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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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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女权主义思潮自诞生之日便具有多样性，当激进的政治态度被带进文学批评，西方女权主义批

评也呈现出多元的色彩。两百余年的实践与斗争，使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实现了从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转

变，此间尽管各种流派在理论建构、流变过程中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起源、性质以及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等

问题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其目标显示出致力于发展一个平等性别关系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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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一词泛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社会权利的主张与努力，张扬着争取男女社会权利

平等的精神。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出现在法国，后蔓延至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从 18 世纪 90 年 

代法国大革命时期玛丽·戈兹发表的女权宣言起，西方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的思潮已有两百

年的历史。两百年来，妇女从蒙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到自觉地思考自身第二性的处境；从顺从男

权制到寻求女性平等独立；由对单一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到对妇女完整个人生活的追求；从两

性对立到提倡两性融合，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女权主义（19 世纪下半叶 

至 20 世纪初），第二代女权主义，又称现代女权主义（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以及第三代女权主义，

又称后现代女权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时至今日，西方女权主义已由最初极其微弱的声音变

得振聋发聩，回响在世界各个角落。女权主义思想理论的诞生和成长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

文化原因，经历了不断的发展阶段。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追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

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及其特点。 

一、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的社会、文化特征 
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

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追溯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历史，可以上延到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

当时以薄伽丘、蒙田、彼特拉克、乔叟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婚姻家庭问题提出“男女平等”

的呼吁。可以说，最初的“男女平等”的思潮主要是由男性先行者们策动和领导的。而后，少数先

觉先醒的女性声音随之出现，英国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是其中一位。她早在 1729 年就发表了题为 

《女性权利》的著名女权主义宣言。 

19 世纪的 30 年代，西方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在废奴斗争中找到了它的政治根基，1848 年 7 月

19 - 20 日，第一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纽约州召开，《女权宣言》诞生。依照独立宣言的措词，《女权宣

言》通过了 12 项决议，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妇女有责任为自己谋取她们神圣的公民选

举权。到 19 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的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基本与

欧洲工业革命同步，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哈瑞特·泰勒·缪。她们最初的奋斗目标主要是妇女在经济

方面的解放，她们要求妇女在经济、受教育和立法方面与男性平等。这一阶段的西方女权主义主要

表现在一些实践活动中，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如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运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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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然而“男女平等”的思潮对以后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 

义女权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到 20 世纪初期，欧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男女平等”

的主张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响应。1920 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363）1928 年，英国妇女获得选举

权。［1］（367）至此，以追求妇女社会权利为目标的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终以西方社会对妇女选举权、财

产权等法案的通过而宣告胜利告终，其间经历了整整将近一个世纪的沥风沐雨。特别要指出的是，这

一阶段的西方女权主义声音都是和社会主流的“人权”、“民主”相呼应。与此同步，这一时期也出

现了十分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易卜生 1879 年创作的《玩偶之家》（后改名为《娜拉》）、托尔斯泰

1873 - 1877 年经过 12 次修改完成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这些作品均带有着浓厚的批判

现实主义色彩，强烈地表达了女主人公们努力追求自由、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渴望，以及为成为自身

的主人而向男权社会发出的奋力抗争。 

二、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观念的诉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女权主义

运动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其特征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全面清理和

批判，主张摒弃社会秩序，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更重要的是这一

阶段的女权精英们在投身、探询女性话语权的实践过程中，注重通过女性在习俗、历史、文化上的

社会性属的考察，积极探索女权主义理论的建设，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逐渐发展成

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女性《圣经》的书写者西蒙·德·波伏娃，她于 1949 年出版

的《第二性》，［2］（99）首次在理论的层面上让人们认清了女性沦为第二性的社会文化原因，被后来者称

为新女性主义理论指南；女性身份的上下求索者贝蒂·弗里丹于 1963 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1981

年出版的《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生命之泉》，［2］（105）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继承了波伏

娃的女权思想，而且实现了女权主义理论由社会变革向内心探索的转化；1970 年，女权主义的守望

者凯特·米勒特以探索者的目光完成了惊世骇俗之作——《性政治》一书，［2］（120）揭示了文化话语是

如何一步步对女性实施系统的剥削与压迫，从而点燃了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涨的火种，并为继之而来

的女性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女性亚文化的建构者伊莱恩·肖瓦尔特不仅挖掘出大量被父权

文化所淹没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大力倡导建构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2］（135）并通过《她

们自己的文学》，探讨了 19 世纪英国女作家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艰难寻找。《她们自己的文学》的出版，

成为女性亚文化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女性主义批评的里程碑，为女权主义理论思潮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阶段西方女权主义大致划分为三大派别，其基本主张有着明显的特点。20 世纪初到 20 世 

纪 60 年代，世界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各种矛盾重新排队，殖

民制度逐渐瓦解，西方女权主义也分道扬镳，各树大旗。这个时期的西方女权主义主要划分为以凯

特·米勒特，凯瑟林·麦金侬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朱丽叶·米切尔为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其中“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妇女在物质

上的地位。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

她们主要是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如美国的凯特·米勒特，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 

“父权制”。在她 1970 年发表的“性政治学”一书中，第一次引入“父权制”的概念。从性别差异入 

手，通过解构的方式，打破以往以男子为中心的创作、阅读和批评的规范，重新认识性别身份对再

现女性形象的重要性，消解了传统上男性作家在文学中再现女性形象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她们将女

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

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男人是胜

利者，女人是失败者；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女人是关系取向者，等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受

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判。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权主义，已不再仅仅局限和满足于为女性争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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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等权利，而是试图彻底铲除性别歧视的社会文化土壤，以及全面消解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体

制与社会观念。伴随欧美各种“后现代”思潮的风行，作为此阶段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西

方女权主义开始由思想与学术边缘进入主流话语区，衍生了诸多学科分支：如“女权主义哲学”、“女

权主义人类学”、“女权主义史学”、“女权主义社会学”、“女权主义文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女权

主义法学”、“女权主义伦理学”、“女权主义教育学”、“女权主义信息传播学”、“女权主义教育学”、“女

权主义生态学”，等等。在纵向上，构筑了由不同民族（主要发生在美国的“有色人种女权主义”或

称“黑人女权主义”）、不同阶级（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不同时代（后现代女权主义）等要素构成的 

“女权主义学说”，并从空间上迅速扩展、蔓延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女权主义作家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第一、二代女权主义理论思潮，对

当时欧美女权主义作家的写作理念及作品主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这一时期就曾涌现出许多卓有建

树的英国女性作家及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传世之作。其中包括：英国三姐妹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 

《简·爱》、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英国著名的 

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以及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等。她们的作品，无一

例外地传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 19 世

纪杰出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她的一生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活标本”。艾略特对维多利亚

时代的妇女观充满了质疑和鄙视，在其作品中，她表明了自己独特的妇女观，并通过其笔下女性的

命运对传统的妇女观提出了勇敢的挑战。特别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女权主义

发展史上曾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她不仅继承了早期的旧女权主义男女平权的核心思想，还通

过对男权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全面反思，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批判。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伍尔夫就已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倡导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呼吁摆脱男女二元对

立的局面，构筑一种全新的文明，最终使人类走向两性融合。作品中，她特别强调男女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坚持女性必须丰富和发展其特性，彻底摆脱男权制思想观念

的束缚，从而为当时女权主义新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想理论基础，使西方女权主义实现了由单纯强

调男女法律上平权的旧女权主义，向解构男性政治思想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或

译女性主义）的推进与转变。伍尔夫丰富而深刻的女权主义思想，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的先驱，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权主义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第三代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对现代女权的反动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权主义

流派，如果说第一代女权主义重实践，第二代女权主义重理论，则第三代“后现代女权主义”更重

视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在女权主义三大主要派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

激进女权主义）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

异”、“男性与女性”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社会主义和性自由的色彩更为浓厚。 

西方后现代女权表现出对现代女权的反动。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于 20 世纪的 60 年代到 80 年

代，她的产生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愈来愈多的女人开始跻身于政

府、企业、学校、传媒等各个领域的领导岗位，甚至当了老板，女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而

男人们惊呼：“母鸡打鸣了”；另一个因素是“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的影响，造成

了无数的家庭破裂以及问题儿童和爱滋病流行，这时，人们开始反思：社会值不值得为性解放付出

那么大的代价？于是，后现代的西方女权主义应运而生。 

西方后现代女权对现代女权的反动，在于彻底否定了第二代女权主义者将女人和男人对立起来

的说法，再不提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大力提倡男女的“阴阳合一”。如美国的朱迪斯·巴

特勒在《性别的烦恼》等书中说，性别是社会的而非天生的，身体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身体”，

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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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权精英们将女权主义引进哲学思考领域，比较积极的有“过程女权主义”和“生态女

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斯普瑞特奈克将以阴阳整合

与互动为特征的道教精神写在她的著作中，她毫不掩饰地说，她的生态女权主义，挑战的是那些在

灭绝生态的活动中压迫人（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是挑战西方文化中贬低自然和贬低女

性的作法；是挑战西方父权主义的分离分化对立人类和穷揭资源的豪强霸道行为。她认为，现代化

的主要表征是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分离主义、父权制度等，它们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对人类产

生巨大负面影响。她主张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智慧，基层民主，个人与社会的责任，非暴力，

尊重差异，可持续的发展和女权主义。她的一系列“绿色”著作，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 

“过程主义”是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另一分支，她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刻板的男性思维方式，

鼓励女性以其本能的“热情，温柔，回应，可变”作为想象和思考的动力。她们认为“只有当妇女

在一个对女性和男性同样尊重的社会中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时，人们才将实现所必须的各

种变革，才有正义、享受、秩序和创造。”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权

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此外，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的还有后现代

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其主要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到康德，从来都没有

把女性包括在内。后现代女权主义试图建立社区理论，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

现代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

念。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所有的大型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在政

治领域完全没有女人的位置。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

才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父权制政治思想。高度概括地说，后现代女权主义这一理论思潮的

要点是：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

体系。  

    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

的，所以这些分类都因为过于概括而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父权制”、“女人”这类概念

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后现代女权主义还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差异政治的模式——其

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

式，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 

二是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将理论

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那就是：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福柯、德里达等后

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思想家，后现代女权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为

我们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福柯的权力形成

学说是反理论的，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更不是为

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  

后现代女权主义还批判了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

派的观点，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 

由此可知，后现代女权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单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更要颠覆女权主义三大

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上述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

流派。     

总而言之，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权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通过对西方女权主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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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理论建构、逐步流变的追溯和探讨，其历史局限性不难发现，如它缺乏辩证统一的观念，作

为一种理论，它尤其表现出缺乏系统性的重要缺陷，不同的流派之间甚至相互矛盾。然而，它毕竟

对一些重要问题发出了声音，在诸如历史中女性声音的缺失，女性创造力遭受压制，女性话语权

力、话语主体和话语实践方面的问题，以及女性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等方面，开拓了人们的视

野，为社会、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角度。两百多年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使西方女权主义

理论建构起多元的理论流派，对“父权制”的挑战以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1］（363）不但对女性

主义的发展是极大的推动，而且为让整个社会认识女性、重新评价女性开启了新的视野，也为人权

的进步、妇女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女性主义研究对于建构和谐两性关系，和谐家庭，

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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