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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而非伦理的视界
———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理论归属

罗　蔚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 :对当代伦理学的最新理论发展 ———关怀伦理理论进行分析。指出必须在女性主义政治

运动的目标基础上 ,在政治哲学视阈内理解关怀伦理 ,将关怀看作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和公共德性 ,

而非个人美德 ,才能明确关怀伦理的理论属性是一种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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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女权运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以结束压迫女性为

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为一种理论批判的意识形态。在此阶段 ,女性主义在伦理学领域内

的发展 ,已经超越了早期仅仅对传统伦理思想中歧视女性的内容进行道德谴责与批评的层面。

20 世纪 70 年代 ,女性主义开始在伦理学中运用自身独特的方法进行理论建构 ,分析性别的权力

结构、性别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提出女性主义的伦理话语等。其中女性主义以“关怀”为核心概念

建立的关怀伦理理论模型代表了其长足发展的趋势。

在国内 ,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全面分析和关怀伦理的介绍中 ,有待进一步探究与讨论的是女性

主义关怀伦理的理论归属问题。有关关怀伦理的理论归属有学者也已进行过探究 ,但并未形成

讨论。在现有的观点中 ,主要是将关怀伦理的核心概念“关怀”看作是一种道德品质 ,是属于道德

主体的必要品德属性 ,是道德主体具有感受力、同情心、敏感性等特征的表现。因此 ,关怀在此作

为一种德性 ,它既是一种道德情感 ,也是一种道德认识 ;既表现为一种意志 ,也表现为由这种意志

所支持的行为 ,这种理解将关怀伦理当作是德性论的伦理理论 ,并从理论形态上将其归为德性

论、经验主义与情感主义伦理学、实践伦理学三种理论的集合体。①本文认为 ,这种理论归属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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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虽然给读者提供了启发与思考 ,但还是比较模糊。如果没有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理论的归属

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就不能确定关怀伦理建构的基点和视角 ,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女性主义伦理学

的意义。本文指出 ,必须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阈中来理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确定其政治伦理的

属性以及“关怀”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含义 ,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内涵。

二、女性主义的道德分析 :政治的还是伦理的 ?

女性主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词是“关系性”,女性主义对道德问题的分析与理解与此相

关。女性主义认为 ,道德问题是人类关系中的问题 ,需要用联系的语言来描述与推理。而传统的

主流规范伦理学更多地将道德问题的处理看作是个体权利维护与道德原则的运用。但关怀伦理

提出 ,道德问题的处理必须通过对具体情境、细节的多视角的叙述 ,展现道德情境中的相关者的

不同需求。这就要求道德自我在关系的网络中 ,在相关者共同的努力下 ,改变现存社会安排与条

件 ,从而作出合理的道德判断 ,达到道德冲突的有效解决。所以 ,关怀伦理力图通过叙述、交流的

方式展现道德困境 ,强调道德问题的发生与其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联系性和不可分离性。按照

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理论 ,道德问题来自冲突着的责任而不是等级化的权利 ,解决道德问题需要

一种联系情境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 ,而不是一种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根据关怀伦理对

道德问题的理解以及道德推理方式的不同 ,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建立在女性主义研究基础之

上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②此时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

这种强调情感、关系以及相互关怀的伦理理论是基于何种立场、指向什么领域而言的。

从关怀伦理的理论基础看 ,它是建立在女性主义研究之上的 ,关怀伦理不能脱离女性主义研

究的理论旨趣。女性主义从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发展成为理论批判的意识形态 ,有它强烈的

政治目的。这就是 :从早期的争取男女平等、平权到当代的揭示建立在性别歧视上的社会政治结

构。在这种的背景中 ,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关怀伦理理解为一种伦理理论 ,更需要对其伦理理论的

归属进行定位与界定 ,这样才能明确理论的现实需要 ,发挥理论的现实意义。于是 ,我们的任务

在于 ,在女性主义的理论背景中 ,分析关怀伦理的属性是“政治的”还是“伦理的”?

在“政治的”和“伦理的”思考方面 ,我们必须先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中。在亚里士多德那

里 ,“政治的”与“伦理的”思考是一体的 ,伦理学在根本意义上从属于政治学。这是因为政治学研

究的是城邦的高尚和正义 ,政治生活是公共生活领域 ,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公正不偏私 ,政治

生活的伦理道德内容就是要设计好的政体 ,为个体的道德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因此 ,亚里士多

德强调了“真正的政治家似乎要以极大的气力对德性加以研究”,“对德性的研究属于政治学”。③

这里的德性研究是为了实现作为政治目的的善。在亚里士多德这里 ,德性研究既属于“政治的”

思考 ,也属于“伦理的”思考。因为要设计好的政体也必须了解个体品德 ,一个好人本质上是一个

好公民。在这个意义上 ,政治学与伦理学是互为目的的。然而近代开始 ,“政治的”与“伦理的”思

考开始分离。马基雅维里将“政治的”与“伦理的”分而处之 ,认为道德的善只在个人私生活中起

作用 ,公共政治领域中不必要进行“伦理的”思考。自由主义将德性研究分开在政治哲学领域与道

德哲学领域中 ,认为政治哲学领域中需要研究公共生活的德性要求 ,而道德哲学领域中则需研究个

体的道德发展与德性要求 ,“政治的”关乎什么是公正的 ,“伦理的”关乎什么是善的。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对近代以来“政治的”与“伦理的”分离表示不满 ,认为这种分离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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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活领域被截然二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导致女性被归属的家庭生活领域完全与

公共领域相脱离。而实际上 ,家庭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人类活动需要被纳入到政治共同体建构的

基础中。女性主义者指出 ,“政治的”与“伦理的”分离造成了属于“伦理的”研究的道德理论中经

常表现出一个两极语言。女性主义指出 :“传统上 ,伦理学是处理个人和自我与整体的两极。通

常它要求客观无私地反对利己自我的偏私 ,有时它反对整体视角的呼吁而变化利己主义。”④这

表示 ,“伦理的”思考关注个人道德发展与个体德性要求 ,从道德共同体考虑方面考虑 ,道德要求

反对自我的利己偏私 ,要求道德主体采用一种公正性的立场 ,而从道德主体的个体立场考虑 ,它

又为道德主体的理性自利辩护。因此 ,女性主义认为“现代道德理论话语中的自我建构的二元论

方法”⑤存在问题 ,道德的要求与自我的性质之间存在冲突。女性主义认为 ,近代以降的人道主

义人性论观念导致道德与自我之间存在冲突 ,而且在此基础上它也误解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没

有有效地论证道德与人性的一致性。一般地 ,伦理学的探讨旨在解决两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有道

德和人做什么才是有道德的 ? 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人性的探讨以及道德与人性的一致性

的论证。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女性主义认为 ,因为近代以来政治学与

伦理学思考的分离 ,这两个问题的探讨都存在偏差。

对于道德与人性的一致性论证问题。因为近代以来“什么是好的”被归于“伦理学”的问题 ,

道德被当作是个人事务 ,因此 ,“道德的”就被看作是尊重个体权利的 ,又因为人性是自私的 ,所以

人的道德自主性就体现在道德主体能理性地维护自我权利并尊重他人权利 ,这样自私的人性就

能符合道德的要求。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证方面 ,因为社会是由自主个人的交往活动构成 ,

有序的社会依赖于政治的公共安排 ,于是“什么是正义的”被归于“政治学”的问题。政治事务是

公共事务 ,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与保障个体权利 ,实现社会正义。女性主义对此有批

评。首先 ,它以道德与人性的一致性论证将私人生活排除在外。在私人生活中人经常会有无私

利他行为 ,特别是在父母抚育子女的生活实践中 ,无私利他的关怀不只是一种天生自然的情感 ,

它在道德价值上有意义 ,并且在政治价值上有意义。其次 ,社会的政治安排只关注传统公共生活

中的个体作为独立自主的性质 ,而忽略了传统私人领域中的个体具备依赖他人的脆弱性的本性。

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决定政治建构不能以公正为主要价值取向。因此 ,社会的传统主流政治安

排有偏差 ,其政治生活的伦理内容、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政治共同体的理念等都有偏差。而这

种偏差恰好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 ,迫使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

因此 ,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关怀伦理绝不仅仅是关于伦理德性的研究 ,它还属于政治生活的伦

理研究。美国著名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诺丁斯 (Noddings) 对关怀的来源、构成、在个体身上的发展

以及关怀的过程与对象都进行了论述。她认为关怀伦理学实际是一种关系伦理学。⑥我们认为 ,

这种关系伦理学是政治关系的伦理研究 ,如果把关怀描述为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会使关怀失去政

治功能。同时 ,我们要注意到 ,女性主义伦理学对伦理学与政治学关系的阐述方式的关注 ,有吸

引人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伦理学与政治学共同从属于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性质决定

了它们“为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因为它是基于事物内在目的论的价值考量

的。这样的价值考量在‘政治学’中获得了‘伦理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⑦关怀伦理正是通过对

“关怀”概念的分析 ,强调了目的论意义上的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因此 ,关怀伦理与倡导回到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代表人物麦金太尔所做的工作有联系。麦金太尔对女性主义学者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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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给予肯定 ,承认女性主义学者的努力有积极作用。⑧

三、关怀 :作为一种政治价值

笔者对女性主义的“关怀”范畴进行思考 ,关注其作为政治价值的意义。美国女性主义政治

学家特朗托 (Tronto)认为 ,关怀本身不能仅被理解为一种道德概念 ,也应理解为一种政治概念。

因为“关怀描述了多元民主的社会的公民共同生活所必须具有的特性 ,而且也只有在一个公正、

多元和民主的社会中 ,关怀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把关怀作为一种政治理想 ,可以导致对人性理

解上的变化”。⑨在此 ,女性主义表明了 ,在民主政治与多元社会中 ,人类政治生活所构建的共同

体具备着关怀的特性 ,因为“实际上 ,我们在政治领域如何对待陌生人 ,最少部分地是依赖于 ,是

否我们从对待亲近的人中学到真正的尊重 ,信任”。�瑏瑠我们可以看到 ,女性主义的“关怀”范畴是放

在政治共同体中而言的 ,是针对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身份而言的。关怀伦理学家的研究目的不

是为了探讨伦理学意义上的关怀道德品质 ,更多地 ,她们是通过对女性充当“关怀者”的社会角色

和生活经验的分析 ,探究关怀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意义 ,以改变女性的第二性历史 ,挖掘关怀的政

治功能与政治价值。所以 ,我们需要转换视角 ,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考察关怀。

特朗托提出 ,将关怀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终能够构成政治变革的基础。她指出 :“只有在我

们把关怀理解为一种政治观念时 ,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 ,改变关怀以及从事关怀活动的人们的地

位。”�瑏瑡这表明 ,只有在政治建构的视角中才能体会关怀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以及作为一种政治策

略 ,改变社会不公正、实现社会和谐的作用。特朗托的分析 ,让我们看到她把关怀视角作为建构

政治问题的一个途径 ,使政治的方式能回应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需求。在关怀的模式之下 ,政治

问题能够合理化 ,也能够把人们彼此联系起来 ,促使人们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将关怀理解为一

种政治价值 ,这就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性质要发生改变 ,这样的政治共同体是建立在相互联系与

依赖的个体活动基础上的。它一方面涉及到承认人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涉及到关注人的依赖性 ,

不仅需要依赖私人生活中的朋友与亲人 ,也需要依赖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这样 ,人的脆弱性与

依赖性就不会作为无意义的人类生活经验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像麦金太尔指出的 :“不论是

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学中 ,都没有看重那些人的经验 ,那些最不可能否认人的苦难和依赖性这

类事实的人 :妇女、奴隶和佣人 ,那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 ,渔民和手工工人。”�瑏瑢这与女性主义

一直的关注相同 ,在社会的政治安排中 ,一定要体现出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存在价值。女性主

义正是从作为第二性的女性生存方式中找到了政治共同体的新价值 ———关怀。“在这个世界里 ,

人们彼此的日常关怀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有价值的前提。”�瑏瑣这个前提被女性主义当作了建构政治

共同体的基础 ,也表明了其“伦理学”的理解也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因此 ,女性主义的“关怀”作

为一个政治概念 ,而不是作为我们要运用到道德生活的道德概念。关怀应当是公共道德 ,而非私

人美德。被当作是个体情感和私人活动中的德性行为的关怀 ,其道德价值是在伦理意义上而言

的 ,而通过分析我们看到 ,女性主义将关怀的道德价值定位在政治意义上。

以关怀作为政治价值就需要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德性划分进行重新思考。因为传

统的理解是把公正归为公共领域的德性 ,关怀归为私人领域的德性。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基于

政治生活秩序的要求而形成的伦理主张与申诉 ,是针对所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公民而言的。因此 ,

不能将关怀伦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理解 ,而应从政治哲学背景中分析这种关注现实

63



政治生活的伦理话语。这样才能理解关怀是民主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公共善的实现的性质。女性

主义在分析政治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基础上 ,将关怀伦理作为了政治价值改变的理论依据。

四、作为政治伦理的关怀伦理

最后 ,我们将关怀伦理的理论属性确定为政治伦理 ,并看看这种关怀政治伦理与主流的公正

政治伦理有何区分 ,其独特的意义是什么。

西方政治哲学在近代由启蒙伦理为其政治国家奠定了价值合理性的基础。启蒙伦理以个人

主义方法论为公共的政治行动提供了价值基础与行动指南。个人主义的启蒙伦理以理性的自我

提供了政治合理性的基石 ,而权利成为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和政治建构的中心。自此 ,西方政治

哲学采用“权利政治”形态指导现实社会的政治建构 ,政治制度的一切安排必须围绕保护个人权

利这个轴心。女性主义批判的不是权利是否具有政治价值和它能否成为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 ,

而是权利政治将权利作为一个既定的、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范畴。这与共同体主义对权利政治

的批判一样 ,都认为权利不能独立于共同体的善观念。权利政治的倡导者罗尔斯认为 ,正义是所

有政治美德中的最高价值 ,是一种先于一切价值要求之前必须满足的价值要求。但女性主义指

出 ,他所强调的独立社会各种价值之外的正义并不存在。与权利政治的政治伦理论证方式是不

一样的 ,女性主义试图从被公正政治伦理关注的“公正的生活”所排除的“个人私人生活”中 ,提出

关怀政治伦理的价值论证方式 ,并将政治伦理的内容由权利、公正转向了责任、关怀 ,并将关怀才

看作是政治美德中的最高价值。关怀伦理学家强调培养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感受力 ,即政治安排

能迅速发现与回应人们的伦理需求。

女性主义将权利政治追求公正的道德价值论证基点放在自主性的自我身上。女性主义分析

个人主义“原子式的自我”的内在性质 ,指出在公正政治伦理形态中道德自主性的自我 ,是依附于

契约理论中的所有权观念的。所有权观念来自自然权利说 ,是指天生趋利避害的个体自我都有

天赋的保卫个体财产与生命安全的权利。女性主义认为 ,在从自然的战争状态转向文明化的契

约状态的理论建构过程中 ,原初状态的自恋式自我并没有改变 ,只是自我的界定被明确地详细解

释了。契约通过说明和限定你的和我的 ,减少了人的不安全感和怕被人吞噬的恐惧感 ,但实际上

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本哈比比 (Benhabib) 将其描述为一种担

心一直窥视你的他人要侵入你的空间并侵占你的所有权的焦虑。她说 :“契约会告诉我们如何抑

制焦虑 ,而使自恋主义冷静 ,但自我的组成并没有改变。私有权利和义务的建立没有克服自我的

内伤。”�瑏瑤女性主义质疑了这个所有权概念中的自我 ,认为它指的是一个被包含在契约界定内的

自我 ,它有权利排斥他人与集体。这说明自我与他人、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像麦金太尔看到的问题一样 ,女性主义正是反对公正政治伦理中这种原子式的个人的预设 ,

认为它将“人”抽象化 ,不再把政治共同体看成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共同认同的“好”的共同

体 ,而是将其看成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外在屏障 ,这错误地假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得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成为分离对抗式的。

当代权利政治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 ,在《正义论》中 ,他以“无知之幕”作为正义论的理论预

设。�瑏瑥在罗尔斯这里 ,只有在无知之幕背后的自我 ,忘记自己的身份、利益和特性 ,才能充分尊重

他人的权利 ,选择公正的道德原则和作出理性公平的判断。但是 ,女性主义学者却要质疑“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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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幕”后面的理性的公平与“采取他人的立场”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在本哈比比看来 ,“无

知之幕”背后的他人 ,根本就不是一个与自我不同的他人 ,实际上是每个相同的人。这是指这些

人都是无身份、无历史传统、无文化根源的“普遍他人”,他们都是只有一个共同特点的人 ———理

性的人。她说 :“我们是从他人身上获取个人性 (individuality)和具体身份 (concrete identity) 。我们

假定他人像我们自己一样 ,是一个有着具体需要 ,欲望和情感的存在。但是构成他或她道德尊严

的 ,不是每个自我彼此区分的差异 ,而是大家共有的东西 ,这就是自我都是理性的行为者。”�瑏瑦根

据本哈比比的理解 ,在“无知之幕”背后 ,自我的差异变得与道德建构、政治建构毫不相关 ,自我就

是理性的他人 ,而他人也就是理性的自我。她指出 ,这“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空的面具 ,它是每个

人 ,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瑏瑧从本哈比比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主流政治哲学中政治

共同体就在这些无身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他人”的交往活动中建构 ,政治生活中的相同性质的

自我能通过先验理性的调节作用达成共识 ,他们不受道德的影响 ,政治共同体要为了实现公共利

益将正义作为唯一的善的追求。

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的提出引起了我们对传统主流政治伦理建构的关注 ,关怀伦理把关怀

作为政治伦理的价值核心 ,预示着在公共政治生活中 ,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是谁 ,要关注我们与

他人的关系 ,以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思考。我们看到 ,女性主义否定了抽象的个人主

义 ,重新定义了人以及人的政治行为的概念 ,并且随着女性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它也逐渐在改变

传统政治观与权力观的理解 ,引起政治伦理内容与核心价值的变革。最后 ,我们需要提到女性主

义学者布赖森所说的一句话 :“一切政治理论 ,如果忽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

片面的和贫乏的政治理论。”�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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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registration among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hen pushing local economy forward. Therefore , when designing transitional insti2
tu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im at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labor force market while further2
ing the reform of market system. In addition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lso give impetus to the conver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 the service for non2native worke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s ; path dependence

On 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by LI Li ,HUANG Zhen2hui)

　　Abstract :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have seldom reconsider the method of feminist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2
gy. There are some misusages when gender was led into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ree cases of this

kind : Regarding the six contrast researches as gender political research ; the definition of gender in the critical theory has not been

turned into the operable definition i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 a rough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s.

　　Key words : gender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research method

Political not Ethical Horiz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Care Ethics (by LUO Wei)

　　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ethics———care ethics. It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it in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aking the goal of feminist movement as its basis , consider care as a political

value and public morality instead of personal morality , and thus , we will understand its nature being a kind of political ethics.

　　Key words : Feminism; care ethics ; Political ethic

Female and Nature in the Field of Eco2feminism (by ZHENG Xiang2ping)

　　Abstract : Various branches of Eco2feminism have differential comprehens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and natur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ifferential views : the first one is to emphasize the conjunction between female and nature , the second one is

to weaken it , and the third is to dismiss it. Eco2feminism clearly reveals the oppressive structures that lie among people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and nature , which helps us in building new relations

among people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Key words : Eco2feminism; female and nature ; conjunction ; oppressive structure

A Survey of American Feminist Theology Studi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y HE Zhang2rong)

　　Abstract : The rise of feminist theology studie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feminist movement , the theology of the black people ,

and the liberation theology in Latin America of this period. The contents of feminist theology studies include criticism of Christian tra2
d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belief , which shows some active significance. But feminist theology tends to go to extremes and

lacks of supporting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Key words : feminist theology ; theology of the black people ; liberation theology

A Thematic Reading of Women on the edge by Zhang Kangkang (by GUO Hai2ying)

　　Abstract :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ir times , their conflict with the society , with

other women , and their weak points ,and thus let readers share the insolence , puzzlement and embarrassment of female white2collars.

This is the wa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urban female white2collars in the“she2century”.

　　Key words : the“she2century”; women on the edge ; urban females ; living Circumstances

Development and Basic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Sports in Macao (by LI Wang2hua , GUAN Wen2ming , FENGNing)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ports meets held in Macao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Macao’s politics , economy , and

society. After Macao’s return to China , sports meets there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ports

meets held in Macao he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 the initial stage , the common stage , and the rapid stage. Basic feature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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