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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理论与 18—19世纪
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王　晓　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依据女性主义关于“社会性别 ”的理论 ,西方学者突破、超越旧有的研究范式 ,围绕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

多样性和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差异性以及家庭、中产阶级两分领域和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关系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

旨在深刻认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中的运行态势 ,使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女

性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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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别 ( gender) ”是女性主义理论①的核心

概念。它从男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 ,把女性作为

有个体差别的群体 ,强调社会性别差异的性别史的

撰写。18—19世纪是英国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的

社会变革时期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熟练

技师而且也依赖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劳动力 (女性

在那时占了相当比例 ) ”[ 1 ] ( 276页 )。早在 1757

年 ,约翰 ·布朗 ( John B rown)就鼓吹对男性和女性

的地位进行界定 ,他认为“这将对英国社会和对英

国作为世界强国地位的稳定产生重要作用 ”[ 2 ]

(1—4页 )。本文试图介绍史学家们如何以社会性别

理论为依据 ,通过研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相关因

素 ,如工业化进程的多样性、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变

化、中产阶级“两分领域 ”的意识等问题 ,以期揭示

女性在英国历史变迁中的能动作用 ,进一步展现英

国工业化历程的丰富内涵。

一 　认知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

论观点

(一 )基本概念

多学科的研究表明 ,人具有五种性别 :以性染色

体为载体的基因性别 ,以激素为载体的生物性别 ,以

性生理特征为载体的生理性别 ,以某种心理认同或

否定为载体的心理性别 ,以对不同性别的理解、规范

和认可为载体的社会性别。前三种性别可归为生理

性别 ,或性 ( sex) ;而后两种性别是指性别的社会和

心理特征 ,它是在社会文化中那些关于男女所应扮

演的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等等意识和行

为的影响下形成的 ,这种性别称为“社会性别 ”

( gender)。

社会性别理论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开 ,强

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它认为社会性别不只是代表

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 ,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

化规范的符号。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 ·哈丁将社会

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种 [ 3 ] ( 17—18页 )。一是个体

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 ( gender2identifica2
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 ,并将

其与“男性气质 ”和“女性气质 ”联系起来进行性别

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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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称为“结构性别 ”的社会

性别。它用以表示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 ,即

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劳动

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

差异的反映 ,教育、司法、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

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性别。

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 ,作为男性女性的

规范性含义。或者说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 ,与两

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 ,这是男

女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

得的。例如 ,“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 ”的所谓“两

分领域 ”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

关系合法化。“男子汉 ”和“贤妻良母 ”的说法规范

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 ,在人类社会中 ,除了有经济

制度和政治制度 ,还有“性—社会性别制度 ”,后者

组织人类的性的活动 ,是把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

种社会文化机制。正如在社会中存在种族和民族不

平等的特征一样 ,它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

性别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和原因 ,因为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更大程

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

于是 ,男人和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就不平等了。

性别的角色差异反映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因

此 ,在大多数的文化中 ,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

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女性主义学者及其妇女史

研究者力图揭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具体的社会

性别制度及其机制 ,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作用于社会

中的男男女女。也就是研究男女间的关系 ,研究性

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

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二 )理论和方法

围绕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 , 西方学者

芭芭拉 ·泰勒、萨利 ·亚历山大和希拉 ·罗波桑姆

等人展开了讨论。她们认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中 ,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 ,并由此

有了阶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性阶级 ”这样的术

语意味着与经济制度相连的、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相关。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 ,私有制取消了 ,

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很显然 ,对性别问题的研究

不能依靠纯经验的理论 ,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外来

考察。所以 ,泰勒和亚历山大强调以父权制概念为

理论解释的基础 [ 1 ] (366页 ) [ 4 ] ( 1—4页 )。美国著

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蒂 ·本妮特也认为 ,研究妇女史

必须研究父权制的形成和发展 [ 5 ] ( 254—267页 )。

罗波桑姆则认为 ,如果仅仅采用父权制的理论 ,不足

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和阶级之间差异的问题 ,甚至

会以妇女从属于男性的关系取代男女两性间相互作

用的关系。但事实上 ,阶级或种族的团结有时候是

强于两性间冲突的。因此 ,罗波桑姆主张以阶级分

析的方法对妇女史进行研究。在罗波桑姆看来 ,妇

女的角色是双重的 ———既是受害者 ,又是施动者。

因为妇女们在寻找赖以生存的策略时 ,其反抗斗争

对父权制的巩固或削弱都起到了能动的作用 [ 6 ] (30

页 )。这正如凯瑟琳 ·霍尔所说 ,男性的支配地位极

少以他们的支配方式 (形式 )呈现 ,而是在从属者的

从属地位上反映出来 [ 7 ] ( 12页 ) ,这使男尊女卑的

社会认知内在化了。

20世纪 80年代末期 ,以父权制为核心概念的

研究视角逐步让位于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不

比其他任何因素重要 ,但至少应该是与其他的人类

关系一样重要 ”[ 8 ] ( 19页 )。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已

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但妇女的附属地位仍是人

们议论的焦点。

学者们借鉴了学术界的其他成果 :福柯的后结

构主义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

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反对

的是固定的结构论或结构中心论 ,他不仅重视结构

的整体性 ,并且强调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内部

之间的相互关系。福柯的无权力中心或无权力本质

的思想 ,其焦点从对劳动的剥削转变到身份的正常

化 ,阶级团结的陈旧主题让位于新的焦点 ,让位于差

异 ,让位于那些相关分离的政治群体和碎片化的身

份。福柯认为 ,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执着

于日常事务 ,以确证自己特殊的认同形式、对抗模式

和自主权 ,而这些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

在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下 ,女性主义由解决

“妇女的从属和受压迫地位的平等观向社会性别中

男女性别差异观 ”转变。琼 ·斯各特成为这一思想

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巩固了

“社会性别 ”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地位 ,她主张

历史研究应更少地关注发生在女人和男人身上的事

以及他 (她 )们对这些事情的反作用 ,而应重视身份

特征范畴是如何被建构的 [ 9 ] ( 6页 )。女性主义后

331

　　 王晓焰 　社会性别理论与 18—19世纪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结构主义者们强调社会性别史的知识建构性和政治

化的研究视角 ,否定所谓妇女分享的经验的普遍化

特征 ,侧重研究其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一新视点对

妇女史而言避免了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特征 ,

而从更深层、更复杂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其相关性和

矛盾性 [ 2 ] (5页 )。

有学者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持不同意见。琼 ·霍

夫认为 ,“社会性别 ”作为分析范畴时 ,没有必要用

一种特殊的话语去进行重构。如果转向性别史 ,只

会割断妇女史的政治基础 ,把妇女在特殊历史背景

下争取重新界定自我、争取更好的生活的斗争经历

变为个人的故事。因此 ,霍夫把“父权制 ”再一次提

了出来。他认为 ,如果没有像父权制这样统一的理

论模式 ,妇女史将“在无联系的混乱状态和相互矛

盾的事实中崩溃 ”[ 10 ] (150页 )。另外 ,学者们对社

会性别内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男性历史学

家对男性赋予研究以社会性别的全新视角 ,他们开

始分析拥有支配权的男性的历史建构及其变量 (或

相关因素 ) [ 11 ] (30页 )。因此 ,女性主义的妇女史

研究有两个特征 : (一 )将历史上的女性作为研究的

主体对象 ,强烈关注女性的经验及其历史主体创造

者的形象 ,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

的背景 ; (二 )在观察和阐释历史时引入社会性别的

概念和社会性别理论 ,使用性别分析方法 ,解析历史

上的性别关系和结构 ,以及妇女在其中的生存状态 ,

她们的生活、情感和心态等 ,以此公正地评价妇女在

历史上的贡献 [ 12 ]。

二 　影响 18—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

量

(一 )工业化的多样性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

作用

学者们应用社会性别理论质疑工业革命的“突

发 ”特征 ,解构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他们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技术更新与妇女参与

工作的关系、男女工人之间的关系、妇女劳作经验的

差异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等方面进行研究 ,阐

释妇女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原因。

学者们首先围绕着“蒸汽机长鸣 ”中妇女地位

的变化展开研究和讨论。早在 1919年 ,爱丽斯 ·克

拉克就在其著作中描述了 17世纪晚期随着家庭经

济衰落 ,资本主义工业怎样使妇女陷入被剥削或

“家庭监狱”的境地 [ 13 ]。爱维 ·平奇贝克的著作

谈到了 1780年到 1850年妇女地位的转变情况 :农

业的分工、家庭手工业向家庭以外的工厂劳动或其

他工资劳动的转换引起了妇女经济活动的短期衰退

[ 14 ]。布瑞吉特 ·希尔则认为家庭经济的分裂导

致了妇女地位的边缘化。她指出 , 18世纪中期资本

主义对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入侵 ,宣告了家庭经济

的死亡 ,家庭从此不再是工作的中心。妇女由于不

再为获得经济必需品而外出挣工资 ,便被束缚在家

里 ,家务活因而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并开始呈

现出一种低价值化趋势 ,这种状况被进一步固定化

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妻子和母亲的道德责任———将

其自身全部奉献给家庭的社会观念。 [ 15 ] ( 100—

120页 )

一些社会学家以及莱昂诺尔 ·大卫多夫、凯瑟

琳 ·霍尔等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史学家 ,反对以 18

世纪工业化的背景来研究 19世纪的妇女社会地位

的变化 ,他们挑战和质疑工业化的突发性、戏剧性特

征。他们认为 ,工业革命自身的发展模式就存在问

题 ,以前的研究都夸大了客观事实。在英国和法国

工业化时期 ,妇女工作生活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改

变 , 18世纪的妇女仍处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地位低

下的处境中 [ 16 ] [ 17 ] (pp. 294—330)。朱蒂 ·本妮特

更是以父权制来解释 18—19世纪妇女地位边缘化。

按照父权制模式的标准 :家庭的男性首领对其属下、

男性和女性拥有法律和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父权

的制度化从古代到 19世纪一直运作着。 [ 18 ] (58—

71页 )

其次 ,学者们研究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与妇女

工作的关系 ,揭示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性别意义。传

统的观点认为 ,工业化的进程表现在大规模制造业

的成长 ,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引进 ,工厂取代小规模的

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 ,大多数的行业伴

随着生产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而发展。学者们

批评把变革看成是直线性发展的传统观念。他们把

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劳动就业和工作的特征等方

面 ,并为技术和组织形式重新下定义。他们认为 ,

“技术革新 ”的实际表现是 :传统的技术与新技术的

应用同时并存 ,即新机器的使用与新的手工工具的

使用并驾齐驱 ,由此产生了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的

新领域。卡特瑞娜 ·霍内曼认为 ,劳动者的技能、

工作的速度和安全性等等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19 ] (23页 )。克里斯汀 ·布鲁兰德在研究中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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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劳动分工的变革是技术革新的基础 ,也正是技

术变革的含义 [ 20 ] (158页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

明 :变革更少地发生在集中型的生产部门以及昂贵

的技术的使用上 ,而主要是在工作的不同经验方面

的变革 [ 21 ] (96页 )。新的研究还表明 , 1700—1914

年间工业产量的扩大是由于各种工业组织形式持续

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种复杂的

工业结构的产生。工厂制绝不是普遍流行的生产组

织形式 ,甚至到 19世纪晚期 ,小规模和小资本的工

业生产形式仍然没被工厂制取代 ,从经济上来说前

者还更为适用 [ 22 ] (76—80页 )。

学者们指出 ,在考察生产组织形式、技术的使用

以及劳动力的分配时 ,更为重要的是将男工和女工

的地位以及他们相互产生作用的形式考虑进去。例

如 :罗伯特 ·舒马克的研究注意到了在经济的许多

部门 ,户外工种的扩大化与机械化的展开、工厂就业

率的增长是并肩而行的。这一过程常常与社会性别

在劳动力分配上的现状相符 :女性劳作于家庭和手

工工场 ;男性则受雇于工厂。 [ 23 ] (169页 )工业化的

早期阶段 ,制造业充分利用了妇女在第二劳动力市

场的低薪地位、妇女们工作的季节性特征和劳动时

间的弹性特征。当时 ,许多业主对工人的雇用具有

不规范性的特点 ,女工的上述就业特征使许多企业

得以生存 ;同时也使得手工和介于手工与机器之间

的工具继续被使用。因此 ,廉价的女工为雇主选择

有利可图的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条件。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男

人拥有了比女人更易获得社会承认的技术地位 ,女

性被人为地降到了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地位 ,妇女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定位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换

句话说 ,通过实践训练而获得的技能和社会性建构

的“技能 ”之间存在区别 ,女工被社会化为低技能或

缺乏技能的过程实际上掩盖了工厂制形成的复杂性

[ 19 ] (62页 )。正如有学者所言 ,“技术变革 ”的过程

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作为女工的地位 [ 24 ] ( 2、12

页 )。妇女们愈是归属低廉的可牺牲自我的劳动力 ,

男工就愈是把自己定位为更熟练的工人。工业化时

期劳动分工在性别间的演化也受到政府管理工厂或

保护劳工的立法行为的影响。例如 , 1842年的“煤

矿及矿工法 ”规定女工和童工不得下井采矿。因为

妇女在井下作业与男工密切接触被认为是不利于妇

女的身心健康 ,对社会风气也存在不利影响 ;妇女在

家庭应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 ,而不是外出就业。

1844年颁布的“安全设备法案 ”规定 ,只有男工才能

维护、保养机器。因此 ,学者们认为 ,此类法令降低

了妇女的工作地位 ,同时也没能保护她们的利益 ,这

无疑进一步强调了男工自我定义的职业身份 [ 23 ]

(207页 )。

男女劳动力的这种“差异 ”在新旧生产方式交

替作用和劳动分工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一旦被

建构起来 ,它就合法地成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

[ 25 ] (87、96页 )。也就是说 ,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再

分配上的男女差异在文化意识上被建构 ,它便成为

男工、雇主以及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因

此 ,工业化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 ,也是一场社会文化

变革的过程 ,妇女的“附属地位 ”成为英国工业化发

展的必要因素。

(二 )家庭、两分领域和妇女的社会地位

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 ,工业革命引起社会变革

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公、私的“两分领域 ”,即家庭

和工作的分割 ,生产与消费和再生产的分割。男性

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被视为公共

领域而受到重视 ,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

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两分领域与男女角色

的分离相对应 ,形成了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

的传统意识形态。正如帕森斯社会结构功能学说所

认为的 ,近代以来形成的核心家庭中 ,男人的工具性

角色和女人的表意性角色分工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工

业社会的需要 :即男人外出挣钱养家 ,女人的位置在

家里的格局的出现。妇女被降低到社会的最低层 ,

她们被孤立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 ,妇女将持家教

子的观念内在化。与此同时 ,家庭成了唯一具有消

费力 ,供养家庭成员 ,培养未来劳动力的机构。这样

一来 ,女性的社会经验、知识贡献被边缘化 ,甚至被

遮蔽 ,因为知识生产是以在公共领域的男人的经验

为社会主流话语及价值判断的认识基础。

首先 ,学者们质疑了“两分领域 ”形成的直接背

景 ———有关英国中产阶级产生的时间以及现代核心

家庭产生的时间等问题。这无疑打破了传统的、经

验的对妇女地位的认知体系。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研

究指出 ,中产阶级并不产生于工业化时期 ,而是产生

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 ,皮特 ·伊尔利

把其确定在 17世纪 [ 26 ] (22页 )。在 19世纪被称为

中产阶级的群体 ,在 18世纪时并没有展示出同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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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意识。学者们重申 , 19世纪土地势力集团的政

治和经济力量仍很强大 ,他们强调对各产业集团的

中产阶级要区别对待 ,整个社会跨阶级的纵向联盟

仍然以其顺应力适应着社会的发展 [ 27 ] (20页 )。

1965年 ,皮特 ·拉斯莱特出版了《我们失去的

世界 》一书 ,他的研究表明 ,从 16世纪开始 ,英国就

是一个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69年 ,由拉

斯莱特负责的剑桥小组发起召开了关于家庭和住户

结构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达成共识的结论挑战了

学术界有关“主干式家庭 ”向“核心家庭 ”过渡是工

业化产物的假说 [ 28 ] [ 29 ]。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 ,妇女在家庭内地位的界定

不仅受到阶级、种族、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且也受到家庭内外男女关系、各

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的影响。因

此 ,考察妇女的家庭地位必须多角度地进行。正如

罗斯玛莉 ·欧德伊所言 ,妇女史学家们必须详细地

考察和评价活生生的家庭经验 ,评价家庭的柔性体

制 ( flexible institution) ,研究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

系 ,其相互的适应性、对抗性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家

庭 ;成员间的关系是动态的 ,横向与各种人际关系、

空间场景相连 ,纵向与时代变迁有关 [ 30 ] ( 266—274

页 )。

女性的社会地位被“两分领域 ”定为从属的、依

附的、边缘的 ,这种传统的有关家庭的概念是以中产

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 ,它们都建基于公私二

元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 ,它是依据男人的职业

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但对工人家庭而言 ,男性不

是唯一的挣钱养家者 ,女性不是家庭中经济的依附

者。“两分领域 ”的意识体现男女差异性在社会、文

化意义上的建构 ,所以 ,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

家庭中 ,体现在经济体系中 ,而且还是两者相互作用

的结果 [ 31 ] (20页 )。

学者们进一步针对家庭内部情感及其关系展开

研究。他们认为 ,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单位 ,一个

经济和法律单位 ,而且是一个道德场所 ,是人们感情

投入的组织。学者们从情感分析的方法出发 ,强调

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情感因素 ,并且认为这是现代家

庭形成的核心原因。米切尔 ·安德森在其著作中介

绍了这种观点 [ 32 ] (25页 )。其中 ,劳伦 ·斯通的著

作影响最大。斯通认为 , 1500—1800年在英国发生

的一系列变化是由于“现代的、封闭的、专注于家

务 ”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开放式的世系家

庭 ”;“取代 ”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情感性个人主义 ”

成长的结果 :家庭关系从父权制向一种平等的家庭

体系转变。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威开始削弱 ,个

人的自主权上升 ,最为重要的是对个人情感的日益

重视 ,这造成了现代家庭特征的凸现 :核心、封闭、情

绪化 ,这种个人主义和与孩子增长的情感联系导致

了两性活动的分离领域的发展 ,妻子们将自身置于

管理仆人、教育孩子和休闲活动中。这样 ,妇女变得

与男子更为平等 ,但也与男子更为分离 [ 33 ]。

20世纪 80年代 ,有学者质疑以上观点 ,他们认

为 ,从近代早期以来 ,英国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并没有

产生多大的变化 ,父亲对妻子、儿女的权威关系和地

位一直存在 ,父母和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夫妻间的爱

情关系一直被强调 ,它们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 [ 34 ]

[ 35 ] [ 36 ]。

女性主义者强调须同时运用“两分领域 ”和

“社会性别是形成阶级的原动力 ”的观点引起了学

术界的极大反响。其中 ,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家

庭命运 : 1780年到 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

女人们 》。在该著作中 ,莱昂诺尔 ·大卫多夫和凯

瑟琳 ·霍尔主张历史地社会地理解男女性别角色的

形成 [ 11 ] (30页 )。他们认为 , 18世纪后半期 ,由于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法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在英国

引发的保守意识的出现 ,加上英国福音派主张对男

女角色进行界定的思想的推动 ,中产阶级学者们由

此形成了对社会性别进行“两分 ”的主张 ,而且把它

作为中产阶级进行身份特征鉴别的核心标准。与此

同时 ,他们也强调 ,绝对的两分领域是不存在的 ,但

这种意识对维多利亚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中下层

女性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她们的就业有损

于“贤内助 ”、“女性气质 ”的形象 ,从而被定位为社

会地位低的人群。大卫多夫和霍尔的贡献在于通过

综合考察男性和女性的经验 ,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

的形成和社会性别联系起来 ,成功地把“社会性别 ”

带入了社会史主流研究领域的前沿。

卡斯瑞 ·谢维洛的进一步研究认为 ,公私领域

的每一领域的意义都依据对方的表现而形成。中上

层妇女封闭的、家庭的私人领域与女性狭窄和受限

制的特征相辅相成 ,整个 18世纪 ,在男女间、公私

间、家内外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通过这种相背体系

的运作而形成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 ,妇女被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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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适合男性公共领域而仅在其家庭的私人领域拥

有相对权威的形象。 [ 37 ] ( 10页 )理查德 ·利波特

认为 ,两分领域的意识影响了男女在时间上的支配 :

男性在公共领域支配时间 ,女性被动地支配其消闲

时间。在这样的父权社会 ,妇女的活动是被动的、受

限制的 ,是停滞时间的表现。她们受男性鼓励而完

成的音乐作品也是为了创造一种端庄妇女的形象。

在两性斗争中 ,男性不仅成功地把上层妇女肉欲化 ,

而且建立了家庭意识并使其制度化 [ 38 ] ( 29—31

页 )。

对妇女而言 ,社会要求其具有两重角色。正如

波 ·兰格弗德总结的 :对中上层的妇女而言 ,有教养

的社会使她们更有文化 ,有更多的机会显示其地位 ,

她们由此在家内外有机会与男人分享待遇 ;但社会

中下层劳动妇女挣钱养家的角色对家庭的生存至关

重要 [ 39 ] (109页 )。

皮特 ·拉斯莱特的研究显示 ,家务劳动的五分

之一是由寡妇们承担 ;未婚女子成群 ,导致“全女性

家庭 ”( all2female households)的出现 ,因此 ,对妇女

和财产的研究表明 ,一般的妇女不仅更易拥有财产 ,

而且把这些财产以不同方式分配给男人们。另外 ,

遗嘱和其对后人安置情况的研究表明 ,女儿和儿子

们的需求都被其父母们平衡地考察周全了 ,对年少

儿女的安置尤其着重考虑他 (她 )们个人的生存环

境 [ 40 ] (77—78页 )。

琳达 ·柯利的研究结论是 :在道德家认为妇女

应该留在家里的同时 ,她们活跃于家庭以外的事务

中 [ 41 ] ( 241页 )。克斯林 ·威尔森 ( Kethleen W il2
son)对 18世纪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

的研究发现 ,正是女演员们散播着帝国主义的意识 ,

这一领域是由男性定义或被男性的解释来定义的工

作 [ 42 ] (128—164页 )。

18世纪和 19世纪 ,英国男女社会角色和责任

是多元的 ,社会性别关系是流动和可变的 ,每一个体

在形成自我特点及其社会地位过程中的差异性受到

学者们的相当关注。他们否定以普遍性、统一性的

视角认识社会性别关系 ,这并非否定社会性别关系

对 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而是强调社

会的一系列规则和义务的性别差异性和社会区别

性。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其综合性的特点。例如 ,

取舍公共生活的参与与否是依据和受制于一定的行

为规范的。公共领域绝非仅属男性 ,也非易属于女

性 ,例如咖啡屋、俱乐部等公共场所是对男性开放

的 ,而社团、集会和图书馆则男女均可进入 ;文学作

品的创作和阅读也允许女性的加入 ,小说或导读性

作品均显现女性化特征。其次是强调社会性别的变

化性、多样性特征。引起社会性别及其关系变化和

多样性特征的诸如阶级、年龄、地域、职业、宗教以及

个性特质等因素都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产生作用 ,例

如不同地域的纺织业的劳动分工就显现出不同的特

征 [ 2 ] (25—26页 )。

社会性别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

析性范畴。研究者对资料的选择决定了他 (她 )对

社会性别的理解程度。例如讽刺文学或大众文学的

研究可使我们获得与社会性别相关信息 ;通过研究

某个人的经验 ,以统计分析或对自传记录的内容进

行分析 ,可能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资料中描述

的社会性别关系与实际生活中的差异。正如海德格

尔所言 :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自己

的历史透析清楚 ,那么需要把僵化了的传统松动一

下 ,需要把由传统形成的一切遮蔽打破。社会性别

史的研究应当为以存在的问题为线索 ,把古代存在

论传下来的内容解释为一些原始经验。那么 ,最初

的、以后又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借这些原

始经验获得的 [ 43 ] (28—29页 )。

综上所述 ,研究女性历史的学者们吸收了各家

所长 ,对传统的研究模式和观念提出了挑战 ,他们从

客观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寻求更为详细的解释 ,同围

绕着“经济因素使妇女边缘化 ”和“两分领域 ”这些

论点和概念的产生的争论一样 ,历史学家们希望在

更广泛利用资料的基础上 ,对 18—19世纪英国的妇

女生活、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以新的启示。

注释 :

①女性主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女权主义 ”,又称为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它是指妇女为了争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

各个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使自己从父权制文化和制度性的压迫和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运动和斗争。它既包

括政治运动本身 ,又包括运动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主张。二是指女性主义研究或理论。它是指致力于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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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结果及解决途径的理论解说 ,它是以妇女运动为社会来源的女性主义学术思潮 ,也可视为女性主义运动向文化界、学

术界的扩张。它构成了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 ,同时又提供了基于女性价值的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一种新方式。它指向造

成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制度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 ,成为反主流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一。因此 ,后

一种解释比前一种解释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和更丰富的内涵。本文中的女性主义主要是采用后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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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Theory and British W omen’s
Soc ia l Status from the 18 th to the 19 th Century

WANG Xiao2yan
( Personnel Offi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gender”theory of fem inism, western scholars break through and go be2
yond the old research patterns and have discussions over the diversity of B 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p rocess,

the difference of division of labor by gend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chotomy field of fam ily and m id2
dle clas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women’s social statu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 lexity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eriod of B 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running state of the gender

in society, which conduces to a comp 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men’s dynam ic function and so2
cial status in the period.

Key words: gender theory; B 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woma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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