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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社会性别、公民权 :女权主义的理论路向
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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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肇始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多元的、分化的。从平等权到社会性别再到公民

权 ,一系列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提出 ,标志着女权主义逐步趋向成熟。这一发展历程昭示 : (1)女性的解放离

不开广大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努力 ,更需要建构相应的社会制度和铺垫文化底蕴 ,因为女性的彻底解放

更深层次的阻力来自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 ; (2)女性的解放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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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等权 :女权主义的早期宣言

社会运动是理论的基础。虽然女权主义①的思想萌芽于中世纪[1 ] (P14) ,但在一定意义上 ,真正形成

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作为西方社会工业革命的伴生物出现的。18 世纪 60 年代 ,欧洲大陆经历了一

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所直接引发和波及的社会运动中 ,众多女性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

想的洗礼 ,同男性并肩战斗 ,向落后的社会制度挑战 ,争取民主、平等和自由。然而 ,当革命胜利、男性获

得权利的时候 ,女性却没有得到同等的权利。长期被压抑的女权意识开始觉醒 ,这种意识转而上升为争

取经济、政治权利的要求。英国妇女首先在工人运动中觉醒 ;法国妇女运动在声势浩大的法国大革命中

萌芽 ;美国妇女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废奴运动中兴起。由此 ,西方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先声奏响。早期女权

运动的启蒙著作有 :奥伦比·古日的《女权宣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fstonecraft) 的《女权辩

护》,泰勒 (Taylor)的《妇女的选举权》,约翰·穆勒 (John Mil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妇女的参政权》等。

1. 平等权理论

尽管早期的妇女状况因国家、种族、文化乃至产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但对女性而言有

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相对于男性 ,她们处于较为低下的地位 ;同时 ,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 ,都处

于运动的初期 ,平等权问题是这一时期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她们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启发 ,对传统的基

于生理与性别的差异而轻视、贬低女性能力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把斗争的目标集中于女性被否定的受教

育权利和经济权利上 ,要求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和选举权。法国妇女运动家奥伦比

·古日在《女权宣言》中指出 :“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 ,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性别的差异只能建立在

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2 ] (P33)英国女性运动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纲领性文件《女权辩护》中

批评了卢梭关于女性要取悦、依附于男性的观点 ,认为 :与男性一样 ,女性同样具有理性 ,她们才能低下

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充足有效的教育 ,以致她们失去平等的机会。她指出 :“我深信忽视对于我的同胞

们的教育乃是造成我为之悲叹的那种不幸状况的重大原因 ,我还深信特别是妇女 ,她们由于一种草率的

①　“feminism”译为“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有争议 ,有关争论情况可以见王政、杜芳琴主编

的《社会性别研究选择》序言。本文译为“女权主义”;同时为了行文方便 ,有些地方译为“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理

论”,因为在一定意义上 ,理论是运动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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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产生出来的种种综合原因而陷于懦弱和可怜的境地 ⋯⋯妇女们在此以前所受的教育和文明社会的

制度只是促使她们成为无足轻重的欲望对象。”[3 ] (P3 - 7)因此 ,她呼吁给予女性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和其他社会权利 ,培养她们的理性 ,使她们能够真正履行贤妻良母的社会职责。穆勒从社会进步的需求

角度认识妇女问题 ,认为“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 ———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 ———其

本身是错误的 ,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重要障碍之一。”他主张“代之以完全平等的原则 ,不承认一方

享有特权 ,也不承认另一方无资格”[4 ] (P225) ,即在法律上赋予女性同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和参政权 ,提高妇

女素质 ,改善妇女地位。

早期女权主义理论大多出于中产阶级女性。① 主要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 ,她们从自身的经

验与感受出发 ,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的各种不平等现象进行抨击 ,鲜明地树立起女性的旗帜 ,让更多的

人关注长期以来被压迫、剥削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然而作为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此时期的女

性思想略显稚嫩。直到 20 世纪初期 ,“feminism”一词才开始代替“women’s movement”出现在英语世界。

也就是说 ,当时还不存在整体概念上的女权主义。因此 ,严格地说这一时期的女性思想不能称为女权主

义。受时代以及当时社会革命复杂性的限制 ,早期女权主义思想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

构。尽管当时关于女性受压迫地位的诸多问题也曾被涉及 ,但由于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这些问

题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 ,而未能深入展开。

2. 存在的问题

首先 ,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大多数停留在对不平等地位的谴责以及男女共性的强调上 ,没有注意男

性与女性在社会角色上的差异 ,比如 ,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辩护的目的在于给女性争取良好的教育机

会 ,使她们胜任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 ,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 ;穆勒也强调女性应该把精力奉献给自

己的家庭。其次 ,她们以男性为标准 ,试图通过强调男女的共性来淡化性别差异 ,没有关注导致两性不

平等的深层社会原因 ,忽略了诸如阶级、种族等社会结构因素对女性的影响。在她们看来 ,似乎只要女

性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业工作权利和选举权 ,女性问题就解决了。

　　二、个人就是政治的 :向社会性别制度挑战

女权运动的第一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5 ] (P75) 。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女性的选举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下来 ,教育和就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女权运动在历史上并未因此而停步。尤其是二战结束

后 ,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解放运动为女权主义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这一潮流中 ,女权运动再度崛

起 ,运动范围从美国波及亚洲、非洲和欧洲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第二次高潮。

此时的女权主义理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有西蒙·波

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的《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的《性的辩证法》,凯特·米利

特 ( Kate Millett)的《性的政治》等。学术界通常把她们分为三大理论流派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

女权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

1. 社会性别理论

这一时期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不仅关注女性状况的改善 ,而且从理论的深度探讨女性受压迫地位的

性质与根源以及女性解放问题。早期的女性运动局限于对不平等制度的攻击以及女性所处不平等地位

的揭示 ,呼吁两性平等 ,为女性争取到一定的权利 ,并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然而传统的社会性别角

色并没有改变 ,女性受压迫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这引起众多理论家重新思考平等问题。平等不只是

一个形式问题 ,要彻底改善不平等状况 ,靠形式上的认同是不够的 ,必须寻找两性不平等的深层根源。

尽管各流派对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在认识上不尽相同 ,但她们都极其关注现存社会制度在型塑两性

社会角色时的作用 ,以及这种角色差异对两性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并向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制度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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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一些男性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对女性不平等地位有所关注 ,但他们主要是作为政治

理论家而非女权主义理论家身份出现的 ,没有单独提出女性问题。



构发难。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塑造的。父权制社会的性

别统治、性别压抑和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了历史性的女人 ,使女人按照男人的价值期望标准来塑造

自己 ,从而使女人降为男人的“他者”,男人的“一部分”,成为男人确证自己的参照物 ,变成了人类的“第

二性”。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谴责了传统社会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制 ,呼吁广大妇女冲破家庭的

束缚 , 争取自己的权利。凯特·米利特这样写道 :“性别之间的统治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之中。

这种统治比任何一种被隔离的方式更加牢固 ,比阶级的形成更加无情、更一致 , 而且毫无疑问也更长久

⋯⋯父权制作为一种制度 , 是一个社会常数 , 这个常数贯穿其他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

式。”[6 ] (P31 - 35)因此 ,只有通过人类意识形态的变革 ,消灭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和机制 (主要是家庭) ,才能

实现女性的解放。上述思想表达了女权主义的共同认识 :女性社会角色是父权制制度进行社会塑造与

建构的结果 ,要实现女性解放 ,必须向父权制宣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 ,“社会性别”(gender) 被大量用到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分析中 ,成为第二次高潮

的核心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性别理论向 19 世纪西方盛行的生物决定论以及女性的传统

社会角色提出有力的挑战 ,指出了形成性别不平等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性别概念表达了以下涵义 :生

物差异并不是造成两性角色及行为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制度和文化因素是造成男女角色和行为差异的

原因 ;社会对妇女角色和行为的预期往往是对妇女生物性别规定角色的延伸 ;人们现有的性别观念是社

会化的产物 ,因而是可以改变的[7 ] (P42 - 44) 。

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性别概念是对父权制下两性关系的总结和深化。西蒙·波伏娃、凯特·米利特等

人已经表达了性别的社会建构含义 ,但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社会性别”是作为区别于生

物“性别”、“性”(sex)概念而提出的。① 1972 年 ,欧克利 (Ann Oakley)在其《性、性别与社会》一书中对性别

和社会性别作了前瞻性论述 ,指出 :sex 是生物学的 ,gender 是文化的。社会性别 (制度) 这一概念最早由

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 ( Gayle Rubin) 提出 ,用来指“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套

组织安排 ,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8 ] (P157 - 210) 。盖尔·卢宾认为正是这些组织安

排 ,将语言和文化意义强加在生理结构之上。因此 ,她主张从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寻找女性受压迫的根

源 ,女权主义的目标是消灭创造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社会性别概念揭示了女性不平等地

位的根源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思想 :女性的受压迫地位不是天生的事实 ,而是政治权力问题 ,因而是可

以改变的。然而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其一 ,它表明女权主义理论视角的转变。社会性别强调社会制度和文化建构因素对塑造女性社会

角色的影响 ,它表明女权主义不再盲目地以男性的标准和价值来衡量女性自身 ,而是开始关注怎样把女

性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瓦勒里·布赖森 (Valerie Bryson) 所言 ,“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 ,

女性及其状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 ⋯⋯女性主义的目标是去理解社会 ,以便向它提出挑战 ,并对其加以改

变 ;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 ,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9 ] (P1 - 6)

其二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社会性别理论成为女权主义学术基础与理论核心 ,女权主义有了自

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 ,不再依附其他学科 ,而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及分析方法 ,女性

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女权主义者就致力于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

体系 ,揭露西方知识体系和权力体系中男性主流的父权制假设。在这一过程中 ,女权主义不同的理论流

派异彩纷呈 ,向多元化发展。

其三 ,此时的女权主义理论颇具革命性 ,它开启了认识论上的一场变革。女权主义作为反主流文化

潮流逐步向社会、思想、文化、法律诸领域渗透 ,并开始挑战元理论层次的科学哲学基础。它把矛头对准

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 ,力图在整体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和知识发展中重新评价女性的地位与价值。

“个人是政治的”音调此起彼伏 ,充斥着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

2.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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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多数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 ,性、性别针对的是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别 ,而社会性别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

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首先 ,社会性别理论揭示了两性不平等的根源 ,然而女权主义却陷入消除差异还是强化差异的两难

境地 :建立在她们与男性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普遍主义与建立在她们与男性的差异基础上的特殊主义

之间的矛盾。因为 ,消除差异意味着以男性为女性的标准 ;而强化差异则又等于默认了生物决定论。其

次 ,无论是父权制还是社会性别制度都不能解释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别压迫。性别并不能涵盖女

性受压迫的所有根源。性别的视角容易将女性作为没有差别的统一体来看待 ,即假定存在一个具有普

遍意义的“女性”这个范畴 ,她们有共享的经验 ,这些共同的经验来自于她们作为受压迫女性存在的共同

经历。而一些学者指出 :不同阶级、种族、民族、文化的女性经验是各不相同的 ,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

意义的女性经验 ,所谓的女性经验只不过是第二次女性运动中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而已 ;而黑人女

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各不相同的感受和体验从根本上被忽略了[10 ] (P25 - 291) 。再次 ,性别与性的区别本身就

受到挑战 ,因为两性差异概念已经有了社会性别的种种方式 ,因此不可能在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做出截然

的区分[11 ] (P242 - 244) 。

　　三、实质平等的公民权

在世纪之交 ,西方各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迈进 ,世界范围的科技信息革命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进程 ,在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的同时 ,在认识领域掀起了一场大变革。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

义等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 ,女权主义第三次浪潮① 初见端倪[12 ] (P49) 。在此条件下 ,日趋

成熟的女权主义理论分化组合。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著作既是对前一时期女性运动和理论的

总结与反思 ,又是对新世纪女性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公民资格理论的

讨论。相关作品有 :鲁思·利斯特 (Ruth Lister)的《公民资格 :女权主义的观点》,瑞恩·沃特 (Rian Voet) 的

《女权主义与公民资格》,吉塞拉·博克 ( Gisela Bock) 与苏珊·詹姆士 (Susan James) 主编的《超越平等和差

异 :公民资格、女性政治和女性的主体性》等。

1. 公民权理论

早在女权运动初期 ,奋斗目标之一就是要求能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公民资格 ,但当时的公民权主要停

留在概念层面上。近来 ,西方女权主义对公民权的理论建构起于差异与平等问题以及身份和主体性的

讨论。这一讨论源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权主义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里 ,

人的主体性 (或身份)消解了 ,它们质疑普遍的、统一的“妇女”的存在[11 ] (P248) 。因此 ,如何找到一个跨文

化差异存在的身份成为女权主义争论的焦点 ,建立一种变动的、多元的身份成为女权主义的目标。

在一定意义上 ,公民权的理论建构可以看作是身份争论的进一步展开。今天的女权主义试图在更

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公民权。公民权指“国家与个体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 ,还有由此关系而产生

的权利、义务、行动、价值和观念”;女权主义理论在六个方面强调女性公民的地位和需求 :自由、权利、社

会平等、政治自主性、政治表现、政治判断[13 ] (P8 - 12) 。简而言之 ,公民权包含两层含义 :首先 ,它是一种身

份 (identity) ,它承载了一系列的权利 ,包括社会和再生产的权利 ;其次 ,是一种实践 (practice) ,包括广泛

的政治 (包括女性更倾心于参加的非正式的政治) 参与权[14 ] (P195 - 204) 。女权主义公民权理论认为 ,对女

性以及她们利益多元性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女性经验以及公民资格的观念和实践的转变上 ,以适应女性

经验的多样性 ,而不是仅仅让女性去适应被传统否认的公民权实践[15 ] (P781 - 812) 。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

兼顾“差异的普遍主义”的制度 ,以赋予两性平等的多样的法律主体地位。易言之 ,女权主义公民权理论

所强调的是在对传统公民资格 (女性缺席)的批判中 ,建立一个中立的没有任何歧视 (包括性别歧视) 的

多元意义的公民以及公民权概念 ,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包容不同身份差异 (包括性别差异) 的国家公法

与公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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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 ,目前有两种含义 :一种指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女权主义流

派为主体的女性思想 ,参见 Coole , Diana.“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 from Ancient Mi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New

York : Harvester Wheatsheaf , 1993. P184. 另一种以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格罗莉娅·斯坦奈姆《内在革命》一书出版所带来的社

会反响为标志 ,参见周穗明《女权运动将进入“第三次浪潮”》,载《新视野》1994 年第 5 期。



2. 女权主义理论的现代特点

首先 ,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特点表现在其内部的融合趋势上。在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中 ,社会性别

概念及理论的提出 ,刷新了人们对两性差异的认识。然而 ,对女权主义而言 ,唤起性别意识是重要的 ,但

却是不充分的。它没有给阶级、民族、文化等因素留下充分的空间 ,因此 ,就无法避免女权主义内部的争

论。争论毕竟是手段 ,不是目的。所以 ,近来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呼吁应该在争论的基础上寻找统一的

理论基础 ,从而为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平道路[15 ] (P47 - 48) 。在此意义上 ,在公民资格基础上发展的

公民理论 ,成为女权主义内部联合的一次尝试。

其次 ,女权主义理论关切方向的转变。女权主义理论家越来越认识到 :女权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 ,不仅需要世界范围内众多女性的团结 ,更需要寻求作为人类另一半的男性的支持与配合。因此 ,有

必要加强与男性的沟通、交流和协商。安妮·菲利普 (Anne Phillip)指出 :“强调性别差异的重要性是必要

的 ,但只是过渡性的 , 因为 , 我不想看到一个女性只能作为女性讲话 , 或者男性只能作为男性讲

话。”[16 ] (P10)因此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 ,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不一定是女

性。女权主义应该包括以实现妇女解放或彻底改善妇女地位为基本目标的所有思想和运动[17 ] (P97) 。

最后 ,女权主义理论的基调有所缓和 ,更具建设性和亲和性。在方法论上 ,她们试图超越传统的二

元对立的做法 ,与其他学科方法渗透融合 ,目标更加接近现实。正如巴雷特 (Barrett) 所言 ,“对二元论、

两分法以及非此即彼的批评成为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主题”[18 ] (P92) 。在社会实践上 ,她们介入国家 ,力

求与国家和政府开展合作 ,以参与制定有利于两性平等的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14 ] (P119) 。

此外 ,值得思考的是 ,女权主义的上述理论将面临三个问题 : (1)是否存在一种兼顾差异与平等的公

民权制度 ? 如果存在的话 ,怎样建构 ? (2)不同国家、民族的女性如何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联合起来 ?

(3)重视人类的多元差异是重要的 ,然而 ,在性别意识并没有充分被激发突显的时期 ,强调种族、民主、文

化的差异 ,强调女性与男性的联合是否会淡化女性问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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