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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问题是马克思早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

思以异化劳动为中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

象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批判，并从人类生产方式的

角度揭示了异化的本质。事实上，异化是西方现代

性危机的一种深刻表现，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社会

中的异化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已经扩散至日常

生活的诸多领域，表现形式也趋于多样化，性别异

化便是其中一种主要表现。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试

图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代社会中的性别异

化进行分析，她们另辟蹊径地对当下社会妇女的生

存和发展状况进行批判性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有利

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思考女性问题，对于促进

性别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西方性别异化理论的来源及其发展

“异化”是“性别异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异

化”一词最初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19 世纪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把“异化”一词当作哲学概

念引进哲学领域。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异

化”就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

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人们通过劳动这

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了精神及物质财富，从而

在各个方面发展和完善自己并成长为真正的人，进

一步可以从事多方面的活动。但是劳动不仅有其积

极的一面还有其消极的一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异化”概念，又称

“劳动异化”。他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

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

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

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

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的语

境中，劳动就表现为异化劳动。在《手稿》中，马克思

超越了以往的异化观，集中阐释了劳动异化理论，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异化做

出了科学的规定，从异化劳动入手批判了资本主义

世界中经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敌对性与异己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私

有制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处在两个不同的、根本

对立的立场，劳动由此就产生了异化。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但财富却被资本家所占

有并用来支配工人。这种财富及财富的占有、工人

的劳动本身全都异化成为统治工人的、与工人敌对

的、异己的力量，就是劳动异化。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

析，从而为性别异化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类比分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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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一直以来也备受社会关注。西方女性主

义马克思主义者借鉴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性别异化理论。她们认为，当

代社会女性异化表现在两性关系领域、家务劳动领域、心理和精神智力领域等。而消除异化实现女性解放需要通过消除性别

角色、提高女性经济地位、扩大女性政治参与权等途径来实现。她们的探索为人们理解两性问题、实现性别和谐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理论借鉴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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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史中，大批的女性主义理

论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性别异化做出解

释和论证。一方面，她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由于只重视男性控制的公共领域的生产活

动，而忽视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两性关系。另一方面

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借用到

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度的批判中，两者具有一定的理

论共性。具体来说，在父权社会，由于男性控制了社

会资源，而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作为人的独立

和尊严，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依附于男人，并

且还要忍受自己可能因此而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

折磨。这一过程产生女性的异化，它主要表现为女

性自主权的丧失和成为性别的奴隶。因而，产生性

别异化的主要根源是社会中男女性别角色的固定

化，最终根源是父权制。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

非像很多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忽略了对女性的

探讨，只是由于时代与研究精力的限制，他们没有

从当代的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角度思考性别异化

问题。然而，她们对女性问题的有益探索，无疑为人

们研究女性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借鉴与指导。具体来

说，西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朱丽叶·米歇

尔、海蒂·哈特曼、艾莉森·杰格尔等，她们的理论各

成体系、各具风格，构成了西方性别异化理论的主

要组成部分。
朱丽叶·米歇尔认为，马克思的绝大部分理论

建立在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

础在一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不能忽视意识形态与

日常生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要性。因此，仅仅

从经济层面上解放妇女是不够的，更应该建立妇女

的自主性组织，并以此来与父权社会斗争。米歇尔

认为，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

位。在妇女的家庭生活中，有些属于经济层面，也有

的属于生物社会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对于如何打

破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虽然具

有革命价值，但是对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制，则应

当借助精神分析学理论才具有理论上的革命价值。
因此，米歇尔主要从经济与非经济两个层面对资本

主义与父权社会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然而，海蒂·哈特曼并不赞成米歇尔对女性问

题的意识形态式分析。她认为，女性在经济上依赖

男性、要负责生育和照顾家庭才是女性受压迫的表

现和根源所在。她赞同马克思从经济层面上对社会

的分析，主张从经济或物质层面分析性别异化的问

题。此外，在哈特曼看来，就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具

有压迫关系那样，丈夫或父亲对于其家庭中的女性

也存在压迫关系，男性控制女性的欲望甚至比资本

家控制工人的欲望更加强烈。由此，哈特曼认为，父

权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压迫制度在运作过

程中势必会产生冲突并相互妥协。总之，父权制度

与资本主义这两个系统都从物质经济的层面压迫

着女性。
除了上述理论家外，艾莉森·杰格尔更是直接

以异化为主题，对妇女受压迫的状态进行了深刻剖

析。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

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异化进行过精彩的论

述。总的说来，女权主义者试图借用马克思的异化

理论或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异化的成

因或状态进行分析，她们从女性受压迫的视角出

发，通过对其经济或精神层面的现实状况的分析，

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
除此之外，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学家更是提出了消除

女性异化的具体的解救方案，虽然其中有些观点经

不起推敲，但是它们毕竟表达了女性们内心深层的

呼唤，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更是为我们全面分析当

下社会的性别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性别异化视角下的女性社会地位分析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异化理

论的“重释”与“拓展”，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生活出

发，提出了西方社会性别异化理论。其中，女性形象

和地位的异化构成了他们关注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男女性关系及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女性

走向了异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一直以

来男女之间的性行为都是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

则是处于被欺凌、服从的地位。换句话说，男性是性

主体，而女性仅仅被视为性对象，男性往往不会顾

及女性是否愿意就强迫女性满足他们个人的自私

的需要，女性只能饱含厌恶、不满的情绪予以妥协。
在这种主导与服从的情况下，女性的性生活就产生

了异化，所以她们经常觉得不幸和痛苦。不难发现，

她们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回避，大

胆提出女性的性生活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次，在家务劳动中，女性走向异化。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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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在公共劳动领域劳动者

出卖自己的劳动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相应的工资，而

私人劳动主要是指在服务于家庭的妇女所从事的

家务劳动，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说，妇女

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被认为是无所谓的次要劳动，那

么这个劳动的主体即妇女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次

要的、附属的、需要男人养活的人。因而，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劳动

的分类严重忽视了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事实上，妇

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不仅是为某个男性服务，而且

是为整个社会服务，是生产力得到发展的主要条件。
可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异化理论运用到家

庭生活领域，她们普遍认为，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

动不是简单地服务于某个男子，而是服务于整个资

本主义社会。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不仅与资本主

义经济密切相关，并且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那

些主张家务劳动计酬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更是提

出，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剩

余价值。虽然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能生产剩余价

值，但是资本家通过支付给作为工人阶级的丈夫工

资而间接地占有了这种剩余价值，因此，妇女也成

为了工资的奴隶，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成了一种异化

的劳动。
第三，在西方社会，存在着女性心理与精神智

力的异化。在很多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

性受压迫根源于人的精神深处，只要妇女和男人的

心理不能脱离男权的支配，妇女的地位终将得不到

真正的改变。因而，不仅需要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要

推翻父权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充满人性的、男女

真正平等的社会。同时，她们指出，西方社会中妇女

的精神智力也同样遭受着异化，其具体表现通常

是，妇女没有自信，甚至不敢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

的观点或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值得表达等。因

为在男人主导着思想和话语权的情况下，妇女永远

不能随心所欲地展示自己的才华。
不仅如此，从其有意识那天起，男性化社会精

神就不断地被灌输到女性的精神体系中，并以此促

成她们的社会化。女性从而被迫接受男性意识形态

赋予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情感表达方式等。女性为

了获得男人的肯定和关注则要以男性的眼光来行

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以

契合男性的需要和标准。在女性的这种社会化的过

程中，她们并没有将自身看作是一个主体，而是一

个对象，一个仅仅为了迎合男性的标准和需要而失

去自我的客体。女性的这种社会化过程是痛苦的，

尽管这种痛苦早已被既定的社会观念所掩盖。女性

是自由的个体，不是被决定、被支配的物，而现实异

化状况却掩盖了真相、压抑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由

于女性的思想意识被男性文化影响，因而她们并没

有去寻求自我实现，相反却放弃了自己的现实目标

转而寻求男人的庇护。因此，现代社会中女性的自

我意识是被严重异化了的。

三、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及其异化消除

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全世界无

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

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资本主义必将

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也

指出要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让压迫不

复存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因此，妇女的

解放应是人类解放的应有之义。
然而，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解放全人类、实现

共产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妇女的全面解放。在她们

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方案不能完全涵盖妇

女的解放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女性主义马克思

主义者把男女平等、妇女本身的解放作为最终目

标，指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没有自主性、
独立性，是全面异化的，因而主张要彻底消灭女性

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扬弃异化，消灭压迫在妇女身

上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从而充分实现妇女全面自由

的解放。同时她们还指出，女性要获得解放还要通

过更多的、更为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
例如，她们认为，消解社会性别角色的束缚是

改善妇女待遇的基本途径。女性主义者指出，健康

的性别规范应该基于平等和尊重，鼓舞女性的自信

心和社会参与度。一个人的成就与社会对她的期望

成正比，而社会期望主要通过家庭、学校和媒体这

三种社会化的途径对个体产生影响，三者也是变革

传统的性别规范的主要途径。所以从幼年时代起，

就给孩子灌输一种观念，即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除

了生理上的区别之外，不论在学校里、家庭生活中

和将来在社会上就业都没有理由因性别不同而有

所区别。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生活有着掌控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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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才是自由的，才能对异化的

真正扬弃。因而，女性地位的提高要靠女性自我意

识的觉醒，女性掌控自己生活的前提是认识自己。
也即是说，她必须知道，生活中最主要的、最真实的

目标是什么。当她了解到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

候，社会应该释放足够的角色空间，鼓励她成为她

希望的样子。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地通过开拓或

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这种自主的开拓和设计本

身就包含了对束缚的摆脱和对角色的超越，当女性

认同并渴望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时，就真正消除了

性别的差异。
除此之外，改善女性地位要着力于提高女性的

经济地位。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也不乏一些政

策对女性利益进行保护，然而保护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真正能改变女性地位的是提高女性的经

济地位即“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通

过经济地位的提高，为女性赋权，从而达到均衡两

性权力的目的。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政

策引导促进家政服务业的发展，使女性从家务劳动

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女性提供平等的

就业环境，鼓励女性自主创业。除此之外，政府还应

该加强对女性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除了使其

掌握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逐步培养女性的自信心

和独立意识，使其可以自主地参与各项社会事务。
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均衡两性权

力最直接的手段是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在国际社

会，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表

在决策层只有达到 30%以上的比例，才有可能对公

共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自己

的明确、独特的利益诉求。因此，提高女性的参政比

例，一方面可以防止女性利益的边缘化，另一方面

可以及时地反映女性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制定

出符合女性需求的、可操作的法律和政策。
由此可见，西方女性主义者从宏观和微观的双

重视角出发，既从总体上对女性的解放提出了根本

性的期望和目标，又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对如何改

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由于时

代和研究精力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

专门的篇幅对女性问题进行探讨，但是，马克思的

异化理论仍然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

源。她们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深切关注到女

性所受的社会压迫，并提出了消除女性异化的具体

解救方案，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尽管她们有些方

案经不起深入推敲或者几乎难以实现，但是毕竟表

达了女性内心的呼唤，她们对女性问题的探索无疑

为人们研究理解两性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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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rude Oil Futures Market
CHEN Liu-qin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list its crude oil futures, and the time for its listing has been mature. To
improve the crude oil futures market, it requires tak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breaking up the monopoly on the oil
market and attracting more market participants; establishing more open and workable transaction mechanisms; setting up and
improving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system;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capital market and setting up a multilevel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etroleum and finance;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troleum
renminbi" system and the rise of renminbi, etc.

Key words: crude oil; futures; crude oil futures; futures market

The Build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Practice, Discourse and Stances
SUN Ying-shua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de many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hich have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for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From some points of view,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its specific connot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Chinese practice, discourse and stan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system and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spirit are the same as
those with Chinese practice, discourse and stance. It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arxism,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for
the people and serve for the social service" and let a thousand flowers bloom and le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t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build a well- 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and accelerate speed up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t also
requires us to contribute our wisdom and streng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Chinese spirit; Chinese practice; Chinese discourse; Chinese sta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Mechanism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opular ization of Marxism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LU Hai-xia

Abstrac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further proved the scientificity of Marxism and offer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Under the favorable context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Marxism continues to show strong
vitality. The growing public demand for theory and diverse means of publicity have made it an urgent need to build the
language construction that is fit for the publicity of Marxism theory. The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publicity team,
means of expression and language of publicity will promote faster and more extensive publicity of Marxism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language construction; realization

Study on Femal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Gender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 Alienation Theory
YAN Zhi-jie YAN Fang-jie

Abstract: Wome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ean time, many problems they face have always
attracted many social attentions. Inspired by the Marxism alienation theory, western feminist Marxists applied the theory in
their family and private lives and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gender alienation theory. They believe the female alienations in
modern society are reflected in the fields such as gender relation, household chore,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intelligence.
The elimination of female aliena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wome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eliminating gender roles, improving
women’s economic status and expand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ir explorations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for others to understand the gender issues and to achieve harmonious gend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Feminist issue; alienation; gender alienation

Interpretation to the Evaluative Theory of Leading Social Thought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DING Xiang-yan

Abstract: As a realistic form of the public evaluation activities, social thought is of spontaneity and blindness, and it
needs to be guided with correct and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he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It is the right and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form and meaning. It shares the characters of leading diverse social thoughts.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us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 word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ocial thought; evaluation theory

On the Measure of Regional Industr ial Clusters———An Empir ical Study on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in China
WANG Jia-ting

Abstract: With China’s biomedical industr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gree of regional clus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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