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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妇女理论问题的四点反思

张德强
(兰州市社科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　“妇女解放 ”口号在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妇女就业本质上是妇女的生存问题 ,在“异

化 ”劳动中还谈不到“解放 ”。人的解放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男女性别分工受到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 ,落后的生产力条

件下 ,性别分工是明显的 ,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 ,性别分工趋向模糊 ,不能将性别平等与性别分工混淆起来。当前妇女运动应当关注

底层妇女的生存条件的改善 ,而不应受到极端的“反文化 ”的女性主义的论调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的两性关系 ,必须克服我们

普遍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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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中是发展较薄弱的部分 ,而且讨论

也趋于肤浅和混乱。其中四个问题需认真和深入地区分和理

顺。一是妇女解放与妇女生存问题的混淆 ;二是男女平等与性

别分工的混淆 ;三是妇女运动应关注尖锐的现实问题 ,还是要流

入女性主义的空谈和歧路 ;四是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必须改变

思想传统的问题。

一、妇女解放与妇女生存问题

“妇女解放 ”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

的口号 ,这一口号和人民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总任务目标是一

致的 ,并且有着将妇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族权、神权、夫权、政

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特定历史含义。对妇女摆脱封建枷锁 ,

完成民主革命发挥过巨大的政治号召力。但是从哲学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意义来讲 ,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内容 ,还是长期的

历史任务。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是一个极长的历史过程 ,也是

人类自然生命史过程。在人类历史过程中 ,人的解放程度是社

会历史进步的标志。如作为雇工的人与作为奴隶的人之间反映

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人的最终解放 ,不仅是社会解放 ,而

且包含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解放。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 ,人无

论在自然关系上和社会关系上都是谈不上解放的。所以人类的

解放包括妇女的解放是与社会制度的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紧密联

系的历史过程。历史和生产力发展达到什么程度人才能获得最

终解放呢 ? 从哲学上说 ,当人类从“必然王国 ”达到“自由王国 ”

的时候 ,人类就获得了解放。从掌握可使人类获得解放的生产

力角度讲 ,只有当劳动轻松的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劳动已

不是被迫的和痛苦的事时 ,人就获得了解放。从这一含义讲 ,现

代人不论男女只要是与落后的生产力相结合就还没有获得解

放。与落后的生产力相结合 ,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个人能力

的发展和发挥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和阻碍 ,就还谈不上解放。在

人掌握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使劳动变得轻松和富有创造性的时

候 ,人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从人的解放的哲学的意义上讲 ,就不能把妇女就业看作是

“妇女解放 ”,妇女就业的本质是妇女的生存问题。生存需求是

人生五种需求的最低层次需求 ,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

需求 ,不能把妇女生存问题这一最低需求与“解放 ”这一概念混

为一谈。尤其是妇女如果处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 》中指出的异化劳动中就业时 ,妇女不是获得解放而是自我丧

失。[ 1 ]从现实经济技术发展基础和劳动妇女的文化科技素质上

讲 ,目前我国妇女就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是不高

的 ,除去少数知识女性从事知识性和创造性工作之外 ,占大多数

的妇女就业 ,其职业性质还是低层次的。很多从事农业劳动和

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妇女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 ,收益却是低下

的 ,这种就业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劳动中妇女的个人

素质难以提高 ,个人人生意义实现的程度很差。因此 ,妇女就业

只能看作是生存方式。在这种现实的生存方式下 ,妇女解放远

没有实现 ,现实的目标应当是努力改善妇女就业和生存的社会

环境 ,同时促进妇女素质的提高 ,使她们能掌握先进的社会生产

力和社会资源 ,进行自我价值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并使

个人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二、男女平等与性别分工问题

平等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运作规则下的无差别资格和地

位。历史上对于原则下的平等的表述有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

“人生而平等自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另外马克思在《哥达

纲领批判 》中指出在未来社会 ,不劳动者不得食 ,人人按自己所

提供的劳动的数量 ,从社会储存中取得相应的报酬。[ 2 ]按劳动取

酬原则下人人是平等的。现代社会关于男女平等的含义应该是

指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人格的男女平等。要求在公

民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实现中没有性别差异。如男女都有平等

的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民事权利中的继承权、就业权、劳

动休息权、受教育权、人身权等 ,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 ;婚姻自

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等。平等的实现往往是不平等的或者是

不均等的。这一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里面也谈到 ,指出

在按劳分配的平等原则下 ,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 ,权利往往受

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3 ]如按劳分配原则下 ,有的劳动者体力

强有的劳动者体力弱 ,有的人负担大等 ,都会产生生活的实际不

均等。经济落后地区的一部分人受教育权难以实现 ,现代中国

社会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原因 ,一是观念上的原因和落后

地区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原因 ;二是社会生产力低下 ,经济落后

限制了男女平等权利的实现 ;三是效益优先不顾公平的做法牺

牲妇女的就业利益。

男女平等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 ,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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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人的自然的性别属性只存在差异和不同 ,不存在“平

等 ”与否。性别不同其属性各有其长各有其短 ,二者需要互补配

合。于是就会产生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性别分工。在落后的生产

力条件下 ,性别分工比较明显 ,在先进生产力条件下 ,性别分工

有模糊的趋向。性别分工是性别优势的分工 ,又和生产力水平

紧密相联。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性别分工。如在

古代农业社会 ,“男耕女织 ”的性别分工是一种重体力劳动和轻

体力劳动的分工。不存在分工上的平等或不平等。而在机械化

生产中就可以打消男女的明确分工 ,女性也可以用机械实现重

体力劳动。脱离具体的生产力水平和脱离男女性别的自然特征

和性别优势及差异 ,妄谈打消性别分工就是男女平等是不科学

的 ,是对男女平等问题的庸俗化和片面化的理解。过去“在男女

都一样 ”的口号下 ,让妇女从事其自然生理条件不适应的劳动 ,

是不人道的。也是对男女平等的曲解。因此 ,不能把男女平等

与性别分工的存在对立起来。

三、当前妇女运动与极端的女性主义问题

妇女群体是有社会阶层的差异的 ,生活于社会低阶层的妇

女占妇女人口的大多数 ,其中有农村劳动妇女 ,城市无业妇女 ,

农村失地和进城务工妇女 ,企业务工妇女。生活于社会较高阶

层的妇女在妇女总人口中比例不算高 ,其中有事业单位的女职

工 ,女性公务员 ,企业女性白领 ,女科技人员 ,女企业家 ,女性领

导干部等。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妇女有着不同的素质 ,有着不同

的社会关系 ,对社会资源有着不同的占有。因此 ,不同阶层妇女

的利益是不同的。在较高社会阶层中的妇女 ,提高妇女参政的

比例的呼声比较高。而在社会低阶层的人数较多的妇女中 ,解

决其生存问题和改善其生存条件的呼声比较高。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现代中国 ,广大劳动妇女的生存

问题 (具体如就业问题 )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失业问题和对妇女

工的雇工剥削以及歧视的问题十分突出 ,女童失学问题 ,青年女

性就业不能结婚、不能生育问题 ;城市无业无婚的大龄女青年队

伍的膨胀问题 ,以及她们走向社会边缘化的问题十分突出。由

生存困惑而走上性和色情服务的女性队伍的膨胀也十分突出。

未来的隐患很大。妇女生存问题的突出 ,原因在于一是人口的

激增和妇女素质低下 ,难以进入新兴产业门类 ;二是经济落后经

济容量低 ;三是效益优先不顾公平的做法 ,对妇女就业权利进行

剥夺。困扰着妇女的社会问题十分突出。大多数妇女的生存问

题和维权问题 ,应当是当前妇女运动加以关注和促进解决的重

点。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妇女生存问题是现实的问题。但在妇女

理论的讨论中认识不足。这种突出的问题在妇女理论中的女性

主义思想中得不到关注和反映。但对妇女运动要干些什么起着

某种引导作用。比较突出的是一种“反文化 ”的女性主义。它的

特点 :一是将有史以来的文化看作是“男性文化 ”来加以反对 ,认

为要创造女性文化 ,就要搞文化对立性别对立 ;二是以男性特征

为参照系 ,来认定女性的行为方式 ;三是不关心劳动妇女的生存

危机和社会制度的改善 ,将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理论 ,对妇女

运动认识产生干扰。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将国外女权主义的唯心

主义论调改头换面提出一些非科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否定两性

性格行为品质的差异的自然性 ,如认为女性的性格行为方式是

由于自小大人给的玩具与男孩不同为始教育训练造成的。这种

女性主义者夸大社会性别 ,让社会性别以男性为坐标单一化。

以男人的肤浅的匹夫之勇和所谓的“阳刚 ”作为女人社会行为方

式。还认为女性爱美是对男性文化的适应 ,是“媚男 ”行为。这

种认识并未做过实验证明。雌性动物比雄性动物一般情况下在

行为上表现得温和安静 ,难道也受过后天影响吗 ? “反文化 ”的

女性主义者否定全部历史文化 ,认为都是男性文化 ,完全放弃了

唯物史观 ,没有看到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活方

式产生和决定了一定的文化。在她们看来似乎文化是决定性

的 ,以为反人类文化就能使妇女解放。这些所谓女性主义者根

本脱离社会生产 ,脱离广大劳动妇女的生存现状 ,在书房里制造

以男性为模式的又以男性为对立面的可厌的社会女性形象。对

改变现实妇女的紧迫的生存环境和维权的任务没有任何帮助。

四、性别和谐与思想传统问题

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和两性关系 ,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

要实现必须改变我们的某些思想传统。在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

传统中 ,有“中庸 ”“中正 ”“忠恕之道 ”“和为贵 ”的思想传统 ,也

有极端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传统。恰恰我们缺乏的是民主的思

想传统。中庸、忠恕的思想传统是与专制传统伴生的调和剂。

作用是缓和极端主义的作法。这种调和又是软弱的。而极端主

义和专制主义常是我们不自觉的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我们的

大众思维和大众心理中 ,没有遇到问题自主解决和举手表决的

习惯和思维。也没有那种“我反对你的意见 ,但我维护你的发言

权 ”的意识。而是既反对你的意见和观点 ,也反对你的发言权。

无论是一个农民、一个工人 ,还是一个村长、一个企业领导、一个

行政官员 ,不论其文化水平高低 ,在自己能支配的范围里 ,都习

惯的是“我说了算 ”。走向极端就是超越法律制度行使个人意

志 ,超越公平交易 ,用超经济强制行事。而在自己不能说了算的

时候 ,表现得毫无社会责任感和麻木不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

关系、两性关系 ,乃至家庭关系中 ,都可以感受到语言霸权的存

在。处处可以感受到经济生活中霸王合同、霸王条款、霸王收费

的存在。一个经济单位也可能发布行政性的不容商量的通告。

暴力拆迁和用行政强制办事的事例不少。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

之所以成为我们不自觉的大众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是因为我

们摆脱不了封建的历史文化基因 ,而且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在历

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中见过了太多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

义 ,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极大崇拜。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一种

倾斜结构 ,它不讲以人为本 ,不讲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 ,不讲法

律约束。因此它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两性关系等人际

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民主传统 ,也就不能在政治层面上有

民主传统。

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 ,一位成功女士谈到自己感受时说 ,

对自己要宽松一点 ,做事情要极端一点。反映了极端和专制的

思维的大众化。这是导致我们社会矛盾中发生人际恶性冲突的

一个因素。从劳资关系的尖锐对立到家庭关系、两性关系的对

立中这一思维都有表现。做为两性关系的一个方面的婚姻家庭

关系 ,其关系的恶化的演变 ,仔细分析都离不开男性一方或女性

一方的极端和专制态度。也存在着语言霸权、极端行事、结构倾

斜的社会性特征。两性和谐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社会化思

维传统紧密相连 ,因此在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包括和谐的两性

关系中必须克服不自觉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方式。必

须在全社会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提高民主化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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