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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萍

略论女性主义诸流派的理论与实践

提要 :本文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改造社会方案给予剖析 , 认为它们在探讨妇女

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上各具特色 ,相互补充 ,但均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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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流派纷繁复杂 ,理论观点各具特色 ,政治主

张有同有异。它们代表不同阶级、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

女性群体 ,向社会表达不同声音 ,又难免各具局限性。本

文是对几个影响较大、代表面较广的女性主义流派的理

论与实践的剖析。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平等、挑战父权

社会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指由自由主义思潮发展而来的

女性主义思潮 ,它是各女性主义流派的起点 ,或修改和改

造的对象。它尖锐地质疑男权的神圣性 ,批判法律上的不

平等 ,认为所有人在接受同等教育后具有同等理性 ,故应

平等对待。

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为 :理性、自由、平等。它认为 ,

女人的本性和男人一样 ,是人性与理性 ,而非生殖性。米

契尔从自由竞争观点出发 , 认为有必要排除就业市场上

对女性的各项限制。“如果女性的能力果真不如男性 ,那

么不胜任的女性就会在竞争过程中被淘汰 , 不需一开始

就排除女性竞争的机会。而如果女性的能力不输给男性 ,

那么开放机会给女性、会给社会带来更多优秀人才 ,使社

会运作更有效率。”〔1〕妇女是人 ,具有理性 ,而其性别是次

要的。

贝蒂 ·弗里丹对女性的家庭角色展开了锐利的解构

与批评。她指出 :父权文化塑造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

庭主妇形象 ,使得女性自幼就向往这个形象 ,并把自己的

一生寄托于家庭。而这个理想的形象是男权文化塑造的 ,

对女性来说 ,这只是一个神话。母亲照料孩子的传统责任

是由文化决定的 ,而不是生理上的必然。男女之间兴趣和

能力的每一种明显差别都不是天生的 ,是教育造成的 ,或

至少是被夸大了的。女性要发挥自我潜能 ,必须与男性一

样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女性可以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 ,

并以事业为主。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主张与社会改革方案为 :

废除歧视性法律 ; 制定中性法律 , 反对性别之分 ; 制订反

歧视法 ;以法律加速性别平等的推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局限在于其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内作教育上和法律上的

改革和斗争 , 它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父权社

会的灵魂。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必须从斗争中认识到 ,如保留资本

主义父权社会的法律制度 ,妇女欲摆脱压迫是没有前景的。

二、基进女性主义 :生物革命、妇女本位

基进女性主义主张女人所受的压迫不仅是最古老、

最深刻的剥削的形式 ,而且是其他一切压迫的基础。“基

进”即“根”的意识 , 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所有其他种

族、经济、政治压迫的根源 ,必须加以根除 ,否则它将继续

生长出各种压迫的枝桠。基进女性主义诞生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 是从男性新左派阵营里发展出来的。女性在

新左派中的低下者、服务者、性对象的身份 ;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的次等待遇等使她们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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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进女性主义对父权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其认为父

权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 而非资本主义才是妇女受

压迫的根源。父权文化阉割了女人 ,这种文化要求女人是

可爱且被动的 ,必须是个囡囡、一个本质上是去了性的偶

像 ,是年轻的、皮肤光滑无毛、肌肉有弹性 ⋯⋯。这个形象

压抑女性的性能量并影响到她其他方面的生活与活动 ,

她被阉割的不止是性而已。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是“性政

治”,是一套藉个别男人支配个别女人之方式存在的人际

权力制度。社会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 ,使妇女接受她们

的次等地位 : 社会通过社会化使两性都顺从文化所规定

的气质、角色、地位 ,接受男女有别 ,接受公共权力分派给

男性的社会制度 ; 通过家庭、学校、教堂将男性支配女性

的意识形态合理化 ,女人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心理 ,制度

化又使其代代相传。“性政治”揭示了父权文化如何规范

性别角色和使妇女处于无权的被支配地位。父权社会对

妇女的压迫建立在生物性基础上 , 生育造成妇女身体虚

弱使其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于男人。因此妇女解放需要进

行生物革命。用现代技术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

最根本的不平等”〔2〕,切断性别与生育之间的联系 ,使妇女

摆脱生育和养育职能。家庭的生物和经济基础都将被技术

消除 , 生物家庭的终结将消除性别约束的必要 , 男女和各

自在其中扮演确定角色的“性交机制”本身也将消失 ,“人

性最终将回复到它自然的‘多形反常’的性关系”〔3〕。

基进女性主义还欲以“阴阳同体”(即“中性”或“单

位”)取代两极化的两性。其包括两个取向 :一是排除性别

区别 , 建构阴阳同体文化 ; 二是不与男性发生关系 , 即拒

绝或改变异性恋制度 ,采取性别分离主义 ,而女同性恋则

是最彻底的方法。

阴阳同体理论仍以男性为标准 , 基进女性主义欲彻

底摆脱男性本位观 ,提出了妇女本位观。妇女本位观认识

到不应该从妇女身上寻找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 将妇女的

生理或心理视为问题来源是责怪受害者 , 必将加重社会

上轻视或怨恨女人的文化形象。她们倾向于从男性生理

找出问题的原因。她们认为男性是不同于女性的 ,并且是

危险的 ,女人应形成自己的社会 ,将男人排除在外。因此 ,

基进女性主义普遍地颂扬做女人 , 特别强调女性生理固

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有关的创造力 , 女性的生理与心理

被视为妇女解放的力量来源 ; 女同性恋者被认同为是追

求自由的妇女楷模 , 是从传统的“女人味”定义里撤离的

自由人。分离主义者致力于创造妇女空间与妇女文化 ,一

方面避开父权制度与男人所加诸妇女的伤害并进行疗

伤 ;另一方面提供能真正满足妇女之需求的机构 ,如妇女

医疗中心、妇女教育方案、妇女求助中心、妇女书店、妇女

餐厅等。

基进女性主义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现实 , 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理论 , 其有关性、性别、再生产等理

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它是女性主义流派中唯一

一个将矛头直接指向男人的理论。其敢于与男性决裂的

勇气和精神是不能低估的 ,由此它改变了妇运的色彩。但

是 , 为了摆脱妇女受压迫的地位 , 与男人分离并非上策 ,

并且 ,基进女性主义由于过于关注女人本身 ,忽略了对妇

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经济层面的分析批判。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唯物史观与妇女

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异化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分

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工人的劳

动被异化 , 在父权社会 , 女性的生育养育劳动被异化 ; 工

人与资本家疏离 , 女人与男人疏离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资

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 ,在父权社会里 ,男人剥削了

女人生育养育的剩余价值。

女性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有两方面 :一是马克

思、恩格斯视男性主控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唯一的经

济生产活动 ,且视两性分工为生物性决定 ,没有看到人口

生产与妇女生育养育生产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将妇

女受压迫简化为阶级经济剥削问题 , 完全忽略父权结构

对妇女的压迫。就是说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

级压迫 ,而没有或忽视了性别压迫。由此女性主义质疑 ,

为什么在工作领域的多是男性 ,在家庭领域的多是女性 ,

为何不能调转过来 ?并且 ,为什么妇女无论在工作场所还

是在家庭场所都处于从属地位 ? 马克思主义没有解释这

些问题。因此 ,马克思主义被女性主义视为“性别盲”,有

些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男人的世界观 , 无视父权

制度对妇女的压迫。资本主义与大男子主义相互支持 ,阶

级社会与父权社会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

要使妇女摆脱压迫 ,必须批判父权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根本的社会改革就是使妇

女所做的工作 : 做饭、照看孩子、保育等包括在社会生产

领域内。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才能结束“家庭内丈

夫是资产阶级 ,妻子代表无产阶级”的局面〔4〕。

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推翻资本主义、推翻

父权社会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理论观点上受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和基进女性主义的影响 , 但又不满足于它们的理论 ,

试图发展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方式。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基进女性主义的合理成分 ,

并力求避免她们不能解释妇女受压迫原因的某些弊端。

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首

要前提的论点 ,认为除了变革经济基础之外 ,还必须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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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文化活动来发展特殊的女性意识 , 要求改变整个社

会关系结构。它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要求妇女

参与社会生产的论点 ,但认为光有这一点还不够 ,还必须

让妇女参与有报酬的职业 , 同时给干家务劳动的个人支

付工资 ,减少妇女对男人的依赖。它认为单一的反资本主

义或反性别压迫都无法达到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 , 必须

二者同时进行 ,因此 ,它提出了双系统理论或统合系统理

论。

双系统理论认为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套社

会关系 , 代表两组不同利益 , 当她们相互交错重叠时 , 妇

女受到特别严重的压迫。因此 , 要认识妇女受压迫的原

因 ,必须先分别分析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再考虑它

们之间的关系。裘利 ·米契尔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构架是 :

非物质的父权社会分析 + 物质的资本主义分析。物质的

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妇女的压迫 , 非物质

的父权社会是指父权意识形态对妇女的精神压迫。压迫

妇女的根源来自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父权意识形态两

个领域 , 两个领域有时重合 , 有时分开 , 因此必须进行两

个领域的分析。她们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 :

生产、生育、性、儿童社会化。提出争取妇女解放的途径

是 :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以精神分

析从意识形态上颠复父权社会。米契尔提出了用社会主

义取代资本主义 ,但并未说明用什么取代父权社会 ,因此

未能对父权社会进行有效挑战。

哈特曼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构架是 : 物质的资本主义

分析 + 物质的父权社会分析。物质的资本主义分析是传

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分析 , 认为阶级压迫也直接

就是对妇女的压迫。而物质的父权社会分析认为 ,家庭主

妇为资本家做了大量的生产工作 , 不仅资本家从妇女参

与劳动力市场中获利 , 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劳动力

———男性工人作为丈夫、父亲在家中也得到个人服务。妇

女从事的生育养育是物质性生产工作 , 但这一工作使妇

女在经济上失去独立使其必须依赖男性 , 父权社会体系

加给女性的同样是物质性枷锁。因此 ,女性与男性的关系

犹如劳工与资本家的关系。除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

的分析 ,还必须补充女性主义对父权社会的分析。家庭外

是男性负责生产 ,资本主义在此发展 ;家庭内由妇女负责

生产 ,父权社会在此发展。妇女与其丈夫一起受资本家剥

削与压迫 ,妇女又单独受父权社会剥削与压迫 ,后者既表

现在社会上又表现在家庭中。

统合系统理论企图用一个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父权

社会。认为资本主义无法与父权社会分离 ,就像心灵与肉

体不能分离一样。资本主义就是父权社会 ,父权社会的一

种表现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可以将二者统合为

一个系统进行分析。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压迫和性

别压迫 , 改造的首要目标是取消公/ 私领域区分 ; 其次是

再生产自由 ,给妇女再生产的权利 ,即生育和不生育的权

利。这些必将使全社会出现结构性大改变 ,大重组。

五、后殖民女性主义 :反对性别、种族、阶级、

国家压迫

后殖民女性主义又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一

世界女性主义往往以性别抗争为主轴思考问题不同 , 后

殖民女性主义将所面临的问题放在当地特定殖民政治经

济脉络里来思考 ,进而寻求解决之道 ;她们不泛泛谈论男

女不平等 , 而是结合国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弱者地位

思考种种对女性的不利和冲击 ; 她们已经注意到白人中

产阶级女性关注的盲点 , 对发展的思考层面日趋多元

化。因此 ,后殖民女性主义在思考女性议题时所加入的对

种族、殖民、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的批判已对女性主义产生

较大影响。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姊妹情谊”, 后殖民女性

主义认为其忽略了女人之间认同的其他因素 ,如种族、阶

级、文化等。正如莫汗娣指出 :“在‘姊妹情谊’之外 ,尚有

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5〕。当这些不同的身份

彼此矛盾冲突时 ,是否性别身份必然优先于其他身份 ?后

殖民女性主义不仅不同意基进女性主义将性别压迫视为

更重要、更基本的压迫 ,也不同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把妇

女受压迫的原因单纯归结为父权社会。对于第三世界的

妇女来说 ,她们所受的压迫绝非都来自父权社会。

后殖民女性主义对“国家”问题的思考也与西方女性

主义不同。正如有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者认为的 ,将性别歧

视问题抽离政治、经济、种族的做法基本上是一种极高明

的政治策略 , 使白人女性不必面对她们在经济政治殖民

体系里的共犯关系 , 回避她们受益于剥削第三世界女性

的问题。如第三世界低开发国家的女人身体更常常被用

来做人体实验 , 测试第一世界末上市的避孕药物施于人

体的实际效果 ,这就是所谓的“身体政治”。后殖民女性主

义认为在错综复杂的种族、阶级关系下 ,女性的被压迫不

是必然来自男人 , 也有可能来自隶属于不同族群、阶级、

国度的女性 ;女人和男人之间也不必然是对立压迫关系 ,

也有可能是某种特定压迫状态下的共同受害者及携手共

同反抗的伙伴。女人并非只有性别认同 , 还有其他的认

同 ,诸如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女人爱女人”、“女人支持

女人”是一种简化粗糙的认同观。

后殖民女性主义探讨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国家内部

不同族群之间的殖民结构对妇女造成的冲击和压迫 , 认

为妇女问题与其在权力结构中所处位置有着不可分离的

相关关系。因此 ,后殖民女性主义给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

略论女性主义诸流派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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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 丰富了女性主义看待女性受

压迫的视角。

但种族社会无疑也是一个父权社会。反对殖民主义、

反对种族主义、反对阶级压迫必须注意同时反对性别压

迫 ,并将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性别压迫并不会自动

地随其他压迫消失而消失。

六、后现代女性主义 :差异性、父权意识形态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普遍论的质疑实际上将妇女受压

迫置于具体时空中 ,即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丰富了对妇女

受压迫的讨论 ,使人们认识到不同妇女所受的压迫 ,受着

何种程度压迫和压迫根源的特殊性 ,避免了普同化倾向。

其以传统女性主义为基础 , 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加以吸收和

融合 , 开始采取一个新的视角考察男女不平等关系等问

题 ,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一种思潮。它之所以能与

女性主义从相遇到结合 ,进而形成后现代女性主义 ,在于

两者有共同点 , 这就是两者都有意颠覆现存传统的理论

思潮 ,都力求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变现实社会 ,两者都对相

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而引起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状况

表现出极大关注。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客观上

起到了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作用 , 对

于打破传统的男性统治女性和女性服从男性的性别模

式 ,把男女关系拉回到“零”的平等地位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 ,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革命的对象和目标却

同中有异。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思想理论发展的产物 ,旨在

颠覆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模式 , 重点在意识形态方

面的革命 ,而对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较

少涉及。女性主义是西方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 ,旨在改变

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状况 , 这就必然涉及社会的经济

与政治结构 ,乃至整个社会结构。诚然 ,女性主义要颠覆

的男女不平等意识其实包括在后现代主义矛头所指的西

方近代意识形态中 ,但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男女平等不仅

不是重点 ,而且没有也不可能得到重视。这是因为后现代

主义其实是父权制度新的文化范本 , 其理论有明显的男

性化倾向。因此 ,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主义一贯持置之

不理的冷淡态度。二者之间虽有共同之点 ,但其中的矛盾

和对立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女性主义必须和后现代主义

分手 ,否则将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喧闹嘈杂声中。

【注释】
〔1〕〔5〕顾燕翎主编 :《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 女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1、246 页。

〔2〕〔3〕〔4〕李银河主编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

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第 290、291、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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