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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里斯· 扬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她认为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在运用阶级范畴时是性别盲，而二元制理论中的父权制范畴无法独立于生产方式并与之并列，因此艾里

斯·扬以性别分工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完整的论述了女性受压迫的深层根源，并提出关于女性解放道路

的一些原则。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并分析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女性主义理论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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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斯·玛莉安·扬( 1949 － 2006) 是当代英美马克思

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美国纽约，于 1974 年在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匹兹堡大学和芝

加哥大学教授课程。艾里斯· 扬关于正义、民主理论和女

权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都颇有成就。1990 年出版的《正义

和差异政治学》奠定了她在民主与正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地

位，而《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这篇文

章中，“从批判女权主义理论试图将家长制理论与马克思主

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出发，深入探讨了女权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1］则是她在女权主义理论

领域的重要的代表作品。艾里斯· 扬认为，资本主义与父

权制本身是一体的，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

义父权制，因此她从性别分工的角度来说明女性受压迫的根

源。
一、女性受压迫问题的传统分析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角度以及二元制理论在论述女

性受压迫的问题上大部分存在着缺陷，艾里斯·扬的理论正

是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并推陈出新，提出了自己全新

的、独特的见解。
( 一)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分析

艾里斯·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他们只

是简单的将女性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待，通过分析阶级的角度

来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这样的分析不能从实质上解释

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阶级分析的只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的角度，却不是从性别等级来分析的，因此对于分析女性受

压迫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阶级只是简单的通

过对社会成员不同的角色做一般的讨论，就像妇女听从男人

的安排，做无意义的工作，领取微薄的工资，甚至作为劳动力

的储备，等等。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

下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的分析不能将性别区分与等级问题清

楚的汇集到一个点上，致使它存在着严重的性别缺陷。
( 二) 二元制理论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分析

父权制关系是一种与经济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独立制

度。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父权制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并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而存在。为此，艾里斯·
扬通过对朱丽叶·米切尔和海蒂·哈特曼两个代表人物的

理论的具体分析来阐明观点的不足。
朱丽叶·米切尔将父权制理解为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

形态结构，认为父权制描述的是一种文化，是作为一种生产

方式，即在意识形态变化的背景下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意识

形态存在于经济生产关系之外，同心理结构保持同一种形

式。扬认为，这种二元制理论的分析恰当的否定了女性受压

迫的历史事实，并将女性受压迫的事实变得一般化，在分析

女性问题上并不能说明父权制与生产方式制度是占据同样

的地位，并且不依赖于生产方式制度而存在的。米切尔的分

析仅将女性压迫问题源于生产关系理论，这样看来二元制就

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哈特曼不同与米切尔，她认为，“父权制在具体关系结构

中拥有物质基础，并坚持认为，父权制本身也经历了历史的

变化。”［2］但是这种观点与父权制和生产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制度的二元制理论是相互矛盾的。哈特曼认为“分工之类的

特征增强家长制和资本主义，在整个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

中，很难孤立家长制结构。”［3］她认为虽然我们将父权制与

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但是却没有将区别的界限表述清晰，也



没有提出具体的区分原则，更看不出区分的领域到底在哪

里，而承认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处于同一社会结构和经

济结构中，那么他们就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两种制度。
二、艾里斯·扬对于传统理论的批判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都有其

特定的范畴存在，如果让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加长远

的发展，那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继续支配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应该为自己向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提出合理的异

议。“我们与女权主义的直觉结合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妇

女的劳动在任何生产体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性别等级在任

何传统制度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4］艾里斯·扬通过女性

受压迫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她认为传统的阶级理论和二元制

理论都存在着局限和问题。
( 一) 传统阶级范畴的局限

艾里斯·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将阶级作为考

察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的具体范畴，阶级虽然有着重要的作

用，但是却无法看到性别在社会中起着微妙的作用。因此她

提倡将性别的分工提升到和阶级那样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

地位，将会具有更加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传统的阶级范畴在分析女性问题时是将生产系统作为

一个整体来考察，关注的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没有关

注性别分工在其中的作用。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领域

和地位，用阶级的概念去分析很难说清楚。虽然在今天，妇

女可以参入社会的大部分领域，但是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都是男性起主导作用，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男性做的工

作是领导性的、决定性的、待遇好的并且轻松的，而女性的工

作确实从属性的、繁琐的并且待遇差的。在家庭中，大部分

的无偿劳动都是由女人来完成。这种现象没有原因，没有理

由自然的存在着，阶级范畴的分析我们看不到任何合理的解

释，只有用性别分工来解释才能会有清晰明了的答案。
( 二) 二元制理论的缺陷

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上，艾里斯·扬认为不仅阶级范

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二元制理论的分析也不是完整的。
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的二元制理论中，大家都认为二

元制是两种独立的理论，而艾里斯·扬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是并存的生产制度，并不是两种理论，而是一种

理论。如果将两种制度分开研究不仅会带来困难，而且会存

在很多问题: 第一，两个领域的问题，即家庭和生产的问题。
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家庭领域与生产领

域的分离而造成的。社会生产中男人的主导地位，女人的边

缘化; 家庭里男人对家务劳动的无视行为，女人的默默无闻，

致使女人成为社会生产中男人的经济附庸，这种情况加剧了

经济和家庭的分离，导致女性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于男性，

从而造成自身地位的地下，沦为受压迫的对象。而女性在现

代的社会中不仅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拥有合理化的消

费行为，因此扬认为这种分离实质上是虚伪的。第二，将女

性受压迫的问题局限于家庭。艾里斯·扬认为，如果父权制

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那么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将会只局限在

家庭里，至于在工作场所以及其他方面讲无法衡量。因此，

艾里斯·扬认为二元制理论无法协调父权制与生产方式的

关系，父权制既不能独立于生产方式也不能与之并列存在。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

这两种理论的单纯结合，反映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种制

度。”［5］所以她的一种理想的理论是一种结合二者，批判继

承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将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艾里斯·扬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性别分析

艾里斯·扬通过对性别分工进行分析，解释了不同角度

女性是如何受压迫的，她运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给我们展示

了女性受压迫分析的全新的解释。
( 一) 性别分工对生产关系的影响

性别分工在社会劳动结构中存在着差异，大多数繁琐的

传统工作比如生育、家务劳动等像产品一样被列入女人工作

的清单中。社会中的职业的分类里，性别分工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对性别分工的分析来说明在社

会生产关系中女性是如何受压迫的。“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

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

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6］通过对性别分工的透

视，可以了解到男女在生产资料分配中的不平等; 男性的统

治地位和统治制度的产生、维持和发展; 女性不断的接受压

迫、承认压迫、最后适应压迫。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有通过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才能更好的研究妇女受压迫的问题。
( 二) 性别分工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性别分析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到女性的

社会地位。一个社会里的某些工作，国家里的某些特定的部

门都是规定性别的，比如企业的领导阶层，国家的政治领域

等都几乎与女性无关，而涉及到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等无偿

并且琐碎的工作固定是女性的。对于这些具体的区分，只有

性别分工的范畴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让我们真

正看到女性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从而去研女性受压迫的

原因、从属地位以及剥削的程度。同时性别分析可以提供女

性在工作中的微小变化，比如工作场所的变更和工作性质的

转换，待遇的增减，社会地位的升降等等，这要比其他理论来

理解女性地位更加有说服力。艾里斯 · 扬通过对性别分工

在女性受压迫问题上的挖掘、运用和提升，给出我们关于女

性受压迫问题的全新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了造成女性受压

迫的多种因素和复杂机制。
四、艾里斯·扬对女性解放道路的分析

艾里斯·扬不但从性别分工的独特角度分析女性受压

迫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女性的解放道路的一些原则。
( 一) 发展独立的女性运动

女性应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形成独立的女性主义运

动。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发展独立的女性运动

的过程，可以实现女性真正的自我思考，自我思想与实践的

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达到自身的价值的实现，从而真正知

道自己适合什么。只有发展独立的女性运动才能让女性去

拥有自己的空间，去发展其他的社会关系，做到真正的脱离

男性而实现自己的发展。这样独立的妇女运动可以让女性

在自身和社会的统一中去真正认识到反对性别歧视斗争的

必要性。
( 二) 争取妇女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是同一的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认识到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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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不明白为什么资本家认识不到这一点; 但是这些社会

主义者却常常认识不到妇女对男人的依附性，因为这个问题

或多或少触及到他们每一个人。”［7］艾里斯·扬非常明确地

写道:“我很难设想，反对家长制的斗争作为与反对资本主

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斗争能具有实际意义。”艾里斯·扬通

过列举女性争取生育权利和反对性别虐待的例子来具体说

明的。女性在争取解放的问题上，生育自由应是位于女性解

放斗争的前列。然而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里，女性的生育权利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国家

体制。另外，女性在工作场所中遇到的性骚扰和性虐待，这

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这种生产

关系具有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进而带来女性受压迫的后

果。女性反对这些斗争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
因此，艾里斯·扬认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解放本身就是一种

扎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工作，而这些工作本身就是反对资本主

义制度的，所以研究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综上所述，艾里斯·扬通过性别分工理论的分析使女权

主义不再追问“是资本主义导致了父权制，还是父权制导致

了资本主义”的问题，使女性真正认识到自身受压迫的根

源。艾里斯·扬的性别分工分析，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女权

主义理论的一个创新，使女权主义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从现实上讲，让女性更加清晰的认识自身的地位，应该如何

去独立的思考去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些不仅对女性自身

的发展而且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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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M Yang’s Theory on Women’s Oppression
LI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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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 Yang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feminism． In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women’s oppression，she
thinks tha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Marx is gender blindness in using class category，while the patriarchy in binary system theory cannot
be independent of production mode and parallel with it． Thus，IM Yang will employ gender division to analyze women’s oppression，

discuss clearly the deep roots，and put forward some principles about female liberation． Those theori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n-
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 females’subordin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s well as feminis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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