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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必要对其形成和内涵进行深入地研究。女权主义

是当代西方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它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之间有着诸多的联系 ,正是由于这一点 ,使得女权主义在发展过程

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刻影响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两个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

流派 ,有必要把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借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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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它包

含了丰富的妇女解放的道路、途径的科学、深邃而又有

价值的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少数

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西方女权主义

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所论述的

“妇女解放”的思想和内涵开始进一步地被人们所关

注、挖掘、研究。与此同时 ,由于西方女权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之间有着诸多联系 ,使得西方女权主

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借鉴 ,并

形成了带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然

而 ,西方学术界却很少提及西方女权主义在理论的发

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和借鉴 ,甚至

认为女权主义的发展应该完全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

论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进一步学

习和研究 ,更有必要对女权主义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的事实和内容进行分析和强调。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 ,

然而 ,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

面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 ,

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男女不平

等问题 ,阐述了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妇女解放的

途径和道路 ,关于人的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关系等等。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

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

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 ,加之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

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从而形成了寓于整个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之中、寓于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之中的———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著作中对妇女解放思

想的阐述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我

们可以大致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分为下

面四个阶段 :

第一 ,最早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

从社会历史生活中人的劳动异化的分析中 ,表达了妇

女解放的思想。马克思指出 ,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原

本是平等的 ,但是由于人类劳动的异化现象 ,两性关系

也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从属和支配的关系。马克思还

指出“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 ,这

48



表现出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1 ] (P119) 马

克思在《手稿》中尽管没有直接地提出妇女解放问题 ,

但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我们可以看出 :在阶级

社会 ,妇女要解放 ,首先应该解决的是阶级压迫问题。

第二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进

程出发 ,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和人类解放

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全人类有一半是妇

女 ,如果妇女得不到解放 ,就谈不上人类解放。因此 ,

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 ,就不能得到完

全自由。而对于妇女来说 ,妇女的彻底解放 ,只有在共

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获得。可以说 ,人类解放与无产

阶级解放、妇女解放的目标是一致的 ,妇女运动只有在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 ,在改造社会和争取人类解放的

斗争中逐步实现自身的解放目标。在阶级社会里 ,妇

女实质的地位就是生产工具 ,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

放思想 ,是要“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

位”。[2 ] (P290) 私有制是一切人压迫人产生的最终根源 ,要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 ,就必然要消灭私有制。

第三 ,在 1884 年发表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

源》中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

摘要》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最系统、最全面、最集中

地阐述。恩格斯指出专偶制婚姻“决不是个人性爱的

结果 ,”它“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

然条件为基础 ,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3 ] (P62) 恩格斯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阐述了家庭的起源 ,以

及妇女受压迫的起源 ,并着重指出私有制、阶级、国家

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

的 ,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4 ] (P10)

第四 ,19 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

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也在德国、俄国等

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关注和运用 ,并得到

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

女解放的条件等基本问题做出的科学的分析和概括。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从而构成了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

的角度探讨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其大致可归纳为三

个方面[5 ] (P4) :第一 ,私有制的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 ,

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发展 ,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 ,妇女被

压迫地位也就随之形成了。恩格斯分析“母权制的被

推翻 ,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

家中也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 ,变成丈

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3 ] (P54) 第

二 ,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确立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当

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 ,对偶婚也变成了一夫一妻制的

家庭 ,男女两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妇女被压

迫的地位形成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个体婚制

⋯⋯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 ,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

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3 ] (P63) 第三 ,家务劳动

性质的转变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

出现 ,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 ,而只限于从事家庭

的私人劳动。家务劳动不再像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

中 ,“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家务的料

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

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 ;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 ,被

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3 ] (P72) 正是由于妇女在社会公共

事务中作用的丧失 ,才使她们没有经济独立的地位 ,从

而丧失了社会地位。由上面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

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多种根源中私

有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还指明了妇女解

放的途径问题 :第一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

制。马克思主义们一致认为 ,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根

源是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造成的 ,妇女要解放就必须

要推翻私有制。恩格斯指出 ,“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

有”,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妇女的地位 ,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变

化。”[3 ] (P74) 第二 ,恩格斯明确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

去”。[3 ] (P72) 因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

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 ,那么妇女的解

放 ,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

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

产 ,而家务劳动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 ,才有可

能。”[3 ] (P162) 蔡特金十分同意恩格斯的这一论断 ,她指

出 :“妇女要走出家门 ,参加社会劳动 ,这是她们获得经

济独立 ,进而获得政治上平等权利的基本前提。”[4 ] (P35)

第三 ,恩格斯还提出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实现途

径———家务劳动社会化。恩格斯认为 ,妇女解放“只有

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 ,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

的妇女劳动 ,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并且它还力

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融化在公共事业中”。[3 ] (P162) 只有

当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

提高而逐渐消失 ,绝大部分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劳动的

组成部分 ,家务劳动和其他社会劳动只是分工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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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第四 ,马克思、恩格斯高

度重视妇女在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他们在关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不平等

时 ,对无产阶级的妇女状况予以同情 ,高度重视被压迫

的妇女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

并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在开展革命运动中必须注意吸收

广大劳动妇女参加。马克思还在 1868 年致路德维

希·库格曼的信中曾经指出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

也都知道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

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 ] (P571)

三、西方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之间的

联系

在 17、18 世纪的欧洲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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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唤醒了生活在性别歧视与压迫中

的少数知识女性对自身权力的追求和渴望 ,于是女权

主义运动逐渐地在欧洲和美国蓬勃兴起。

就女权主义本身的性质而言 ,它包括三个层面 :政

治、理论和实践层面。从政治上说 ,女权主义是一种社

会意识形态的革命 ,其根本目的就是力争消除这种不

平等 ,而且妇女为此采取的政治斗争 ;从理论上看 ,女

权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

观念、学说或方法论原则 ;从实践上讲 ,女权主义是一

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实际上是这三

个层面的集合体 ,无论人们从哪个层面来讨论、来指称

女权主义都有其合理性。根据这种理解 ,我们可以把

女权主义概括为以消除性别歧视 ,结束妇女的压迫为

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 ,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

域的革命。[7] (P3)

从女权主义发展的历程以及其自身性质而言 ,女

权主义与指导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取得解放的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之间有着诸多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

第一 ,它们都是立足于妇女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

事业。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以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

会上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为原则而展开的 ,因此 ,女

权主义是立足于追求妇女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社会理论

和运动实践。而指导少数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取得长足

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则是立足于全人类解放的

高度而展开的妇女政治理论和实践 ,它以资本主义为

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为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妇

女提供了获得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女权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相比较而言 ,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内容更广、覆盖面更宽 ,它不仅阐释了受压迫的

广大妇女如何才能获得解放的思想 ,而且也与饱受压

迫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统一了起来。

第二 ,它们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政治

性。女权主义理论是为了追求男女的平等而进行的思

想、政治、文化、实践上的斗争 ,主张妇女具有所有的公

民权利 ,这包括与男性一样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

社会中的平等 ,因此 ,女权主义无论在思想文化领域 ,

还是社会政治领域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政

治性 ,要求给妇女以同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 ,以及自由

选择自己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一点与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有着相似之处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本身

就具有色彩浓厚、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明确的

政治目标 ,要求广大受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用革命

夺取政权以实现其自由与发展。

第三 ,西方女权主义中的优秀理论成果对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是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它可以广泛地吸纳人

类解放实践和理论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取得了成功、妇女解放和

生存状况取得很大的发展 ,但是男女平等和自由发展

程度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于是 ,近年来 ,我国的学者

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研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 ,并对

它进行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第四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理

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方

面。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妇女在获得一系列的、看得见的权利后 ,发现社会现

实中仍存在着大量的妇女问题 ,而以往的妇女理论研

究又极为空泛、缺乏说服力 ,于是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基

础。与此同时 ,在一些已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妇

女解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也使得西方一些女权主

义者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 ,甚至一些

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

究方法来解析当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妇女问题 ,

于是出现了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女权主义流

派 ,即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两

大理论流派。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和借

鉴 ,是我们需要认真地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内容。

四、西方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

和借鉴

带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这两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

虽有差异 ,但这远不如它们的共同信念重要 ,它们都以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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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被广泛地吸收、纳入到他们的女

权主义理论当中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第一 ,吸纳了“妇女要解放就必须要参加社会劳

动”的观点。这两大理论的女权主义者们也主张妇女

介入劳动市场 ,参加一定的社会工作。回到公共领域

中去 ,妇女才有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

妇女就业成为妇女的重要权利 ,也成为她们争取解放

的一种象征。妇女就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妇女的地

位有所提高 :一方面 ,一定的社会职业使妇女有了一定

的经济收入 ,从而在经济上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丈夫 ,

进而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 ,妇女参

加社会工作也开阔了她们的眼界 ,使她们的见识不再

局限于家庭事务。[8 ] (P307)

第二 ,吸纳了“家务劳动必须社会化”的观点。马

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莉丝·沃格尔认为“减轻家务劳

动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家务劳动任务的社会化。例如 ,

可以将衣服的整理、食物的准备和储存等家务劳动转

移到为社会创造利润的部分 ,而且这些劳动能够为资

本主义企业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公共教育和健康保健

可以使家务劳动部分地成为国家的责任 ,同时通过强

制税收和普通纳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化劳动力再生

产的成本。”[8 ] (P309)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并不在于使

妇女不再从事家务劳动 ,而是使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

的重要性 ,从而得到社会对此工作的认可 ,并提高从事

家务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

第三 ,吸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

源”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海迪·

哈特曼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

长期处于不平等的低下地位进行了考察。她指出 ,尽

管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大批妇女已经进入了雇佣劳

动力的市场 ,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组织转移了家庭劳动

力 ,使妇女的从属性加强 ,因为它增强了男人在居支配

地位的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

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 ,在家里的从属性

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9 ] (P61)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在接受这个观点的同时 ,也接

受了激进的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

观点 ,她们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父权制共同构成

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原因。

第四 ,借鉴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来分

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这两大流派的女权主义者认

为 ,男性与女性都应该是平等的社会存在 ,要理解为什

么妇女在这些方面受压迫而男人却不受压迫 ,我们需

要分析妇女工作的地位与妇女自我形象之间联系。马

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南希·费尔斯通认为 ,女性

处于从属的、受压制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并不是因

为社会或者一个人本来就有的概念和意识 ,而是因为

女性长期从事受他人支配的、从属的工作 ,因而造成社

会和自我意识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引起的。

第五 ,借鉴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领域中所使用的

“异化”的概念。这两大女权主义者们在分析妇女的被

压迫状况时 ,借鉴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异化理论 ,提出了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新解释。社

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艾丽丝 ·贾格尔主张用马克思的

“异化”概念来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她认为 ,异化

发生在妇女所从事的家庭劳动、性爱、生育孩子等妇女

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目的在

于 ,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 :妇女在其中能够感觉到自己

是完整的人、是整体而不是破碎的存在 ;她们是人可以

自主快乐 ,即使不能“讨得”亲朋好友的欢心也无妨。

总之 ,这两大女权主义流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精神在男女平等领域中的继承和发扬 ,为妇女

解放拓宽了思路 ,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

和借鉴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与此同时 ,我们作为以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理

论的研究者 ,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充分地认识到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它对妇女解放道路和途径的

阐述、以及它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 ,这样 ,我们才能

够正确对待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不盲目地追随和信奉 ,

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并在实践

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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