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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 !" 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史学既

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又是一种政治观$它不仅关注

以往被忽视的妇女经验# 而且强调用女性的眼光看

历史$ 几十年来#在整个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女性

主义史学挑战了传统史学$不仅使妇女进入了史册#
而且使%社会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

析范畴) 可以说#女性主义史学取得了许多成就#女

性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也初露端倪) 值得注

意的是# 女性主义史学在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存在

很多争议)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女性主义史学研究#
从问题的提出到方法的采用# 从材料的取舍到目标

的设定都与之密切相关) 本文对女性主义史学争论

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学界)
一"如何解释妇女在历史上缺席的原因

自古以来# 女人就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但是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没有进入史册) 这使后人无从了解历史上女人的经

验#无法描绘她们曾经的生活#无法感知她们的喜怒

哀乐)长期以来#妇女在历史上的缺席并没有得到学

者的关注#直到 !" 世纪 (" 年代#女性主义学者才开

始把妇女在历史中缺席视为一个问题# 并试图揭示

其中的原因#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史学)
关于妇女在历史上缺席的原因#最常见的一种看

法是认为这是男性历史学家偏见的结果) 女性主义

史学家认为#在传统史学中妇女被排斥在历史之外#
妇女的经验被男性历史学家忽视了) %时至今日#对

人类这一半的排斥#不是被当作不可更改的状况#就

是被当作不值一提的小事* 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平等

现象往往被视为在实践中是不重要的# 在理论上是

无趣的) &)*+’,*(%在历史研究中#男人常常代表了整个

人类#造成了一种等级制和排斥现象#女人+黑人以

及各种他者不是历史研究对象#即使是#也被认为没

有白种男人重要#直到最近#大多数历史都是以白种

男人为中心#其他群体被边缘化) 在历史学组织中#
也是白种男人居主导地位#而妇女"黑人等居次要地

位) &)!+’,*(

女性主义史学家在分析妇女在历史上缺席的原

因时# 对于男性史学家是否有意忽视妇女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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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t historiography; gender; difference

In recent decades, feminist historians have seriously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by not only bringing women into histo-

ry, but also making "Gender" an important analytic catego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unanswered questions and questions that

cause debates, including how to explain women's invisibility in history, how to divide gender bias and limitation of the time? How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women while studying women's history? What's the goal of the women's history? All of these ques-

tions need to b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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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有些认为男性历史学家有意忽视妇女"而有些

认为#妇女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并不是由于一般男性

民众或男性史学家的罪恶阴谋$ %!"#但是"女性主义

史学家认为"即使不是有意忽略"妇女#也是被系统

地排除在&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之外%$女性主义

史学家普遍认为"由于以往历史学家都是男性"决定

了史学从来就不是性别中立的$ 即使男性历史学家

不是故意排斥妇女" 也会认为一般的人类历史就包

含了女人的历史$ 在传统史学中 #女性特征只是特

例"男性气质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种历史中"
妇女被忽略*被贬低了$因此"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
所谓历史就是以男性价值观规定的以男人活动为主

体的历史"恰当地说"是#男人的历史%$
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不仅是男人的也是

女人的经历$ 它不应仅仅用男性的或者似乎性别中

立的视角来研究" 而且要用女性的和含有社会性别

的视角来研究$ %!()(%$&*)#男人只是人类的一部分"无

论男女的经历是一致还是存在巨大差异" 历史学家

都必须研究妇女$ %+$)(%&’)#与男人一样"妇女必须要有

自己的历史$ 因为妇女是与男人同等重要的人类组

成部分$ %!")因此"女性主义史学家提出了重建女性

历史的目标"着手研究妇女史$
女性主义史学家普遍地将妇女的缺席归因于男

性史学家的性别偏见$ 女性主义史学家对妇女在历

史上缺席原因的这种解释" 对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广

泛影响$首先"许多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只有妇女才

能深切体会到妇女在历史上所受的苦难" 只有妇女

才能真正公正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妇

女史只能由妇女来书写$其次"在把妇女在历史上的

缺席归结为男性历史学家的性别偏见之后" 一些女

性主义史学家进而否认客观*中立历史的存在"并放

弃了对其的追求$她们强调妇女史的政治性"在具体

研究中她们总是首先把自己的身份*学术立场*要达

到的目的告诉读者" 她们明确阐明自己站在女性的

立场或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历史"不以客观*公正

为目标$
然而"把妇女在历史上的缺席归结为男性历史学

家的性别偏见这一结论不仅偏颇"而且过于简单$一

些女性主义史学家在分析妇女在历史上缺席原因

时"没有区分历史与历史学$她们往往用妇女在历史

上的确起过的作用* 扮演的角色来反驳妇女在历史

上的缺席$ 实际上"历史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

历史学家所进行的研究+二是指曾经发生的历史$当

我们说妇女在历史上缺席时" 我们是指妇女没有进

入史册"被历史学家忽视了$ 因此"妇女在历史上缺

席的原因实际上是指历史学家忽视妇女史的原因$
伏尔泰曾明确表示!#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

一写$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也指出!#并非所

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 或者都会被历史

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 !-)(%,)历史事实本身不

能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 它们才能说%$
!-)(%-)这就需要我们在分析妇女在历史上缺席的原因

时"不仅研究历史上妇女的真实经历"也要考察历史

学家是如何书写历史的" 他们的理论前提与选择标

准是什么,
回顾史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注重政治史的传统

历史学家专门去叙述朝代的更替* 王宫贵胄的琐碎

事实" 专门选择那些情节离奇的富于戏剧性的大变

革$从广义来说"虽然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

来所做的或所想的都应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大到民

族的兴亡"小到一个最平凡人物的习惯和感情"但是

史学家习惯于自上而下看历史" 把过去的政治事件

视为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忽视普通人的生活$ 传统

史学家 #很少愿意描写人类的常见熟知的情况和日

常生活$ 他们所注意和记录下来的"就是惊人的"或

例外的事物%$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往往把国家

视为历史演变中的主角和历史研究的当然对象"他

们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叙述国家演变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在历史中#缺席%的不仅是妇女的境

遇"也是普通男人的境遇$ #一将功成万骨枯%"普通

人在历史上是无名的$在传统史学中"普通民众的喜

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鲜有记载$
直到 $. 世纪初"传统史学才受到挑战$ 到 $. 世

纪 -. 年代" 这种历史研究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人们对历史研究的不满日益明朗化" 历史学研究进

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 历史学应当研究哪些

方面"采用哪些方法"如何对过去作出解释"以及历

史研究工作如何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此"历

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研究重点从政治转移到经济*
社会和文化方面$ 历史研究从政治转而关注人类经

验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家庭*性特征$原来单一的

进步史观受到了怀疑"人类历史的一致论被挑战$历

史意义的标准进而也发生变化" 个人的主体经验和

公共政治活动也被认为值得研究$ 女性主义史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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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可以说"妇女史在某种程度

上是西方史学变革的产物" 而不仅仅是西方女权运

动推动的结果! 史学观念的变革使妇女史研究不仅

仅成为迫切的需要"而且具有实际可能!
因此"妇女在历史上的缺席显然不是因为她们没

有参与历史创造和历史书写" 而是由历史学家看历

史的方式决定的!也就是说"造成妇女在历史上缺席

的主要因素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价值观" 而不是他们

的性别身份! 与其说妇女在历史上的缺席是男性史

学家性别偏见的结果"不如说是时代的局限! 有时"
把妇女在历史上的缺席归结为男性历史学家的性别

偏见可能出于一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自身的偏见!
对妇女在历史上缺席的这种认识囿于两性对抗框架

之内" 试图通过女性历史学家自己的研究改变妇女

在历史上缺席的状况" 还未能揭示出妇女缺席的真

正原因"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实际上"发现男性

历史学家对妇女的忽视"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推翻或

者怀疑男性历史学家的品德诚信!
二#如何认识妇女之间的差异

女性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重要挑战是断言妇

女有自己的历史!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常常把妇女作

为一个同质的群体去研究" 强调妇女史不同于男人

史"认为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妇女和男人的历史

经验和感受也不同!
早期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力图追溯妇女受压迫

的根源"她们认为 $第二性%曾经是全世界妇女共同

的遭遇!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女人都

被局限在家庭之中"从事着照料他人的劳动!尽管在

前工业时期" 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区分也许没有

工业化社会那么壁垒分明" 但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来看" 女人一直被囚禁在家庭领域" 承担着家务职

责&&&包括孕育和尽母职! %!"#’$%&"(女性主义史学一

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是" 男权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

遍特点!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妇女的历史就是妇

女受父权制压迫的历史" 每一个女人都处于对某个

男人的依附状态! 历史上充斥着压迫妇女的残酷行

为和野蛮行经&&&$印度寡妇的殉夫自焚"中国的缠

足"伊斯兰风俗中终生的面纱丑行"或广为推行的隔

离#闺房和帷幔制等一系列摧残妇女的制度!其它现

象"如女性割礼’切除阴蒂(#在各种口实下的买卖和

奴役妇女#强制性的童婚制#纳妾和卖淫"等等! %!’(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以后"女性就成为

受害者"妇女形象经历了从俘虏#女奴#女佣到社会

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角色转变!
可见"早期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通过展示社会生

活各方面对妇女的歧视" 塑造了妇女是受害者的历

史形象!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妇女受压迫是一种跨

阶级#跨文化的普遍现象!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把妇女

视为被迫屈从的群体"她们的社会角色被贬值"她们

的经验被认为是成问题的! 她们认为只要把长期被

掩蔽的妇女史揭示出来" 就可以改变妇女长期被忽

视的状况! 但事实很快证明这种想法过于天真! 因

为"关于妇女的$新的史料也许可以记录过去的生存

状况"但不能改变妇女活动的重要性! %!%(’$&(

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女性主义史学家意

识到把妇女一概描述为受害者的简单僵化模式不利

于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她们转而寻找妇女在历史

与现实中的能动作用! 为了纠正绝大多数史学家著

作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 妇女被描述成历史的创造

者!从此"女性主义史学的主要目标是证明妇女对历

史的贡献! 女性主义史学典型的写法是以反映妇女

才能的正面范例代替以往对妇女否定的描述" 一些

女性主义史学家竭力从历史中甄选优秀的女艺术

家#女作家#女政治家#女宗教界人士#女科学家#女

教育家作为妇女的典范" 并以此来反击妇女历史经

验无足轻重的推断!女性主义史学家热衷于证明"妇

女完全有能力塑造历史" 她们不应该被排斥在历史

之外!苏拉密斯)萨哈在*第四等级+一书序言中就引

用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写给爱神的书信+中的

一首诗" 表明了她对女人的理解&&&女人比男人高

尚!因为$她们不会残害他人 , 也从未打家劫舍 , 她们

不杀人放火 , 不夺人财产 , 她们不会为了 , 偷窃金银

去投毒 , 不会为了遗产花言巧语 , 更不会伪造契约 ,
对于公国" 王国和帝国 , 她们不会造成最轻微的伤

害 , 女人最坏的行为也不会惹来灾难 , 即使有个别的

例外 , 也不应据此妄下论断! %-.*(

无论是把妇女作为牺牲品还是历史创造者"一些

女性主义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把$妇女%作为一个整

体! 苏拉密斯)萨哈在*第四等级+一书中明确指出"
中世纪妇女是属于第四阶级"虽然不同婚姻地位#不

同阶层的妇女所拥有的权利是不同的" 但是" 在社

会#国家#宗教团体中"妇女都从属于男性! 因此"她

把妇女当作一个单独阶层!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一

书中同样认为"男女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 $虽然在

!"



男权制下! 女性类似阶级的地位在阶级的范围内极

易产生混淆!原因是!性的地位常常是在阶级这一变

量中以表面上错综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在社会

中!地位总是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背景密不可

分!因此有些女性似乎比某些男性具有更高的地位"
但我们如果将考察深入一步! 就不会有这样的错

觉" $!"#%$%%&’妇女倾向于超越男权制的阶级划分!因为

不管她的出生和教育属哪一个阶级! 女性并不如男

性那样具有永久性的阶级联系" 由于经济上的不独

立!她不管加入哪一个阶级!她与它的联系都只能是

肤浅的#替代性的和暂时性的((作为一个集团!妇

女并不享有任何一个阶级都会向它的男性成员提供

的那些许多兴趣和利益"所以!妇女在阶级的体制里

占有较少的投资((就像任何寄生于其统治者的群

体一样!妇女是一个靠剩余物存活的附属阶级" $&"#

%$%’& 女性主义史学家不是把妇女作为一个阶级就是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妇女史! 并一直都在把妇

女与奴隶#仆人#工人相比较" 女性主义史学家把妇

女看作是一个永久的# 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社

会群体!认为’单凭身为女人这一事实已意味着她具

有不同的社会经验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经验" $&((#%$’)&

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女性主义史学家也

发现了妇女之间的巨大差异"吉斯特)鲍克发现!’一

个性别之间的差异与一个阶级之间的差异一样巨

大" $&*+%$,(*&吉达)勒纳明确指出!’妇女与她们同一集

团的男人的紧密关系要超过她们与其他阶级# 种族

妇女的联系$"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明确提出!成

为一个女人有着强烈的种族#阶级含义!关于’妇女$
的断言往往从一个相对小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群

体经验中不适当地概括出来! 黑人妇女的独特经验

被抹杀了!黑人妇女的要求被忽视了"
有些女性主义史学家认识到将妇女归入单一类

别里的做法有失偏颇" 由于每一个妇女都是一个具

有一定年龄#种族#阶级和婚姻状况的妇女!妇女不

是一个同质的范畴" 对’妇女$这一概念不加界定地

使用!使’妇女$失去了历史性!妇女成为先于历史而

存在的范畴"此外!将所有妇女都分在一个同质的范

畴!造成了一个妇女群体对另一个妇女群体的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男女之间的差别!而且女人之间

的差别也成为妇女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差

异$成为女性主义史学的关键词"在 ,. 世纪 ". 年代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强调使用性别分析进行历史

研究时!必须结合阶级#种族#族群#国家等其它分析

视角"今天!把性别和阶级#种族#族群结合起来进行

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陈词滥调"正如艾里斯)
伯杰所指出的!’唠唠叨叨地说人种# 阶级和性别结

合在一起分析已经成为一种公式! 而不是创新和系

统洞见的源泉" $&(,+%$)"&

值得指出的是!要真正回答’妇女$是否是个历史

分析范畴这个问题!不仅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更

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追寻" 毋庸置疑!女人自古就有"
但是! 女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却

并不是自古有之"历史表明!妇女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是一个过程!经过了从自在到自为的漫长历程"女性

主义史学家研究的主要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的历

史!而不是女性单个人的历史!也不是生理意义上的

女人的历史"因此!女性主义史学家所进行的妇女史

研究的重要任务应该是考察妇女***作为一个社会

群体***是如何出现的! 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怎么

形成的+妇女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出现的+它的思想与

社会基础是什么+妇女是如何进入史学家视野的!等

等"
妇女史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揭示妇女受压迫或妇

女为人类默默作贡献的历史事实"因为!两性差异和

两性分工一直存在!但为什么只有到 (’ 世纪!一批

思想家才提出了妇女受压迫的问题! 为什么这种思

想在 (" 世纪西方社会演化成为妇女运动+为什么到

,. 世纪妇女运动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 我们不能

把女权主义的要求解释为女性意识的单纯转变!而

是要从社会条件的根本改变入手去解释女权主义运

动以及女性意识的变化"因为!在西方历史上强调女

人是天生的同时! 其实是女人角色开始发生转变的

时代" 对女人本质再定义的需要与女人角色的转变

乃至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同时发生的! 它们之间

的关系有待深入探究! 而这恰恰是妇女史更有价值

的课题"
三#如何处理妇女史与通史的关系

有些女性主义史学家一直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
将妇女史从一般的历史中分离出来! 女性主义史学

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种两性对抗论

的基础之上!把妇女仅仅作为男人的对立面来分析"
这种妇女史往往游离于主流史学界之外"但是!在颠

覆使命完成之后! 如何处理妇女史与通史的关系就

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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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许多女性主义历史

学家一直强调妇女史不同于#男人历史$人类通史!
并引发了历史分期问题%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把妇女

解放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也就是说!通过审视

一个时代& 一个事件是解放还是压抑了妇女潜在的

能力来判断其是否具有进步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女

性主义历史学家看到了与以往历史研究截然不同的

一幅历史画卷! 发现正是在以往所谓进步发展的时

期!妇女相对地失去了地位" ’我们对所谓进步发展

的认识! 如古典的希腊文明& 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

命!将会得到令人震惊的重要评价" 对妇女来说!雅

典的所谓进步!意味着纳妾制和对公民妻子的幽禁(
欧洲的文艺复兴! 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妻子们专事

家务!以及对女巫愈演愈烈的跨阶级的迫害!法国大

革命也明显地把妇女排斥在自由& 平等&)博爱*之

外%突然间!我们以新的双重视角来重新观察这些历

史时期!眼前呈现的是不同的画面% +!""#,$%&$

女性主义史学家通过审视同一社会发展!发现造

成一个性别进步而同时压迫另一个性别的现象% 她

们发现’在家庭活动与公共和社会活动重合时!妇女

的地位便相对地高!甚至超过男人% +!""’,$()$’在那些

家庭和公共领域分开的地方! 性别不平等变得明显

了+ !""’,$(*$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由于妇女被排除在

一定时期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利益之外!
这使妇女经历了不同于男人的历史经验%事实上!一

些女性主义史学家甚至认为-’因为妇女与生育有着

特殊的关系!历史可以而妇女史必须按照影响生育&
性& 家庭结构的重要历史转折关系来重写和划分历

史时代% ++""’,$%&,%-$

女性主义历史学挑战传统史学期间!对历史分期

的不同见解仅仅被视为妇女史的重要成果之一!有

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据此批驳了以往不加分析地认

为妇女与男人共享民主&进步的做法%有些女性主义

史学家指出-’对于妇女来说! 不存在文艺复兴这样

一个事实!起码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这样% 相反地!这

一时期有的是对妇女活动范围和权力的限制! 而这

种限制正是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各种发展的结果%+
!""’,$%&$

问题是!如果女性用不同于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历

史的进步! 如果一部文明史从女性的角度看竟然是

一部压迫的历史!那就意味着妇女是一个特殊群体%
这加重了妇女史的孤立状况! 而这与女性主义史学

家的目标设定相矛盾% 女性主义史学的目标决不是

再现女性历史!而是要重新书写历史%女性主义学者

指出!妇女史不仅仅是添加妇女的历史!而是应该对

历史研究本身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妇女史必然涉及

对传统历史意义的重新界定与扩展! 不仅研究公共

政治活动还要包含私人的&主观的经验!这种方法论

上的变革!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妇女史!更意味着新

的历史% +!.’,$.($

为了改变妇女史的孤立状况!许多女性主义史学

家开始用社会性别取代妇女% 她们使用社会性别分

析的目的就是不再仅仅关注妇女! 而要把妇女放在

各种社会关系中% 她们认为妇女史关注的不仅仅是

人类的一半!而是全部%不仅妇女史与性&婚姻&家庭

相关!通史也应该是两性的历史%她们相信社会性别

分析可以使妇女从历史边缘到核心! 更重要的是社

会性别可以改造所有历史的写法% 她们也相信通过

引入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 可以解决妇女史与通

史的关系!因为社会性别可以改造所有历史%斯克特

认为!’社会性别史+ 是一种由妇女学派开创出来的

普通史!’我们认为妇女史必然涉及对传统历史意义

的重新界定与扩展! 不仅研究公共政治活动还有包

含私人的&主观的经验!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不仅

意味着一种新的妇女史!更意味着新的历史% ++.’,$.($

琼.凯利为妇女史定的目标是使性别 ,/01$’和阶级

种族一样!成为社会分析的基本范畴+% +.’,$..$

.2 世纪 *2 年代!在妇女史研究中!’社会性别+成

为’妇女+的代名词!许多妇女史的文章&书都用社会

性别代替了妇女!但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妇女%值得注

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女性主义史学家一直强

调社会性别是核心的&基本的范畴!是历史研究不可

或缺的视角! 并以此来强调性别分析在历史研究中

的重要意义%但是!她们没有深入探讨如何在通史研

究中运用性别分析% 许多女性主义史学家默认了一

种观点///只要把性别分析加进通史研究! 就可以

使妇女以及原来被忽视的性别关系等问题进入历

史%但问题是!加法并不能解决各种分析范畴关系的

问题% 作为挑战者出现的妇女史从某种程度上是与

通史相对立的历史! 加法的最好结果可能是使通史

多元化!各种声音都在其中有一个位置%但也很可能

使通史变成一个大杂烩!一个各种观点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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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殉道"者#甚至也非纯粹社会认识意义上的!被

污辱被损害者"#亦非国家民族话语中!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的精神英雄#她们是只痴迷!爱情神话"
和深陷!父权神话"的献祭者% 所以#要想社会和谐#

必须家庭和睦&要想家庭和睦#必先把妇女从家庭中

解放出来&要想妇女解放#建立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

乃是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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