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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女性主义研究是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跨越了诸多学科 ,吸收了各学科的理论

资源和研究方法。笔者着重讨论在社会理论视阈中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 ,女性主义理论通过与社

会理论的对话 ,从中吸收理论资源并且给主流社会理论提供了性别的视角 ;除此之外 ,女性主义理论重点放在对传

统社会理论的男权主义和性别盲点的批判上面 ,它表达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立场和个性。新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开辟

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 ,这些话题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理论的关注和认可 ,拓宽了主流社会理论的研究领域。女

性主义理论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 ,不仅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 ,同时也弥补了

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性别盲点 ,拓展了其理论空间 ,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理论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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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 ,女性主义仅仅作为一项政治思潮而一直

在社会理论的视野之外 ;同时 ,社会理论也忽略了

“性别”这个主题。现在 ,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

社会性别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一项合法主题。这一

变化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这一

基础就是女性的影响正日益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女性主义理论则展现了这一影响 ,并且论证了性

别体系的社会文化本质 ,指出了社会性别是构成社

会生活的最基本特征 ,它比社会阶级更具有普遍性。

在这一过程中 ,女性主义理论不断与主流社会理论

进行对话 ,运用已有的社会理论来理解社会生活中

被性别化的各种本质。女性主义理论重点放在对传

统社会理论的男权主义和性别盲点的批判 ,它表达

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立场和个性。女性主义理论以其

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

神 ,不仅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 ,同时也弥补了传统

社会理论中的性别盲点 ,拓展了其理论空间 ,表现出

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一、对话 :女性主义研究的社会理论资源

女性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启蒙运动 ,其

中包括权利、平等和主体性等话语。启蒙运动中关

于女性的思想受理性与主体性、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观念启发 ,女性解放运动从“女人也是有理性的人 ,

也具有主体性”这一前提出发 ,来争取女性的平等与

自由。启蒙运动对人权的呼吁 ,使女性作为人的价

值也首次得到了关注。除此之外 ,启蒙运动还反对

世袭君主制和贵族的社会等级制度。由此 ,建立在

性别差异基础上的性别等级制度也遭到了质疑 ,女

性主义理论正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通过与主流社会

理论展开对话而展开的。

最早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 18 - 19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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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从《女权辩护》可以看出

她对理性、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这一思想发源

于 16、17 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依据人们具

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 ,主张人人生而平等。

后来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便接受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脉络 ,主张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以及男女平等的竞

争机会。

自由的女性主义对女性权利的争取主要从这样

几个层面展开 :首先 ,以个体权利和机会平等为本 ,

为女性争取同等竞争的机会。在自由的女性主义的

思想传统中 ,“平等”主要被解释为机会均等 ,也就是

在关于“平等”(equality) 和“公正”(equity) 的争

论当中 ,自由的女性主义站在“公正”一边。因而 ,自

由的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平等权 ,并不是男女在社会

各个领域的绝对平等 ,也不是要求社会照顾处于弱

势的女性群体 ,而是主张公平竞争的平等 ,她们是站

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来争取平等权的。她们认为在

一个公平的社会里 ,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

己潜力的机会 ,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

其次 ,自由的女性主义关注使女性获得竞争机会的

能力 ,这个能力的获得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自由

的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之所以显得智力低下 ,是因为

她们没有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机会 ,是教育方

面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两性之间在理性上的差异 ,

而女性权利与机会平等的最大障碍在于否定女性具

备与男性同样的理性。因而她们特别强调女性受教

育的权利 ,主张改革那些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教育体

制 ,纠正这些不公正。最后 ,自由的女性主义以法律

为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这一点 ,我们可

以从自由的女性主义在不同阶段所提出的修改法律

的要求看出它的发展 :开始她们主张废除性别歧视

的法律 ;随后她们主张中性法律 ,要求在法律的制定

上不分性别 ,对男女同样适用 ,不能因为性别而给予

区别对待 ;接着她们主张制定反歧视法律 ,用法律的

力量规定不得有性别歧视 ;还有 ,她们主张用法律加

速性别平等的实现。

从自由的女性主义的理论追求可以看出 ,她的

话语体现还在主流社会理论的话语体系内 ,通过与

主流社会理论开展对话展开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

上 ,女性主义理论一直延续了这一传统 ,在社会分

层、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等主流社会理论的研

究主题中 ,女性主义理论与其充分进行对话并且在

主流社会理论中开辟了女性主义的视角。

社会分层 :长期以来 ,主流社会理论对社会分层

的研究并未重视社会性别的层面 ,用吉登斯的话说 ,

就是“许多年来 ,分层研究有‘性别盲区’———在他们

看来 ,仿佛女性并不存在 ,或者在分析权力、财产和

声望的分配时 , 仿佛女人是不重要的和无意义

的”[1 ]270 。由于性别分层涉及诸多的分层因素 ,仅仅

用传统的分层研究框架很难解释性别不平等问题 ,

女性主义学者尝试用女性主义视角来解决这一难

题。珍妮特 ·查夫茨提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性别

分层理论。她认为 ,强制性因素和个人的自愿性行

动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而要改变性别不

平等的状况 ,就要改变劳动的性别分工 ,改变男性在

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 ,改变社会的性别观念、规范和

刻板印象 ,改变导致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取向和期望

的性别化过程。

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被女性主义视为具有

较近的亲缘关系 ,女性主义视角的符号互动论视社

会性别为性别间和性别内互动过程中正在构成的现

实。这个视角被 West &Zinmerman 用“表现性别”

术语作了简明描述 ,它是指在互动过程中 ,不断地再

创造出自己的和别人社会性别的伙伴感。性别是

“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属性”,而不是一个结构的静态

特征或一系列的个人特点。“表现性别”不仅 (再)生

产性别差异 ,而且 (再)生成生产性别不平等。因而 ,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关注微

观层面上的过程 ,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创造着性别

差异和不平等。通过描述在跨性别的和同性间的互

动所限定的“表现性别”这一研究视角认为 ,性别是

所有互动的基本特征和结果 ,是构成一般互动理论

的中心内容。

二、批判 :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个性

女性主义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对话并不意味着女

性主义理论对主流社会理论表现出全盘接受的态

度。作为一种文化思潮 ,它还表达了女性对既有的

社会秩序和已有的理论系统的批判和反思 ,其核心

指向主流社会理论的父权制 (pat riarchy) 传统。通

过对父权制的历史文化结构和男权思想结构的解析

和对这些学科的基础和前提性概念的质疑 ,形成了

对传统社会理论的根本性冲击。

(一)激进女性主义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第一个系统论述了父权

制理论 ,奠定了挑战传统观点的基础。她认为父权

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 ,尤其

是心理结构所组成的整个体系。“我们的军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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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 ,一句话 ,这

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 (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的权力)

的途径 ,全部掌握在男人手里”[2 ]38 - 39 。这一状况

“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的社会数千年来在多大

程度上一直是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之上的”[3 ] 。

米利特对“父权制”的提出和论述得到了很多激

进女权主义者的共鸣。以《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1966)一文而著称的女权主义者朱丽叶 ·米切尔把

父权制看做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 :父权制

描述的是 - 般文化 ,但每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都通

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表现这一点。父权制意识

形态是一种相对自发产生的体系 ,而它又是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张从生产、生育、性生活

和子女教育这四个方面改变妇女的地位 ,实现妇女

的解放。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父权制观是舒拉米斯

·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 :为女权主义革命辩护》

(1970)一书中提出的 :父权制的根源是生物性的 ,它

存在于人类的生殖关系之中 ,由于生育造成的体质

变弱使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于男人。在两性之

间生殖上的天然差异直接导致了基于生理性别的第

一次分工。以此为起源 ,才有了所有进一步的分工 ,

即划分为各个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阶级。费尔斯通认

为女性解放需要进行生物革命 ,只有现代技术才能

使女性完全从生儿育女的负担中解脱出来。通过发

展人工生殖技术和男女共同抚育子女并随后把生育

和养育作用扩展到全社会 ,便可以实现男女之间的

真正平等。另一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克里斯汀 ·戴尔

菲在《主要敌人》(1977)中对父权制提出了第三种解

释 :父权制是一种物质、经济关系。戴尔菲认为 ,西

方社会有两种生产方式 ,即工业生产方式和家庭生

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提供了场

所 ,而家庭则为父权制的剥削提供了场所。戴尔菲

指出 ,女性处于低下的和受压迫的地位是由于 ,一方

面 ,在家庭中丈夫支配着家庭的生产和生育活动 ,女

性提供的是无偿的家务劳动 ,丈夫是女性劳动力的

主要受益者 ;另一方面 ,女性参加有偿工作并没有带

给她们独立的地位 ,她们的工资还可能被丈夫所控

制。

在各种批判父权制的声音当中 ,激进女性主义

的声音最为响亮和突出。激进女性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 60 - 70 年代 ,激进女性主义宣称自己的理论

“完全没有父权制的痕迹”[ 4 ]120 。她们认为 ,父权制

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是最

基本的压迫机制 ,它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 ,其力量远

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力制度 ,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

线。由此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 coloni2
zing) 的概念 ,这一概念的主要假设是 :“妇女普遍的

殖民化 ,即普遍屈从于父权制的压迫。”[5 ]19 激进主

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到的压迫最长久、最普遍、

最深重、也最难根除 ,因此 ,妇女解放的根本任务就

在于在一切领域和一切社会体制中彻底改变男女之

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

旨趣达成共识 ,发展为后现代女性主义 ,它已经成为

当代最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理论之一。

后现代女权主义把西方传统思维与两性关系联

系起来 ,从两性关系和男女在文化中的不同地位来

透视西方的传统思维。其目的就是要消解现存的男

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目的 ,使女性从男性话语中

解放出来 ,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文化地位。这种理念

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消解中心和本源 ,颠倒等级秩序。这一思

想来源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的宗旨就是

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使西方

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建立在两极对立的基础之

上 ,而这种两极对立中的两极并不是平等并列的 ,其

中一极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和本源的 ,而另一

极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和衍生的。也就是

说 ,对立的两极处于一种强烈的等级秩序之中。而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 ,男性与女性的对立是人类生

存中的最基本的对立。正是在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

上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 ,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

与男权主宰文化 ———“阳性中心主义”是一回事 ,并

由此提出“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概念 ,以此来表

达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所统治

的世界。然而 ,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最终目的 ,其更本

质的目的在于反对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瓦解父权

制所建立的等级秩序 ,从而建立起多元共存、差异政

治的模式。

第二 ,话语即权力。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解

构之后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重心从“结构”转为“话

语”,并提出“话语就是一切”的观点 ,福柯则是这一

思想的代表。受福柯的权力话语的启发 ,“后现代女

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 ,而不是集中在

某个机构和群体”[6 ]126 。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中 ,影

响和控制话语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 ;而真正具有特

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基于话语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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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这种相互依赖、相互生产的关系 ,后现代女性主

义的抱负之一就是发明女性话语。她们提出 :“我们

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

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 ,女人以女人的名义

讲话。”[7 ]362 - 363

第三 ,它反对二元论 ,主张多样性和差异性。在

西方的理论传统中 ,二元论和二分法的逻辑一直占

主导地位。在这种二元对立中 ,世界被划分为对立

和分离的两大块 ,主体/ 客体、理性/ 情感、精神/ 肉

体、文化/ 自然。这种二分法不仅“证明”了人 (Man)

对自然的优越性 ,而且也证明了男性对女性的优越

性。它不仅使两类不同的范畴相互对立 ,更重要的

是它包含了一种等级制和统治的逻辑与男性相联结

的范畴受到肯定 ,并被当作是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 ;

与女性对应的范畴则是受到贬抑和批判 ,被看做是

需要超越的价值。这种二元认识论和性别两分法相

互建构、相互强化 ,反映、表达并维系着一种男权统

治的秩序观。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受到了后现代女权

主义者的抨击和挑战 ,她们坚决反对西方知识结构

中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总是要把对象分个你高我低

的思维和逻辑。南希 ·霍威尔在《一种女权主义的

宇宙观》中指出 ,二元论应该受到挑战 ,不仅是因为

它是一种“对实的过分简化 ,而且是因为它进一步强

化了对妇女的不公 ;它不仅破坏了实在 ,而且也为建

造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妇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制造了巨

大的障碍”[ 8 ] 。

(三)生态女性主义

在男权秩序下 ,女性被“自然”化了 ,而自然也被

“女性”化了 ,二者都作为客体成为男性统治的对象。

这种相同的命运把女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 ,因此 ,女

性主义与生态问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工程。“在一

个继续以支配关系作为基本关系模式的社会 ,妇女

没有自由可言 ,生态问题也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必

须把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种种需求联合起来 ,积

极创造和重新建构基本的社会经济 ,重建作为这个

(现代工业)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9 ]204 。生态女性

主义就是在这一信念下产生的。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

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因

此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揭露和批判

父权制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批判 :

批判父权制的概念结构。这一观点认为 ,在人

类文化中 ,有一些概念结构是压迫性的 ,它们旨在解

释、证明和维持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概念结构 ,而男权

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压迫性的概念结构 ,以此证明、维

持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

批判父权制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观点认为 ,

理性主义传统有着强烈的二元论的区分 ,诸如理性

与感性、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 ,这种两极化的倾向

是通过否定人与自然的联系来达到的。而且在二元

对立中 ,被统治的一方往往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手

段 ,因此 ,在男权社会中 ,自然和女性都成为男性的

工具和手段。

批判父权制的发展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发展

的概念提出质疑 ,她们认为 ,发展这个概念是基于西

方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关于经济进步的概念而形成

的 ,作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只是一

种特有的财富增长形式 ,也是一种贫困和剥夺的积

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不仅是对自然的掠夺和剥

削 ,也是对女性的利用和剥削 ,片面的发展观导致了

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态

度 ,她不但具有批判性 ,更具有建设性。它主张重建

一个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 (尤其男人与女人) 的和

谐关系。她的主要表征是 :生态智慧、基层民主、个

人与社会的责任、基于社团的经济、非暴力、非中心

主义、尊重差异、全球社团以及可持续的发展。正如

伯克兰所言 :“生态女性主义不是反对理性 ,而是指

出父权制的非理性 ,及作为大多数主流理论和激进

批判 基 础 的 虚 伪 的、与 个 人 无 关 的 男 性 模

式。”[10 ]13 - 60在这样的理解中 ,生态女性主义已是远

远超越了性别的层次 ,而进入了更深刻的哲学理论

境界。

总之 ,女性主义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

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对以男性为主体而建立起

来的排斥女性的传统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 ,从而男

性中心主义的传统遭到了解构。这种挑战、批判和

解构“乃是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巨大力量”[11 ]117 。

当然 ,女性主义对社会理论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女

性主义批判的向度上 ,还体现在她开启了一种新的

理论视角 ,创造了新的概念 ,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 ,

充分体现其超越性。

三、超越 :女性主义研究对社会理论的贡献

从对话和批判的角度上看 ,女性主义研究都聚

焦在宏观世界 (父权制或资本主义) ,关注的是女性

解放 ,即吉登斯所说的“解放政治”;当代的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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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更加关注个人的微观世界 ,也就是吉登斯所说

的“生活政治”,这种转向既是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

的超越 ,也拓宽了社会理论的研究 ,对社会理论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关于本质论与建构论的讨论。对于性别讨论

一直存在着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争论 ,女性主义

则站在建构论一方 ,并且创造了“社会性别”这一概

念 ,社会性别是指“由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女差

异的理解 ,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

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2 ]145 。它已经成为社会建

构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建构论者亨德森

( Henderson , K A)指出 :“社会性别的意义在于性别

是社会建构的 ,我们中的每一分子均被纳入这种建

构 ,因此 ,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关系 ,它

产生及并再现于人们的行动中。”[13 ]118 - 9 - 137 社会性

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社会性别化的行为不是由生

理性别 ,而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塑造的。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社会建构论者威斯特 ( W : St , C) 等人

指出 :“人不是拥有性别 ,而是塑造性别。”

最能体现本质主义的要属帕森斯的性别角色理

论。帕森斯认为 ,性别角色是固定的和二分的 ,因而

也是分离的和彼此对立的 ,男性是工具性的 ,女性是

表意性的。也就是说 ,男性是任务倾向的 ,女性是情

感与关系倾向的。帕森斯的性别角色理论为区分男

性与女性的活动领域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男性的

本质适合于公共领域 ,女性的本质适合于私人领域。

而社会建构论否定这种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

的说法 ,强调每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特殊

性。根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 ,社

会性别不是个体的内在特质 ,而是由人们之间的相

互作用、语言及特定文化的话语所建构的。在社会

性别建构论看来 ,本质论所主张的“差异的社会性

别”的建构从来不是价值中立与政治中立 ,而是包含

着一定的文化意义。与本质论不同的是 ,社会性别

建构论并不关注各种社会性别表征的正确性与否 ,

而是关注历史文化因素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作用 ,

以及各种社会性别表征的效用 (utility)或结果。

女性主义通过对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探讨 ,

使主流社会理论中所存在的本质主义的偏执受到了

挑战 ,而女性主义所推崇的社会性别理论得到了普

遍的认可。

2. 酷儿理论的兴起[14 ]23 。酷儿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性理论 ,它是从男女

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酷

儿”( queer ) 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 ( non2
st raight)的表达方式 ,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

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 ,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

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酷儿理论目前是性政治中的

活跃分子和当代社会理论十分熟悉和钟爱的一个理

论。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

恋的两分结构挑战 ,向社会的所有“常态”挑战 ,其批

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所谓“常态”是指异性恋制

度和异性恋霸权 ,同时也包括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

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

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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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对立的思维方

法。它跨越了各种性类型的尊卑顺序 ,其中心逻辑

是解构两分结构 ,即对性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

划分。

第三 ,酷儿理论还是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

战。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性文

化 ,它是性的、性感的 ,又是颇具颠覆性的 ,它不仅要

颠覆异性恋的霸权 ,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

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 ,它将

彻底粉碎性别身份和性身份 ,既包括异性恋身份 ,也

包括同性恋身份。

第四 ,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 ,它的出现

造成了使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

动的态势。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

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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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别、社会

性别和性体制的人。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 ,它的

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 ,创造人类新的

生活方式 ,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传统价值挑战。同

时 ,它也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它将彻底

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使所有排他的少数群体

变得狭隘 ,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

器和力量。酷儿理论所显示出的这种强大的生命

力 ,为社会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女性主义理论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极其广泛

和深远 ,以上所涉及的只是冰山一角。对于结构性

的男权政治来说 ,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性别挑战是诸

多学科都难以回避的。它一方面向社会理论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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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又在方法论上为其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反思基础 ,更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开辟

了广阔的理论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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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minism research originates f rom feminist movement . It involves many disciplines and absorbs

t heir t 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met hods.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 he develop ment of feminism

f rom t 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 heory and t hrough a dialogue wit h it , feminism takes in it s t heoretical re2
sources and provides t he gender perspective for t he mainst ream social t heory. Furt hermore , feminism p ut s

it s st ress on t he criticism towards man right s and gender blind point in t raditional social t heory , and rep re2
sent s the standpoint of feminism t heory. The recent feminism t heory develop s a series of new research field

which have at t racted t he at ten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he mainst ream social t heory , and therefore ,

broadens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mainst ream social t heory. Wit h it s definite p roblem consciousness , sharp

criticism and perseverant p ractical spirit , feminism not only changes t he destiny of women , but also makes

up for the gender blind point in t raditional social t heory and broadens it s t heoretical space. As a result fem2
inism it s displays unusual innovative power and distinct theoretical feat 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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