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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后二十年 ,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走过了

艰难起步与不断发展的时期。进入 21世纪 ,构建有

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已成当务之急。在此 ,我仅

就女性学理论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的思考 ,请方家

指正。

一、关于“女性学 ”和“妇女学 ”

“妇女学 ”名称 ,沿用许久。但我认为 ,这门学

科应改称为“女性学 ”。这是因为 ,其一 ,这门学科

是从性别的角度 ,把人类的一半作为客体对象来研

究 ,称“女性学 ”要比称“妇女学 ”更科学、更准确。

其二 ,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 ,“女性 ”是一个超越

社会关系泛指“女人 ”的合适概念。应该说 ,在当下

习惯话语中 ,“女性 ”与“妇女 ”两词在内涵上没有本

质的区分 ,但是 ,在外延上确乎存在一些细微的差

别。“妇女”被多用来指称那些有一定年龄和经历

的女人 ,或有婚史的女人 ;而“女性 ”涵盖的范围要

大些 ,它既可指称已婚的女人 ,也可以指称未婚的女

子 ,还可包括未成年的少女、女童等 [ 1 ] ( P10)。

这样的界说 ,当然是基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世

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 ,对于“妇女 ”、“女

性”、“女子 ”等语词有着不同的含义。英语中 ,对

“woman”、“female”、“fem inism”等词语的界说 ,也有

地域和民族的差异 ,我们在使用时 ,也应根据具体的

语境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女性学 ”、“女性研究 ”、

“女性主义 ”、“社会性别学 ”之区别

　　在目前中国的文化与学术背景下 ,我认为 ,“女

性学 ”、“女性研究 ”、“女性主义 ”、“社会性别学 ”,

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概念。

“女性学 ”与一般“女性研究 ”的区别在于 ,

“学 ”者 ,乃是相对系统、完整、逻辑地阐释其研究对

象的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之谓也。简言之 ,它是一

门关于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

整体性的科学。

“女性研究 ”一般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出发 (比

如心理、文学、历史、教育等等 ) ,对女性某一方面的

行为或特征、生存发展面临的某一方面的问题 ,进行

的个别、局部的研究。它一般是在既有学科范围内

进行的 ,并逐步形成了该学科中以女性为对象的分

支学科 ,例如 ,女性心理学、女性文学与批评、女性教

育学、断代妇女史 ,等等。

当然 ,“女性学 ”与“女性研究 ”之间 ,是既相互

“自治 ”又相互“整合 ”的。

首先 ,两者的学科特点不尽一致 ;其次 ,“女性

研究 ”的成果 ,经过转化和提升 ,可以而且应该成为

女性学的某种理论元素。譬如 ,女性心理学是心理

学的一个分支 ,“女性学 ”对女性本质与特征的研

究 ,涉及女性的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 ,但它不能取代

或涵盖女性心理学的全部内容。同样 ,女性心理学

的研究成果 ,也不能全盘地搬入“女性学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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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理学对两性心理差异的认识 ,对某些女性特

质特征的解析 ,却为“女性学 ”描绘整体的女性图景

提供了心理学依据。而“女性学 ”对女性本体形而

上的理论概括 ,也成了寻觅女性心理变化发展动因

的不可或缺的视角。因此 ,“女性学 ”与各学科的女

性研究 ,是互补的、互动的。要建设科学的“女性

学 ”,离不开各既有学科女性研究的支撑。只有各

学科的女性分支学科不断创新 ,“女性学 ”学科建设

才能永葆发展活力。

近年 ,有学者借鉴国外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 ,提出“社会性别学 ”。还有学者主张建立“妇

女与社会性别学 ”。我认为 ,“女性学 ”与“社会性别

学 ”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因为 ,“社会性别

学 ”是以性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强调的

是对社会性别制度、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建构

的研究 ”[ 2 ] ,与“女性学 ”不能混为一谈 ,亦不能越

俎代庖。

有论者认为 ,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 ”是吸

取了国外的经验 [ 3 ] ( P29) :一方面关注妇女又不拘

泥于一个性别问题 ,将妇女置于了两性社会性别关

系的框架 ,并在同其他系统的相关联系中去考察 ;另

一方面 ,它在关注社会性别议题时 ,又不至于将妇女

问题淹没。我以为 ,这个学理上的愿望是好的。然

而 ,毋庸置疑 ,在“社会性别 ”这个大概念下 ,实际涵

盖了男性与女性两个基本分类 ,倘若把一个子概念

与母概念并列起来加以阐述 ,这个学科逻辑起点的

规定就将遇到麻烦 ,它的概念与体系也将出现某种

混乱。

当然 ,研究女性离不开社会性别的理论与方法 ,

社会性别研究也不能忽略对女性的解析 ,但作为两

个相关学科 ,它们毕竟是由不同的“元问题 ”生发出

的不同系统 ,虽有交叉渗透 ,互为依存 ,密切关联 ,但

还是不宜相互替代。如果说在学科初创时期 ,理论、

概念和命名的歧出甚至混乱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在

日后的建设发展中 ,准确与科学地界定基本概念 ,则

是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础 ,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前提。

如果连命名都处于含混、摇摆、朝令夕改之中 ,或老

是跟着国外某些理论亦步亦趋 ,那就难以建立有中

国特色的女性学了。

“女性主义 ”( fem inism) ,准确地说应称之为“西

方女性主义 ”或“女权主义 ”,它是泛指西方争取男

女平等的理想、理论和实践于一身的社会运动。虽

说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纷呈 ,但它寻觅女性成为“第

二性 ”的缘由 ,以及探讨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路径

的一些成果 ,还是为解析整体的女性生存与发展 ,提

供了不少理论元素。可以说 ,我国的女性学 ,既吸收

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营养 ,又在完成着对女性本

体认识的更集中、更系统的概括。

三、关于“女性学 ”的研究对象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女性理论研究的对象 ,经

历了从“运动 ”到“问题 ”再到“人 ”的转变。[ 4 ]

众所周知 ,我国的女性理论研究是与妇女运动

相伴而生的 ,在上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女性研

究的焦点是“妇女运动 ”。1980年代后 ,女性研究开

始更多的关注“妇女和女性问题 ”,集中是女性发展

及事实上的男女平等问题。到了 90年代后期 ,则较

多转入从“人 ”的角度 ,即从作为人的一半的“女人 ”

的角度来研究女性问题。“女性学 ”研究的对象是

“女人 ”———“自觉的实践活动着的女人 ”的见解 ,成

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当然 ,“运动 ”、“问题 ”和“人 ”,都在女性学研

究范围之内。但比较而言 ,从“人 ”的视角切入 ,揭

示女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和有别于男性的自身特

征 ,显然更接近女性研究和女性学学科建构的逻辑

起点。因为 ,任何女性问题的产生、演变和解决 ,诸

如男女平等和女性社会解放的彻底实现 ,都是需要

以女性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依据的。只有解

决了女性的本体论问题 ,才能解决女性的价值论和

发展论问题。

四、“社会性别分析法 ”的长处与局限

“女性学 ”理论的创建和阐释机制 ,应该源自实

事求是的观察思考和科学唯物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 ,方法是在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

生联系的中介。这就决定了一切方法都有两个特

点 :在主观方面 ,它受着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支配 ;在

客观方面 ,它反映着特定认识对象的属性与特点。

如今 ,科学研究的方法已相当完备 ,它自高而低可分

为哲学的方法、一般科学的方法和特殊科学的方法

三个层次。

按照这种分类 ,如果把女性学研究方法看作一

个系统的话 ,它的基本观察和思考方法是“性别 —

社会性别 ”的历史主义方法 ,亦即从“人 ”出发 ,以男

性为参照 ,对女性加以聚焦 ,从而解答女性的本质、

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因为对象的特殊性 ,往

往决定学科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女人 ”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女性问题是一

个社会问题。因此 ,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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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学等角度对女性和各种女性现象普遍具有

的性质加以研究不可缺少。这是研究任何一种社会

现象普泛采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学研究

中的一般科学方法。

“女性学 ”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论

与历史唯物论。也就是说 ,要解析社会性别是如何

被建构的 ,性别等级制度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被复

制、被再生产的 ,男性中心文化构成要素是什么 ,它

与权力、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是什么关系 ,等等 ,都必

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 ,去考察它的历史

起源与它的前提 ,考察它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 ,并以

此为根据去认识它的现在和推断它的未来。同时 ,

还必须分析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经

济关系 ,这样才能得到动态的、多维的、完整的女性

图景。因为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因 ,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 ,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

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生产方

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在有关的时

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

中去寻找 ”[ 5 ] ( P264) ,这就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理

论依据。

不可否认 ,“性别 —社会性别 ”分析法是认识女

性 ,尤其是揭示两性异同的重要手段。西方社会性

别理论在中国传播有其积极意义 ,对推进我国女性

学的“理论多元化 ”、“视角多样化 ”以及揭示当今世

界把男人塑造成男人、把女人塑造成女人的“社会

文化中的许多不合理之处 ”,有其独到的作用。然

而 ,社会性别理论有其自身的“适用域 ”问题 ,它不

是万能的 ,是有局限的。例如 ,它本身存在“忽视社

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 ”[ 6 ]的偏颇。

有学者已经指出 :“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尽管填

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 ,但现行的研

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 ,研究

中必称社会性别 ,以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性别

视角缺失造成的 ,这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研究与学科

化的僵化。”[ 7 ]我们应注意发挥社会性别理论的长

处 ,克服其弱点。

一些学者主张 ,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

析范畴结合起来 ,尽量避免从单一的女性角度来考

察性别问题 ,而应从两性角度来思考女性发展与两

性和谐问题。我以为是妥当的。有学者从本土的角

度提出“弱嵌入 ”分析方法 ,认为“我们需要在不断

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 ,无论

是思考问题、分析原因还是寻找对策 ,都不能脱离中

国现实社会系统。”“我们需要分解这个大系统 ,发

现其中的性别关系 ”,“又要将其‘嵌入 ’回这个系统

中去发现联系和影响 ,寻找原因和对策。这样的研

究才是真正‘本土 ’的研究。孤立地分析性别关系

或将其他社会系统的理论研究简单化地翻译或套用

的所谓‘本土化 ’的研究 ,常常只是理论游戏 ”。 [ 8 ]

“所谓‘弱嵌入性 ’还提示我们关注社会系统中的性

别关系需要注意的‘度 ’,既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

孤立地讨论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 ,也不能将社会经

济关系对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的影响绝对化 ,或理

解成‘强嵌入性 ’。否则 ,性别关系就可能被埋没在

社会经济关系之中 ”[ 9 ]。这一理论思路 ,我认为也

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既要克服对西方女性理论的盲

目遵从 ,又要切实回答中国女性发展的实际问题 ,这

样 ,中国的女性学才有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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