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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转型
康　宇

　　[摘 　要 ]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后 ,形成了诸多传统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其主要由自由主义女权主

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等构成。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

会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人们开始对某些传统理论的重新认识 ,女权主义中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流派 ,如后现

代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与赛伯女权主义等。新兴的女权主义带来了当代西方女

权主义的理论创新。但在实质上 ,这种创新是对传统女权主义的理论继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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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权主义在西方是一种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

潮。它最早出现于 16世纪 ,其植根于人类解放自

身的运动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等极为广阔的领域和方面。随着西

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以及人们开始对某些传统理论的重新认识 ,女权主

义中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流派 ,如后现代女权

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女

性主义与赛伯女权主义等。这些新兴的女权主义

理论流派对传统女权主义流派理论的宏大叙事提

出了质疑 ,补充了传统女权主义理论缺少从微观角

度分析妇女解放问题的不足 ,以新的理论对传统女

权主义的规范性形态进行了破译。由此带来了当

代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转型。

一、西方传统女权主义理论评述

西方传统女权主义的生成源于西方女权主义

运动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起源于 17、18世纪

的欧洲。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以个

人主义、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与理性潮流的

崛起 ,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各国蓬勃兴起。以玛丽

·沃尔斯通 ·克拉夫特、约翰 ·斯图亚特 ·米勒等

为代表的女权运动活动家及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

工业剥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跻身公共空间的权

利 ,只向她们开放私人领域的现实 ,尖锐地提出了

女性参政权、受教育权及就业权等基本人权问题 ,

激起了普遍的社会反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女权主义的抗议运动达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第

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源于 20世纪 60、70年代

的美国 ,其规模涉及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贝蒂

·弗里丹等人的努力下 , 1966年全美妇女组织在

美国成立。这一组织迅速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组

织。1995年 ,在汹涌的女权运动的推动下 ,第 4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政府机构在各国纷纷成

立。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在很多方面大大拓展并

深化了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比如 ,在确认两性之

间关系不平等现实的前提下 ,关于性别歧视的起

源、性质 ,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与研究角度。对于女

性应该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求同于男性生活方

式 ,还是确认基于生理差异的独特性别气质 ,以谋

求解放之路等 ,都有着泾渭分明的看法。其许多理

论至今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刻影响。

在两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中 ,诞生了女权主义

传统的理论流派。包括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

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

权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等。各个流派从不同的角

度论述了妇女被压迫的根本决定因素 ,分析了妇女

受压迫的原因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出现于 16世纪的英国和法

国。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斯尔通 ·克拉夫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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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 ·斯图亚特 ·米勒和贝蒂 ·弗里丹等。自由主

义女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男女不平等

的现实及其原因 ,并从女性也是具有理性的人这一

假定出发 ,提出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这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积极的意义。其认为 ,男性

和女性都是具有理性的个体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

应当享有作为人的一切法律和政治权利 ,都可以自

由选择生活的角色 ;男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女

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 ;女性

生育和抚养儿童的任务阻碍了她们与男性的公平

竞争 ,所以女性应拥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 ,并使

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自由主义女权主

义还主张把平等权利诉诸于法律 ,废除性别歧视的

法律 ,制定反歧视法律 ,以法律力量规定不得有性

别歧视。

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试图以性别压迫来解释许

多社会压迫。他们认为 ,性别压迫是其他社会压迫

的核心和基础 ,“男人在肉体上征服女性是历史上

最基本的压迫形式 ,因此妇女解放需要进行生物学

革命 ”[ 1 ] ( P11)
。同时 ,性别压迫的主要根源在于父

权制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父权制在这里指的

是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男性压迫女性的政治体

系 ,也就是说 ,在工业、农业、军事、政府、社会、大

学、中学等社会的各处都充满了男性对女性的压

迫 ,甚至连女性最私密的性经验也逃不脱性别的压

迫 ,因为个人在本质上也是政治的 ,所以粉碎父权

制也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

是伴随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 ,对妇女的压迫并不

只是父权制 ,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女性

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实现

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 ,使女性在经济上获得独立。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对于

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直接移植到对于女性问题的

分析。其提出的妇女解放策略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身有着极大的促进意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中

期的欧洲和北美社会。在其看来 ,既不存在纯粹的

资本主义 ,也不存在纯粹的父权制 ,它们二者是相

互依存的。男性为了维护他们的家庭特权而利用

资本主义制度 ,以加强对女性各种权利的限制。资

本主义制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因而需要女性进

入劳动力市场 ,可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又需要女性在

家庭中担当起再生产劳动力的角色 ,这导致了女性

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从

属地位使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二者相得益彰。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强调 ,认识妇女压迫必须考察在

生育和生产中的性别分工 ,社会主义尽管实现了生

产资料公有制 ,但性别歧视还可能存在 ,因此除了

改变经济基础之外 ,还必须借助特有的文化活动来

发展女性主义意识。

现象学女权主义借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 ,

认为现象学可以与女权主义很好地结合。女权主

义的理论化应当来自女性的体验 ,描述女性意识是

女性主义的重要任务。现象学女权主义从现象学

那里借用生活经验解释女权主义意识 ,认为女性经

验与男性不同 ,她们是以自己的意向性原则把握这

个世界 ,同时也是以自己身体上独特的体验把握世

界 ,女性完全是可能根据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

形成女权主义意识的。应该说 , 20世纪 80年代前

的西方传统女权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

中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它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

期望和生活 ,也影响了男性对妇女生活的看法和对

待妇女的方式。可以说 ,没有其他的社会运动像女

权主义运动这样 ,如此迅速地革命化 ,并进而深入

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 2 ] ( P185) 。然而 ,随着时代

的发展其理论中的不足也日益显示出来。因为 ,他

们并没有完全从平等、解放运动的现代主义历史中

逃脱出来 ,而是走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夹缝中。

一方面 ,西方传统女权主义继承了作为现代主义遗

产的启蒙思想 ;另一方面 ,其又对启蒙思想的基本

假设中所包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进行了挑战而

与后现代主义结成同盟。因为“现代主义的批判并

没有降低形成女性主义政治雄心的新的基础的重

要性 ,女性主义在强调具体和差异的过程中遭遇了

基于身份的政治学价值观的限制 ”[ 3 ]。为克服这

一矛盾 ,西方传统女权主义需要寻求新的解决问题

思路 ,呼唤着新的理论诞生。

二、西方新兴女权主义思想解析

20世纪 80年代后 ,米歇尔 ·福柯的后结构主

义、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各种

新马克思主义等 ,帮助人们对客观的文明和文化、

主观的自身和主体进行了新的认识。同时 ,被统称

为“后现代主义 ”的当代西方思想解构了传统文

化 ,揭示出现存的思维习惯、习俗和道德等被人们

约定俗成而当成“常情 ”的东西其实并不具有“真

理性 ”意义 ,而是“人为 ”的。因而 ,许多女权主义

者开始广泛吸收当代各种新兴思潮观念 ,有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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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对女性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 ,尽心去解构社

会意识、思维习惯以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于是 ,女权主义逐渐和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法相互

渗透 ,催生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

受到西方主流哲学思想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

的影响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逐渐抛弃了建立宏伟

的社会理论的打算 ,更加关注差异 ,以及文化、历史

的特殊性。这具体表现为 ,贫穷的劳动妇女、有色

人种妇女和女同性恋者的声音终于赢得了广泛的

关注 ,她们的生活和问题日渐上升为女权主义理论

的重要研究对象。女权主义者指出 ,那些早期的理

论基于所有的女人全都依赖和被禁锢在“私人领

域 ”之内的假设 ,是从那些在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

初始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白种中产阶级异性恋妇

女自身的经验出发 ,对其他种类的妇女所作的错误

的推测。因此 ,随着女权运动阶级、性倾向、种族和

民族意识的改变 ,人们开始认识到 ,抽象并试图包

罗万象的话语只能阻碍而不能沟通“姐妹情谊 ”,

因为它忽略了女性中的差异 ,忽略了统治着不同的

妇女的各不相同的性别歧视形式。

随之 ,后现代女权主义应运而生 ,它为女权主

义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后现代女权

主义认为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理论

体系都过于概括 ,因此 ,尽管它们都标榜具有普遍

的和性别中立的性质 ,但却都是以男性为标准的 ,

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对女性的问题而言 ,那些

对性别、种族、阶级所作的宏观的分析都是无效的 ,

只有那些赋予女性以价值的多元的、微观的、边缘

的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把妇女最根

本的解放看成是思想的解放 ,反对把女性主义理论

变成僵化的教条。它还借用福柯关于权力、身体、

性、语言的论述 ,认为权力是由话语构成的 ,话语即

是权力。迄今为止 ,所有女权主义的文字都是在用

男性的语言对女性耳语 ,因此 ,要使女性摆脱男性

的统治就要发明女性的话语 ,以女性自己的声音来

讲话。后现代女权主义引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

化的思想 ,认为现代社会的标准化或正常化要求人

们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 ,由于男性长期以来一直处

于统治地位 ,因而标准化或正常化实际上是要求女

性习惯并服从男性的压迫。其结果是 ,妇女生活在

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 ,不仅要服从纪律 ,而且要

遵从规范 ,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一个女人

去做某事不仅是男人的命令和压迫的结果 ,而且也

是她自我管制、自动服从标准化或正常化的行为规

范的结果。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

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是不对的。西

方传统的女权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

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 ,后现代女权主义则向这

一划分提出了挑战 ,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

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它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 ,

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

义 ,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

其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 ,就应当受保护 ;

其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

倾向的区别 ,并认为这些区别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

关 ,并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新的解释 ,

认为强化生理区别只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

级。后现代女权主义也反对把男性与女性、理性与

感情、精神与自然、经验与知识以及把我们与其他、

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 ;拒斥支撑着现代政策的功利

主义以及被这种功利主义信条所驱动的追求无限

增长的政策 ,强调事物的多样性以及男性与女性

间、人与社会间、人与自然间的内在联系。主张在

争取妇女解放的过程中不再把男性都看作压迫女

性的敌人 ,而是关注男性与女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

注重男性与女性之间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其提出

以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取代

传统抽象的男女平等观 ,把男女关系从男性统治模

式转变为伙伴关系模式。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 20世纪 80年

代以前的女权主义者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加以批

判。传统女权主义者们认为 ,弗洛伊德的两个重要

理论 ,即男阳羡慕说和阉割情结说过于牵强附会 ,

它反映了一种固有的、显而易见的性别歧视偏见。

同时 ,弗洛伊德把女性看成是自恋的、被动的、自卑

的和残缺的 ,女性比男性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性 ,这

些观点也是应该批判的。女权主义者将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理论视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

分 ,认为必须予以废除。

但是 ,到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这种批

判遭到了新女权主义的挑战。这些新女权主义者

发现可以从弗洛伊德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剖析 ,

对男女的身份所作的探索 ,对婴儿如何成长为一个

社会人的过程的描述中 ,为女权主义者分析妇女所

受的压迫找到更为有力的工具。新女权主义者们

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了批判性的运用 ,根据女权运

动的需要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诠释为一个

全新的社会性别理论 ,并在关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

别的争论中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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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 ,弗洛伊德的理论并非是强调“生物性即命

运 ”。相反 ,这一理论表明了社会性的存在是如何

从纯粹的生物性的存在里呈现出来的。弗洛伊德

关于女性没有阳物是不完全的 ,因而遭受到男阳羡

慕的苦痛等观点 ,并不是谈论女性身体或生理上的

欠缺 ,而是论述由男性阳物所代表的父权制的象征

性秩序 ,它代表着儿童与母亲的分离和对性别特征

的接受。她们主张通过男女共同养育子女来改变

或结束恋母情结 ,同时不再把权威、自主看成男性

代表的价值 ,不再把爱和依恋看成女性的价值 ,而

把所有的价值都看成是人类的价值 ,只有这样 ,妇

女才能获得解放。女权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理论的融合开创了女权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女权主义来说 ,精神分析

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就是它的这一现在看来已经有

些过时的观点 :仅仅靠解剖学无法确定一个人的性

身份 ,同样 ,性差异也无法仅仅归结为文化因

素。”[ 4 ] ( P52)在这些新女权主义者们的努力下 ,一个新

的女权主义流派———“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形成了。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在西方女权主义阵营中

还出现了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与赛伯女

权主义等流派。生态女权主义产生于 20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 ,其认为女性和自然界在创造生命方面

有着内在的联系 ,女性孕育生命、哺育后代的性别

角色使她们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特殊的亲近关

系 ;男权统治者在压迫“自然化的女人 ”的同时 ,也

在压迫“女人化的自然界 ”。所以对女性的蔑视是

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根源 ,解救了女性 ,也就解救了

自然。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界是联

系在一起的 ,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 ,即能动

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

性。生态危机的实质是女性原则的毁灭 ,女性被边

缘化、被贬低、被取代 ,以至最终被否定。在世界经

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女性和自然界遭受了同样的

剥削和压迫 ,只有基于女性原则构建的可持续发展

的模式 ,才能解放女性和自然界。生态女权主义尊

重差异 ,倡导多样性 ,摒弃等级观念和统治观念 ;它

的结构是多元的 ,是不同的哲学倾向的多样化观点

的汇集和多种价值观的融合 ,它在道德观上和认识

论上的独到之处正是得益于这种包容性。后殖民

女性主义认为 ,很长的时间里 ,第三世界的女性都

是理论话语中的盲区和误区。西方传统女权主义

者主要关注的是白人女性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民

族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的男性 ,而第三世

界女性的身份和特征则无一例外地被忽略或被歪

曲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父权

制和殖民主义的话语使第三世界女性受到双重的

压迫 ;它坚持差异性的原则 ,批判了资本主义对当

今世界的同质化 ,包括西方女性主义表现出的这种

同质化倾向 ;它还把种族和性别两种视角结合起

来 ,提出了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特殊性问

题 ,并对建立一种适合第三世界女性问题的理论范

式和阐释策略作了积极的探讨。赛伯女性主义对

数字化的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都持积极的态度 ,并

认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的 ,还是精神

分析的方法论 ,其阶级、性别、种族的话语都在被技

术的进步改变着 ,甚至可以说技术正在彻底地建构

世界。但是女人由于缺少教育和技能训练却没有

学会并参与到对这些技术的控制之中。因此 ,女权

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解的是被称之为“赛伯 ”的

主体存在。“赛伯既是动物又是机器 ;既是虚构的

又是社会实存。它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藩篱 :人与

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它是‘父权制、

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 ’。”[ 5 ] ( P5)

三、西方新兴女权主义对传统女权主义

的理论继承与超越

实际上 ,西方新兴女权主义的出现代表了传统

女权主义向后女权主义的转向。女权主义从反对

男性中心主义到与后现代主义结成同盟 ,从女性研

究转向性别研究 ,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事件研究 ,

其理论发生了重要转型。西方新兴女权主义的理

论发展主要是受到 20世纪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

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等思潮的影

响 ,一方面开始质疑女权主义所运用的指涉社会、

文化和心理结构的词语“女性气质的 ”和“男性气

质的 ”以及表示生理方面性别身份的词语“女性

的 ”和“男性的 ”,另一方面是对父权制话语进行解

构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女权主义

的不足。如 20世纪 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固然顺

应了当时社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深化的趋势 ,对父

权社会给予了全面的深刻的批评 ,但它政治色彩过

于浓厚和实践行为太过激进之处也愈来愈为人所

指诟。而淡化两性间的对立情绪 ,借助新兴的后现

代理论以寻找新的女性话语生长点成为了当代新

兴女权主义的学术目标。

传统女权主义强调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处于从

属的和客体的地位 ,唤醒妇女作为人的自我主体意

识 ,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妇女解放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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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而新兴女权主义承认争取女性的主体地位对

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 ,但其认为要唤醒女性的主体

意识首先必须明确“女性 ”的概念。这实际上是继

承、修正和丰富了传统女权主义关于争取女性主体

性的理论。传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 ,平等是争

取与男人一样的权力 ,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

要进入男性的领域 ,用男性标准要求自己 ,把达到

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所以其试图以消除

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来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而激

进主义女权主义则主张通过强调性别差异 ,肯定女

性的价值和情感 ,弘扬建立在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

性文化来摆脱男性的统治和压迫。而新兴女权主

义赋予“差异 ”以特殊地位 ,将“差异 ”概念的范围

扩展到使之不但包括女性与男性之间所存在的一

切生理和心理的差别以及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别 ,

而且包括这些差别之外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之

间在阶层、阶级、国家、种族等方面的差别。其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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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了现代女权主义以白人

中产阶级妇女经验来代替了所有妇女的经验的普

同化倾向。传统女权主义将权力理解为 ,是一种支

配力和控制力 ,权力是被个人、集团或阶级占有的 ,

是以统治、控制和支配的方式加以实施的 ,它产生

压抑、压迫、剥削和等级关系。而新兴女权主义从

文化层面或意识形态方面对权力进行了新的诠释。

这种新见解、新看法实际上是对传统女权主义关于

权力问题的发展和超越。西方新兴女权主义对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关注与吸纳 ,为传统女权主义

提供了性别分析新的理论支持 ,扩展了其理论层

次 ,发展出社会性别是心理构造的 ,而非生理先决

的新的理论观点。

新兴女权主义与传统女权主义一样 ,都是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女权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 ,都是基

于女性对男权的认识来阐述改造社会的可能性的。

它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

从属的、被压迫的、受欺侮的地位和妇女屡遭虐待

和残害的社会现实问题。它们所寻求妇女解放的

途径虽然不同 ,但它们是殊途同归的。至于其在某

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主要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条

件下 ,所处的社会状况不同 ,以及在争取妇女解放

的过程中 ,所吸纳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同而致。实

质上 ,西方新兴女权主义与传统女权主义是一脉相

承的 ,它们之间是一种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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