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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主义思潮的价值意义与理论困境
杨　凤

　　[摘 　要 ] 新女性主义思潮提出了实现男女差异性平等、建构女性意识、铲除地球上所有不平等现象

与制度的理论主张。这些新的理论主张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发展的自我超越 ,而且对于推动人类思维方

式的转换、灌注人类新的精神立场与价值观念等具有深远意义。但新女性主义思潮在促进女性主义发展

的同时 ,同样面临一系列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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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女性主义 ,是相对于传统女性主义而言的。

传统女性主义主要指人们所熟知的三大流派 :自由

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

义。传统女性主义起源于 18、19世纪的第一次女

性主义运动浪潮 ,在 20世纪 6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

主义运动浪潮中成熟。新女性主义发韧于 20世纪

70年代 ,是在继承传统女性主义、吸纳后现代主义

理论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包括后现代女性主

义、第三世界和黑人女性主义、全球女性主义、生态

女性主义等新生女性主义流派。新女性主义是新

的时代境遇下的产物 ,它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女

性主义思潮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女性主义

思潮的渗透与扩张是 20世纪以来思想界、文化界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它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

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和性别观念的变革 ,

而且体现在性别视角已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

的一种新视角。因此新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和理

论探索不仅对女性群体意义重大 ,而且对整个人类

社会的进步都是有益的。当然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

是一种终极的真理 ,新女性主义思潮同样面临着新

的理论困境与挑战。

一、新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主旨

从传统女性主义发展到新女性主义 ,一个主要

的始终未变的目标就是努力消除社会现实生活中

的性别歧视现象 ,使妇女获得充分自由和全面的发

展。但对于平等的内涵、平等的路径以及平等的目

标等方面的理解和探讨 ,新女性主义大大超越了传

统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

(一 )主张差异性的平等

与传统女性主义用“同等 ”来诠释“平等 ”不

同 ,把对平等的思考与差异联系起来 ,是新一代女

性主义诠释性别平等的最突出特点。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日益认同平等应当是

“差异的平等 ”。在新女性主义视阈中 ,“差异 ”包

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性别差异 ,妇女与男人存

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地位、文化的差异 ,因而具有不

同于男人的权利需求 ;二是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 ,

女性由于其所处阶层、阶级、国家、种族不同 ,因而

存在差异。

新女性主义认为追求性别平等不能不考虑差

异的存在 ,追求性别平等需以承认性别差异为前

提。伊丽莎白 ·格罗茨批评了传统女性主义者如

波伏娃、弗里丹、米利特、费尔斯通和格里尔的平等

观 :男女两性的本性并无不同 ,妇女的屈从地位不

是其生物本性的结果 ,而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因此

这个处境也是可以改变的。伊丽莎白 ·格罗茨指

出这种平等观的错误在于 :首先 ,传统女性主义者

把“男性的成就、价值和标准当作妇女也应该立志

达到的规范 ”;第二 ,她们把妇女的特殊需要和利

益降低到最低限度 ,包括那些出自“妇女肉体存在

和性欲 ”的需要与利益 [ 1 ] ( P303) 。格罗茨认为 ,抹煞

妇女的身体 ———妇女的生育和性的身份 ,也抹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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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作为妇女而受压迫的具体可见的迹象 ;并由此

抹煞了妇女要求两性公正的具体号召力。新女性

主义认同差异 ,包容差异 , 并且认为差异并不必然

带来性别歧视。因此 ,克里丝汀 ·利特尔顿提出了

在承认差异前提下的平等目标 ———承认式平等 ,

她认为性别差异是一个社会现实 , 关键在于不能

因此成为女性生活质量低的原因 , 平等的功能应

是使性别差异成为无需付出代价的事。当新女性

主义在考虑这些差异性时 , 开始有意识地重新评

价性别差异 , 即不把差异看作是女性有弱点的依

据 , 而把它看成是形成女性力量和特点的源泉。

她们挑战了费尔斯通关于生育是女性受压迫的根

源的观点 , 认为这是女性独有的生命价值 , 它启

发了人们采用女性视角看待世界 , 她相信养育子

女的经历和体验给予了女性拒绝战争的独特动机

以及维护和平、以非暴力形式抵抗压迫的独特实

践。因此她们提出应该赋予生育以平等的政治意

义 , “在公民平等的背景下赋予性的差异以应有的

价值 ”[ 2 ] ( P299)
。

同时 ,新女性主义承认女性群体本身也存在着

多种多样的差异性 ,不同的群体女性都有自己特别

的经历 , 不能把女性本质化为一个单一的整体。

后现代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

义、全球女性主义等新女性主义流派都反对“女性

沙文主义 ”,不仅强调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霸

权话语而造成的差异性 ,而且还强调不同地域、文

化、种族、阶级、性倾向等导致的女性之间的差异

性。她们认为 ,无论妇女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

国家的公民、是来自发达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是生活在殖民者国家还是被殖民国家 ,根据这

方面的不同 ,妇女所受的压迫也各不相同。

从无视差异的男女平等观到承认多元差异的

男女平等观 ,新女性主义者呼吁“在我们所处的这

个已经意识到人的局限性 ,理论的局限性的时代 ,

承认差异、接受差异 ,较之于一味追求‘平等 ’更为

有利于女性解放 ”[ 3 ] ( P14)
。

(二 )吁求建构女性意识

以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为代表的

新女性主义 ,把批判矛头直指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思

维模式、概念框架 ,提出建构女性意识的诉求。

新女性主义着力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文化根源 ,

认为父权制的思维模式、文化意识构建了男性对女

性的统治逻辑 ,妇女的解放的根本在于发出女性的

声音、建构女性意识 ,以改变父权制的思维与言说

方式。新女性主义者认为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知

道的关于妇女的一切 ,都是从男性的观点来了解

的。换言之 ,我们知道的惟一的妇女是“阳性女

性 ”,男人眼里的女人。但是 ,还有另一种有待了

解的女人 ,“阴性女性 ”,女人眼里的女人。后现代

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

们提出 :“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

这个世界的话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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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P67)

(三 )关注各种被压迫人与事物的解放

新女性主义大大拓展了传统女性主义的视野

与抱负 ,她们把关注的视角投向各种被压迫的人与

事物 ,把妇女的压迫与人类的各种压迫关联起来 ,

不再为纯粹的妇女解放而进行妇女运动 ,使妇女解

放成为全人类解放的契机 ,从而把女性主义提升为

一种关注全人类的理想与实践。

黑人女性主义把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和阶级

压迫联系起来 ,认为三者是“互相连锁的压迫制

度 ”。贝尔 ·胡克斯指出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

阶级偏见 ,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 ,实际上也是不

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

前被铲除 ,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他压迫形式被消

灭之前寿终正寝。全球女性主义者强调 ,每位妇女

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都面临着各种压迫之间的联

系 ,世界各地妇女经历的各种压迫 ,它们之间都有

联系 ,一切政治、经济、生产、生育问题都是与妇女

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实质上都是妇女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努力展示各种人类压迫之

间的联系 ,同时还集中思考人类控制非人类世界或

自然界的企图。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与自

然压迫是相互交织的 ,妇女与自然的解放是一个相

互联系的工程。卡伦 ·J·沃伦指出 ,女性主义合

乎逻辑地既是终止自然歧视的运动 ,同时也是结束

性别歧视的运动 :“女性主义是结束性别歧视的运

动。”“女性主义也是一场结束自然歧视的

运动。”[ 1 ] ( P388)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认为 ,女性与自然有紧密的

联系 ,都处于相似的统治逻辑的支配下。同时 ,她

们又认为 ,女性所受的不公正对待不仅仅与自然受

支配相联系 ,与其他的压迫性系统 ,如 :种族歧视、

社会等级歧视、年龄歧视、对同性恋歧视等 ,要消除

性别压迫需要一同消除其他形式的压迫。生态女

性主义的目标在于 ,消除所有威胁毁灭地球的实践

和制度。基于此 ,丁内斯大坦宣称 :“在这一点上 ,

女性主义的核心意义 ⋯⋯在于它与现世生命的生

死存亡的关系。”[ 1 ] ( 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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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新女性主义以开放的视野 ,联合一切被

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态群体 :被白人剥削的黑色人

种、被第一世界剥削的第三世界的人们、被人类统

治的其他物种、被男性文化压迫的女性文化体系 ,

等等 ,来对抗已成定式的人类思维模式 ,拯救整个

人类、其他物种和地球。

二、新女性主义的价值意义

新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表明 ,妇女解放的深刻

内涵不仅是改造和削弱男权文化 ,更是要输入平等

和自由的文化精神 ,更新和确立女性乃至整个人类

安身立命的价值尺度 ,在设计未来文化蓝图时 ,既

摒弃男权传统的糟粕 ,同时致力于扫荡一切不平等

的现实、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它不仅推动了

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而且对于推动人类思维

方式的转换、重构人类的价值理想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 )促进女性主义自我超越

新女性主义的发展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理论

的狭隘诉求。女性主义常常被认为仅仅是改善男

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一种理论诉求 ,但新女

性主义的发展向人们昭示 ,改变女性命运只是女性

主义的社会目标之一。新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值得

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它不仅批判性别不平等 ,

而且对一切已有不平等的现实、制度、意识形态、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甚至理论知识体系提出全面的挑

战与质疑。这样 ,新女性主义理论一方面把女性解

放纳入人类解放体系 ,使得女性解放成为人类解放

的一个基本方面 ;另一方面也使女性主义理论升华

为一种关注人类发展与解放的广阔理论。

新女性主义的发展校正了传统女性主义的

“女性沙文主义 ”倾向。传统女性主义由于遵循父

权制的文化逻辑 ,因而与西方主流文化一样 ,在伴

随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扩散和交流活动中 ,忽视了由

于阶级、种族、地区、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女性群

体的差异 ,尤其缺乏对第三世界女性、黑人女性的

关注和了解 ,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和行为模式作为

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推广到第三世界 ,表现出强烈的

“女性帝国主义 ”倾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语境 ,

新女性主义各流派提出了新的理论主张、发出了不

同的声音。她们反对把欧美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

级妇女的认识和行为模式全盘推广到第三世界 ,注

重和强调在“差异 ”的基础上实现平等。

新女性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妇女解放的理论与

实践向纵深发展。新女性主义对妇女解放途径的

寻求 ,已由对妇女局部权利的争取和处境的改善这

一社会政治层面转向文化层面。20 世纪 70 年代

初以来 ,新女性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父权制通过教

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 ,使人们将其对妇

女的压迫和歧视内化在心灵深处。尽管国家可能

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力推行男女平等 ,但人们的常识

和种种流行的看法却常常发挥相反的作用。她们

认为 ,重要的任务在于 :要消除文化思想领域内对

妇女的歧视 ,要重新认识妇女。因此 ,新一代女性

主义者开始从注重变革社会现实转为变革人们的

思想 ,她们把权利的诉求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 ,着

重批判男性的话语霸权 ,提出建构女性话语主张 ,

从而把女性解放的诉求从现实层面推向文化层面 ,

寻求所有女性解放中最根本的解放。

(二 )推动人们思维方式转换

新女性主义思潮的扩展与深入 ,不仅进一步促

进了人类现存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更重要的是促

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

首先 ,性别视角扩展为人类一种新的认识视

角。传统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对现实社会中的法

律、政治、经济等进行了批判 ,新女性主义的发展 ,

进一步把性别批判视角扩展到道德观、价值观、认

识论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使性别视角成为人类

各个领域不可回避的思维立场 ,为人类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 ,新女性主义努力引领人类走出二元对立

的父权制思维方式。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

义等新女性主义流派认为 ,性别统治逻辑以及人类

现存的所有统治逻辑乃至人类与非人类的统治逻

辑 ,都根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 ,彻底解

构父权制的思维方式 ,是消解一切统治压迫的根本

所在。在这一点上 ,新女性主义在探索性别不平等

的起源方面比传统女性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传统

女性主义将性别不平等的原因或归结于法律或教

育 ,或归结于经济压迫 ,或归结于两性生理差异 ,或

归结于以上所有因素的集合 ,尽管传统女性主义也

看到了社会文化在形成女性屈从地位中所起到的

作用 ,但是传统女性主义并没有对社会文化进行更

本质的揭露和分析。新女性主义在探讨性别不平

等的根源时 ,则将矛头指向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本

质 ———传统的宏大话语和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 ,并

指出正是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决定了性别不平等

的社会现实。

(三 )灌注人类新的精神立场与价值观念

相对于传统女性主义而言 ,新女性主义更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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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化层面批判与价值立场的表达。女性主义者

把女性价值观渗透到各个领域 ,极大地丰富了人类

的精神文化 ,给人类灌注了新的价值理念。

新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目标的诉求上 ,以男女

和谐共生为价值目标。男权社会极力强化男性对

女性的统治秩序 ,形成两性长期的对立 ;传统女性

主义以争取女性权力为主要目标 ,很大程度上把男

性推向女性解放的对立面 ,甚至激进地主张女性对

男性地位的颠覆。这两种情形都不能获得男性或

女性的真正自由。新女性主义在承认差异、尊重差

异的基础上 ,寻求两性和谐发展。新女性主义理论

表明 ,女性主义与男权传统文化的冲突并非是一种

权力之争或替换 ,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企图推翻男

权统治、让女性取代男性去统治世界的政治主张 ,

它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争取女性失落的权利 ,最终达

到两性的和谐共生 ,而不是以女权主义统治来替代

男权主义的统治。正如贝尔 ·胡克斯说 :女性主义

是一个结束男性至上主义 (性别歧视主义 )、性别

歧视者的剥削、压迫的运动。也就是说 ,女性主义

不是想要反对男性 ,它的问题非常清楚 :是针对男

性至上主义的 [ 5 ] ( P8) 。

新女性主义积极表达她们在人类各种关系问

题上、人类与非人类关系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努力

把女性优秀的价值观推介到全人类 ,为人类自由与

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男权文化贯穿着男性中心、

人类中心、西方中心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是导致

今天哲学危机、政治危机以及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

根源。而传统女性主义或者遵从男权文化的逻辑 ,

认同男性价值观 ,或者宣扬一种极端的“女性优越

论 ”,这都不能提供解放人类危机的方法论。在新

女性主义看来 ,当下人类一切困境 ,实质上是男权

价值观困境的表现 ,诸如对女性的掠夺、对有色人

种的排挤、对自然的控制等 ,都根源于男性中心的

价值观。新女性主义深入阐述女性的价值取向 ,提

出以女性积累的经验来拯救世界。在她们看来 ,

“女性的品质是容纳性、敏感、反对暴力、温和等

等 ,这些特性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品质的对立

物 ,是统治和剥削的对立面。在心理的底层 ,它们

从属于爱神的领地 ,它们表达的是生命的本能力

量 ,是对死亡本能和毁灭源的反抗 ”[ 6 ] ( P136)
。这些

女性特征对主导着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为准

则具有颠覆性 ,这样把对文明有颠覆作用的女性特

点完全变成了一种美德 ,乃至一种革命的拯救

力量。

当代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女性自身解放的同时

还确立起拯救人类整体文化的使命感。她们不仅

看到男权社会存在着男女差异 ,还看到存在着贫富

悬殊、种族歧视、强权政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等异

化现象。认为争取女性的彻底解放在本质上与消

灭种族歧视、反对专制统治以及呼唤人性复归相一

致 ,其宗旨是要唤醒人类的爱心、理智和良知 ,使文

明社会趋于人性和人情化。

三、新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问题

新女性主义在努力突破传统女性主义困境的

同时 ,自身又面临新的理论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问题上。

(一 )多样与同一

如何把差异与共同性结合起来的问题是新女

性主义者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深受后现代主义

影响的新女性主义 ,对传统女性主义关于统一的

“妇女 ”概念、“妇女解放 ”的宏大叙事提出了批判

与质疑。她们强调妇女中的阶级、种族、文化与人

种的差异 ,认为所谓妇女共同的立场极有可能变成

一种“真实的神话 ”模糊和压抑有着不同特色的人

们。奥利弗指出 :“女性主义运动已经不能不去认

识 ,正是白人中产阶级运动起着排斥妇女的作用 ,

排斥了那些在利益和需要方面有所不同的妇女。

颇为矛盾的是 ,一旦女性主义开始定义‘妇女 ’,它

也就开始排斥所有不同类别的妇女了。”[ 1 ] ( P302)
新

女性主义者认为 ,相信同一性是欧洲中心主义、自

我中心主义和阳具理性中心论。在她们看来 ,必须

解构“同一 ”,用“多样 ”取代“同一 ”。但由于过分

强调差异可能会导致知识和政治上的分裂 ,造成女

性在认同上的危机。这使女性主义不能去寻找任

何女性的共性 ,因而使女性丧失了结构性的共同基

础。德 ·劳里提斯指出 ,像本质主义一样 ,这种女

性主义也是有问题的。尽管前者意味着 :所有的妇

女必须是一样的 ;后者却暗示说 :妇女没有共同之

处 ,因此协力合作的政治行动缺乏基础 [ 1 ] ( P306)
。

所以 ,“多样 ”取代“同一 ”给新女性主义提出

了巨大挑战 ,这个挑战在于 :如何在差异内部、通过

差异以及尽管存在差异而依然使妇女联合起来。

(二 )平等与差异

传统女性主义把强调两性的共性作为性别平

等的根据 ,也把争取男女同样的权力作为性别平等

的目标。新女性主义反对传统的平等观点 ,强调差

异 ,强调不要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后现

代的女性主义者 ,她们赞美身体、生育节奏和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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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直接的原因是 ,她们认为此前的女性主义已经

丢掉了女性的特征。她们逐渐认识到 ,传统女性主

义的平等理论实际上是以男性为标准 ,是做和男人

一样的人 ,否定了女性独特的生物存在和女性价

值。其结果恰好是认同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排斥 ,

女性通过进入男性文明获得某些权利 ,其代价则是

否定自我。于是 ,她们开始致力于发掘女性作为群

体和个体的独特性 ,强调不同于男性存在和经验的

女性存在与经验 ,并赋予这种存在和经验以新的价

值和意义。艾格说 :“强调男女区别 ,这一区别是

女性最可喜的解放。她们不必再参与男性的世界 ,

而可以超越男性的世界。”

对性别差异的极度强调又使其陷入了另一种

困境。强调性别差异恰恰是男权统治的基础 ,如果

承认两性差别 ,似乎又为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找到了

依据。如何既肯定性别差异、弘扬被男性文明所贬

抑的女性价值 ,又清理男权社会用以统治妇女的腐

朽文化 ,这成为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又一挑战。

(三 )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

与传统女性主义者注重争取女性实际权力不

同 ,新女性主义注重文化层面对父权社会进行批判

与挑战 ,这一方面使当代女性主义更接近女性解放

的根源 ,另一方面也使其一定程度上远离女性解放

的政治实践。例如 ,许多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者

都拒绝接受后现代女性主义文本 ,认为这些都是沉

溺于自我的学术论文 ,是专门写给学养高深的女人

看的 ,而不是写给普通妇女的 ,认为这是“学院派

的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尽管也对父权

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 ,但不可

否认的是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坚持她们的目的是写

出关于妇女的新见解 ,她们兴趣集中在女性主义理

论而排除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具体的研究中 ,某些

后现代女权主义过于专注于话语、文本层面的理论

建构 ,将社会现实完全排除在视野之外 ,因而削弱

了女权主义实践的政治性。

新女性主义的发展 ,昭示了女性主义的强大生

命力与广阔前景 ,无论是新女性主义的新成就 ,还

是其蕴含的理论问题 ,都预视着女性主义进一步深

入的可能性 ,正如罗斯玛丽 ·帕特南 ·童评价的 ,

女性主义思想最值得珍视的就在这里 :“尽管它有

开端 ,但却没有终结 :因为它没有预先确定的终点 ,

女性主义思想允许任何妇女思考她自己的想法。

不是一种真理 ,而是各种真理 ,它们一起推动妇女

赢得自由。”[ 1 ] ( 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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