加反思就会清晰地发现 ,在世界上的绝大

部分传统文化背景下 ,性别文化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

而性别本质主义恰恰是这些传统性别文化的理论核心

和控制女性的最为有效途径之一。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 ,此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在

后现代女性那里遭到了极大的质疑。例如 ,在《性别奥

秘》(Myths of Gender)一书的导论部分中 ,安娜·福斯

特—斯德林 (Anne Fausto—Sterling) 就以女性主义者

和女科学家的双重身份坚决驳斥了这种“生物决定论”

(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观点。她认为 ,生物因素或

许在某种程度上为行为提供了条件 ,但行为的选择是

诸多不同因素造成的 ,特别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根

深蒂固。所谓性别差异的生物学依据 ,就是由于这种

文化偏见下产生的方法论和解释上的错误造成的。

伊丽莎白·斯佩尔曼的《非本质的妇女》(1988)是

在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部专著。斯佩尔曼认为 ,女性主义理论中涌现出的本

质论倾向 ,主要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错误的普遍概

括 ;另一个是错误地排除他人的声音。这些错误会导

致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新的权威 ,将沿袭女性主

义所批判的对弱者的排斥和压抑 [1 ] (P121) 。在后现代女

性主义研究者看来 ,所谓自然、人性等本质主义的概念

绝非固定不变的 ,而是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

存在着诸多差异。因而 ,女性主义理论应当是反本质

主义的 ,应当以多元和综合建构的社会认同取代单一

的“女性”及“女性气质”概念 ,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

多概念中的一种 ,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等相关诸

多其他因素。

针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判 ,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

家波恩 (Boha. J. S)做过这样的总结 ,“本质主义存在五

个方面的困境 : 11本质论对普遍性的追求无法表征女

性经验的多元化 ; 21本质论声称女性特征是压抑的产

物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困境 ,它会使父权制社会对女性

的压迫合法化 ; 31本质主义将社会性别仅仅看作是个

体人格结构的一个方面 ,而不是塑造她们生活的社会

系统的反映 ,因此 ,注重从个体出发采取行动以改变女

性的命运 ,而不是努力改变整个社会系统 ; 41女性的认

知与生存方式的本质化使女性与男性均陷入了传统的

性别角色定型 ; 51本质论所主张的性别差异缺乏足够

的经验论证 ,许多研究存在着方法论问题、理论的不一

致性等”[2 ] (P72) 。由此可以看出 ,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

者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者所苦苦追寻的

“何谓女人”这样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提问 ,而是归向反

本质主义的思维之途。

二、男女性别二分结构的颠覆

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判还使得后现代女性主义研

究者冲破了传统男女二元模式的樊篱。在传统文化背

景下 ,作为男性对立项的女性 ,只是男人的“他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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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衬价值。但

是同样 ,男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男人 ,只是由于不断排除

这个对立项 ,因此 ,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可

见 ,二元对立模式所坚持的是所有女性都必须处于作

为男人的“他者”位置。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看来 ,我们所生活的这

个世界是一个被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她

们要通过对男性 /女性这一二元对立的解构来瓦解父

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当然 ,“分解”并不是要

建立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 ,而是还要包括对

“女性”这个术语本身的分解 ,这是因为“女性”这一指

称的成立完全是建立在一种虚拟的统一的“女性”这样

一种假设上。

由此可以看出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已经开始

了对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进行了颠覆 ,如果深入

拓展下去的话 ,还可以发现 ,后现代女性主义也已经向

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发起了总攻 ,向社会常态

挑战。所谓常态 ,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

权。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 ,把自己定

义为酷儿 ,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 ,其批判锋芒直

指异性恋霸权 ,由此让我们走进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

研究所创建的另一个重要范式 ,即酷儿理论及性别表

演理论的建构。

三、酷儿理论及性别表演理论的建构

在当今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领域 ,所谓的“酷儿理

论”俨然已成为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在当下的中国

大陆学术界 ,“酷儿理论”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

展开 ,如李银河的《酷儿理论》一书 ,以“酷儿理论”为标

题的单篇文章就有多篇 ;此外 ,还有许多专著中对酷儿

理论都有专章的探讨。限于篇幅 ,本文仅对朱迪斯 ·

巴特勒所提出的性别表演理论予以简要介绍。

既然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都是制度化的异性恋

所确立的 ,是话语建构的产物 ,因此 ,区分生理性别

( sex)和社会性别 ( gender)是没有意义的。巴特勒指

出 ,“的确 ,也许它———生理性别总已经是社会性别 ,结

果是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原来根本就不

是区别”[3 ] (P7)
。巴特勒打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

分企图去表明 ,所有的身体 ,从它们的社会存在的开

始 ,就被社会性别化了。但这又并非意味着不存在物

质性的身体 ,而是意味着人们只能通过话语来理解这

种物质性。正是通过对身体的话语建构的系谱学分

析 ,巴特勒对“表演性”的含义作了更为深人的阐发。

为此 ,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 ,巴特勒作了广泛的

理论征引 ,通过引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 ,巴特勒指

出 ,话语对性别的建构是通过“询唤”达成的。她写到 :

“考虑一下医学询唤的情形 ,这种询唤 (尽管最近出现

了超声波扫描 )把一个婴儿从‘它 ’转变为‘她 ’或

‘他’,在此命名中 ,通过对性别的询唤 ,女孩儿被‘女孩

儿化’( girled) ,被带入语言和亲属关系的领域。但这

种对女孩儿的‘女孩儿化’却不会就此完结 ;相反 ,这一

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 ,并不时地强化或

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线 ,也是对

规范的反复灌输。”[4 ] (P7—8)

因此 ,宣布“这是一个女孩儿”就不是一种中性的

描述行为 ,而是一种把婴儿询唤为“女孩儿”的表演性

甚至是行事性陈述。从此 ,这一句话就会迫使“女孩”

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 ,以便在那个“召唤”她的异性

恋范型中成为合格的女性主体。巴特勒说 :“‘这是一

个女孩儿’这一最初的行事性陈述 ,预期了‘我宣布你

们为夫妻’这一认可的最终来临。”[4 ] (P232)从“表演性”

到“引用性”,或者把“表演性”看作“引用性”,巴特勒

似乎更强化了她的“性别表演”论的颠覆潜力。

巴特勒努力去揭示的建构性质及其机制 ,指出主

体的性别身份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 ,而是它

们的结果。有人把这个观念称为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

必要条件 ,也有人论证说此观念把女性主义理论推进

到一个新的领域。甚至那些反对巴特勒理论的人 ,也

承认此观念已经和继续在广泛的领域产生重要的影

响 ,这足以显见性别表演理论的魅力所在。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宿命性困境

然而 ,令人倍感遗憾的是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在

其宿命中面临着许多难以规避的弊病 :

1.女性解构主义方法论的质疑。巴特勒通过否认

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区别 ,强调了生物性范畴本

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 ,带有很强烈的政治

色彩 ,并被政治性地自然化了 ,但它本身却并不自

然 [ 3 ] (P112) 。在此必须予以指出的是 ,解构主义在为后现

代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的同时 ,却又使得

女性主义者陷入了“理解无家可归、公共领域缺乏、公

共文化毁灭”的意义的碎片之中 [ 5 ] (P68)
。也恰恰在这个

意义上 ,李银河认为 :“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主体 ,否定或

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

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 ,就

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 ,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

政治。”[ 6 ] (P68)
因此 ,女性主义知识论如何能够既要借鉴

解构主义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向并将之与对菲勒

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 ,又要注意自身的存在不

要被充满虚无色彩的解构主义所解构 ,这是需要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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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关注的。

2.反本质主义思考的无根性。后现代女性主义所

秉持的重要的学术立场乃为反本质主义的 ,我们需要

反思的是 ,本质主义是否需要完全被打破 ? 例如 ,施皮

格伯格就认为 ,反本质主义以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作为

手段来取消对本质的概括性陈述是无力的 ,因为“描述

已经包含了对于本质的考察”[7 ] (P937)
。在上述引述中

已经完全可以触摸到“反本质主义”的症结所在 ,于此 ,

还是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以巴特勒为主要的代表后现代

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那里。在巴特勒那里 ,由于其所

秉持的反本质主义立场 ,作为女性重要归属的身体已

经显得近乎意义全无 ,而只是一个性别表演的承载体

而已 ,且仅此而已。让人略感遗憾的是 ,既然身体只是

性别表演的一个承载体 ,其所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为性

别提供一个表演的场域而已 ,那么 ,身体本身为何能够

产生具有颠覆性的戏仿效果 ? 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身

体上为何又会产生不同的表征 ?

3.话语突围的无奈。同特丽莎 ·德 ·劳丽蒂斯

(Teresa de Lauretis)在《艾丽丝否定 :女性主义、符号

学、电影》(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一书中所持的观点一样 ,巴特勒也认为 ,要努力走出男

性话语的围城。但具有悖论意味的是 ,如果女人无可

规避地要在一个被男性话语彻底根本性别化了的言说

语境中去进行思索的话 ,那么 ,女性主义者无论如何都

无法逃脱男性话语的樊笼。一方面 ,她们渴望着冲出

男性话语的弥漫 ;另一方面 ,又不得不借助于这种男性

话语去作为自己冲出的工具 ,悖论由此而生———借助

男性话语去颠覆男性话语究竟是否可能 ? 后现代女性

主义理论主张把话语看作是一切权力的奥秘所在。从

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操作途径 ,无疑是

对男性父权制进行颠覆的重要策略之一。但是 ,如果

过度停留在对语言的玩味上面 ,而忽视现实中客体存

在的身体和现实 ,就会使某些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

把妇女在现实社会中所遭受的一切具体的压迫都看作

单纯的话语 ,无疑 ,这必然会“使女性主义丧失战斗

力”[8 ] (P208) 。

4.女性主义研究目标的脱轨

与“话语突围的无奈”密切相关的乃是“女性主义

研究目标的脱轨”问题。在当下的许多批评家看来 ,后

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将关注点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方

面的突破和革新 ,但却忽略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存。

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把视野局限于思想话语层面 ,忽

视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

实践性。因此 ,一些批评家拒绝后现代女性主义 ,认为

这是“学院派的女性主义”。在他们看来 ,这些人逃离

真正的革命斗争 ,只是在进行无聊的逻辑上的思辨 ,而

并无任何现实操作意义。也恰恰在这个意义上 ,瓦赖

尔·布赖森才向我们提醒到 :“必须谨防自我指认的精

英论 ,因为它只能促进学术职业 ,而不能到达大多数女

性那里。好的女性主义理论若要构成集体行动和理解

的基础 ,它就必须走出象牙塔而进入女性的心灵。女

性主义不是一本只限少数人阅读的书 ,在本质上 ,它是

一本人人可以阅读的书。”[9 ] (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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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izes some new paradigms created by postmodern feminism studies, such as anti -

essentialism, subversion of binary position, construction of queer theory and gender performance theory.

Then, the author focuses his attention on the dilemma of these new paradig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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