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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性别意识
———对生态女性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

张云飞　刘江华

　　[摘要 ] 　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与性别关系具有内在的关联。围绕着这个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向马克

思主义提出了挑战。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性别问题也有自己的论述。作为“财富之父”的劳动

和作为“财富之母”的自然的内在结合才能形成财富 ,这种结合是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

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都是客观的物质力量 ,其内在统一才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和解放 ;这样 ,包括女性在内

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能科学地对待自然。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 ,只有在消除私有制

的过程中 ,才能彻底消除其他形式的支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内在地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 ,而且

具有全面的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

[关键词 ] 　马克思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文明 ;性别 ;解放

[作者简介 ] 　张云飞 :哲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刘江

华 :江西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讲师 (江西 南昌 330006)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4BZX011)

　　自从生态女性主义出现以来 ,关于马克思主

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系就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研

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由此 ,引出了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理论是否存在着性别意识的问题。生态

文明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处理人 (社会)

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人、人和

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进步成

果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就是关于生

态文明 (人和自然的辩证图景) 的科学学说。因

此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性别意识就是指 ,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性别和自然或性别和生态

的关系问题的。

这里 ,我们借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提供的语境 ,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关于性别和自然或

性别和生态的关系的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劳动之父”和“自然之母”

的内在互动的实践建构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 ,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中 ,存在着一种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的某种历史

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 ,这是造成支配自

然和支配女性的重要根源。因此 ,生态女性主义

的重要使命就是 ,恢复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天然的

内在的联系。她们认为 ,女性承担着生育、哺育等

生命生产的活动 ,对生命孕育和成长有自己的亲

身感受 ,因此 ,女性比男性更接近于自然。按照这

种思路 ,她们将批判的矛头也对准了马克思主义。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有论者认为 :“人 (男人) 消灭

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自然的必要性 ,暴露了马克思对

作为有限的母性力量的自然的敌视。”[1 ] (P400) 事情

—66—



真是这样吗 ?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突

出了人类实践的能动作用 ,但是 ,更强调劳动和自

然的“联姻”才能形成物质财富。在马克思主义那

里 ,同样对自然作了女性化的比喻 ,同样用“男人”

(Man)来指认人类。如威廉 ·配第所说 ,“劳动是

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因而 ,“劳动并不是

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

泉”[2 ] ( P56 - 57) 。在人类劳动的过程中 ,自然界为劳

动提供物料 ,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只有把二

者辩证地结合起来 ,才能有现实的劳动 ,这样 ,才

能保证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具体来说 ,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同样是自然的

一部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 ,而全部人类社会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

个人存在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

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

的关系。一方面 ,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 ,人要维持

自己的生活 ,就必须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人

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 ,人赖以生活的自然界

的范围就越广阔。这样 ,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

从实践上看 ,无论是从肉体生活上看还是从精神

生活上看 ,都是这样。“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

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

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

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

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 ] ( P272) 另一方面 ,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 ,实践是人的自由而自

觉的活动。但是 ,人的劳动过程只不过是运用自

身的自然力作用于另外的自然力的过程而已。同

时 ,他在改变着外部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内在

的自然。显然 ,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同自己的生

产条件发生关系 ,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 :从主体上

说 ,人作为自身而存在着 ;从客体上说 ,人又存在

于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因此 ,不仅在自然进

化的意义上 ,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 ,自然界都

构成了人类的“母体”。而用“男人”来指认“人”,

只不过是西方文化的约定俗成而已。

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

量。劳动客体是一个由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

工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而原初自然、人化自然

和人工自然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原初自然

是自在的自然 ,是先于人、独立于人、规定着人的

自然。这种自然构成了人类最初的生活资料、劳

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成为维持劳动者本身的肉体

生存的手段。没有自然这个天然的贮藏库 ,劳动

既不可能发生 ,也不可能发展。在这个基础上 ,经

过劳动的作用 ,在原初自然的基础上产生了人化

自然和人工自然。人化自然是人自觉地调控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及其产物。人工自然

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所模拟、创造和

发明出来的自然界原本没有的物质形态。今天 ,

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了生产力

系统 ,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尽管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体现了人的能动

性和劳动的创造性 ,但是 ,它们与原初自然一样具

有物质性和客观性 ,也没有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

的支配。例如 ,人造化学元素就是典型的人工自

然 ,但是 ,它们也服从一般的化学运动规律。显

然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自然界 ,即使科

学技术和劳动生产力再进步 ,人类什么也不能创

造。因此 ,自然界是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在其中活

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劳动过程只是自然界的物质形式的变换过

程。在劳动的过程中 ,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

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里 ,“物质

变换”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学的科学概念 ,指的是生

物与自然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

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主义用这个

科学的术语指明了物质的有机发展同无机发展的

内在关联 ,指明了人的发展同自然进化的辩证统

一 ,表明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根本

特征在于为个人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服务 ,并且

包含有保持和改善人的自然生存条件的内容。一

方面 ,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只能像自然界本身那样

发挥作用 ,就是说 ,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

此 ,他在这种改变形式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

靠自然界的帮助。另一方面 ,如果人类在劳动的

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 ,进而在其他方面片面弘扬

自己的主体性 ,那么 ,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和

惩罚 ,最终会危及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我

们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异化或生态危机的实质。显

然 ,即使人的主体性再强大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

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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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4 ] ( P580) 。只

有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 ,人类才能通过劳动实现

物质变换 ,维持自身的生存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发展。这样 ,就需要人类去爱护和保护自然 ,在

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人道的理性的关系。

总之 ,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

就是人对自然 (男性对女性) 的支配关系 ,更没有

敌视作为人类“母亲”的自然 ,而是要求人类要人

道地合理地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关系。

二、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

内在互生的自由向往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 ,女性所从事的一切活

动和劳动 ,不仅在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方面有自

己的重大作用 ,而且直接参与了价值的形成 ,同时

更有益于自然和环境。于是 ,她们对马克思主义

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在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

义蓝图中 ,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具有多重的身

份 ,他们‘早晨是猎人 ,下午是渔夫 ,晚上是文学批

评家’。但是 ,奇怪的是 ,马克思没有讲到清洁和

熨烫方面的工作由谁来承担。”[ 5 ] 事实上 ,这是对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和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严重

误解和误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

产都是客观的物质力量 ,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发挥着动力作用。“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

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

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

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一定

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

制度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

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

约。”[ 6 ] ( P2) 按照两种生产理论 ,我们必须将生殖活

动和家务劳动等性别问题放在整个劳动分工和社

会发展中来看待。

作为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的家庭本身具有

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关系

形式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在

发生学的意义上 ,正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的

过程中 ,产生了物质生产、历史活动、生殖活动和

社会关系 ,最后产生了意识和精神生产。其中 ,家

庭不是在物质生产和历史活动之后产生的第三阶

段 ,而是与它们平行的第三种形式。在进行物质

生产和历史活动的同时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

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这就是繁殖 ,

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

是家庭。在社会运行的意义上 ,家庭的存在和发

展总是受社会的生产方式制约的。不仅在一定的

生产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形式 ,而且家

庭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而经历着变动。“这样 ,

生命的生产 ,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

的生产 ,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 ,

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

方面是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

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

是‘生产力’”[ 7 ] ( P80) 。显然 ,作为具有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的家庭 ,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 ,

因为它通过生命的再生产为生产力生产着生产

者 ,从而保证了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物质性力量的人自身的生产同样是历史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由物质

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

等构成的动力系统。而人自身的生产是个体生命

和人类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首先 ,这种生

产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问题 ,其本身就是一种经

济因素。在史前社会 ,作为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组

成的社会团体的氏族 ,也是一个经济单位。随着

动产的私有化 ,产生了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在萌

芽时 ,不仅包含着 servitus (奴隶制) ,而且也包含

着农奴制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

役有关的。”[8 ] ( P366) 其次 ,人自身的生产对物质生

产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它表现在 :人自身的生产

为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着生产者 ,人的需要和消

费成为推动物质生产的内在动力 ,人本身是物质

生产成果的享有者。最后 ,人自身生产的方式和

方法是影响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

一般来讲 ,适度的人口规模、高度的人口素质是实

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也

是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现

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盲目

的人自身的生产造成的。而可持续发展 ,就包含

着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人自身的生产并协调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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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发展的要求。总之 ,人自身的生产不仅是一

种客观的物质力量 ,而且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

挥着动力作用。

作为重要劳动形式的家务劳动融化在公共事

业中 ,这是妇女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包

括男女之间的分工在内的分工是随着人类文明的

发展而发展的。在古代共产制的家户 (家庭)经济

中 ,与男性获得食物的工作一样 ,委托女性料理的

家务同样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

这样 ,就确保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受尊敬

的地位。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家庭的发

展 ,料理家务成为一种私人服务。显然 ,只要妇女

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 ,只限于从事

家庭的私人劳动 ,那么 ,妇女的解放 ,男女平等 ,在

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因此 ,只有在妇女可

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其解放才有可

能。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 ,而且

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但是 ,当女性被卷入到大

工业的劳动大军中去的时候 ,却要同时承担工作

和家务两个方面的工作 ,从而增加了自己的负担。

因此 ,必须减少家务劳动所占用的女性的时间 ,把

私人的家务劳动融化到社会的公共事业中。一旦

女性重新回到社会的公共事业中 ,并且消除了个

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那么 ,才能增

加女性的自由时间 ,才能为她们的全面发展创造

条件。这样 ,只有在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的全面发

展的过程中 ,才能真正把自然当作人的身体来认

识和对待。“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

全面性 ,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

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 ,

把对自然界的认识 (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

力量而存在着) 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

识。”[ 9 ] ( P541) 当然 ,这里所说的“支配”表明的是认

识的能动性 ,是从观念到实践的转换 ;而精神一开

始就很倒霉 ,要受到物质的“纠缠”。总之 ,只有在

劳动成为自由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 ,自然和妇女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显然 ,马克思主义不仅高度肯定了女性的各

种劳动和活动的固有的重大价值 ,而且认为只有

在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

中 ,才能使人真正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母体”(躯

体)来对待。

三、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

内在互解的社会机制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 ,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

种“支配逻辑”,形成了文化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等

一系列的二元对立 ;并认为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

的价值 ,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是正当的。可见 ,消除

父权制是消除这些支配的前提条件。于是 ,她们

将马克思主义也作为口诛笔伐的靶子 :“如果女性

主义要避免重蹈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化论的覆

辙 ,那么 ,对一种更为复杂的支配者身份的认同就

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把某一种形式的

支配作为中心和目的 ,而将所有其他形式简化为

附属的形式。一旦‘基本的’形式被克服 ,其他形

式自然会‘消亡’。”[10 ] ( P5) 那么 ,在不消除阶级支配

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彻底消除其他支配吗 ?

其实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前已经

科学地揭示出了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内在关

联。在马克思看来 ,“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掠获

物和婢女来对待 ,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

无限的退化 ,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

的关系上 ,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

方式上 ,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

地表现出来。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

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

中 ,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 ,正像

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 ,就是他

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 ,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

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 11 ] ( P296) 。进而 ,在马克

思主义看来 ,不仅自然概念和女性概念都是社会

建构的产物 ,而且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也都是社

会建构的产物。

在专偶制家庭出现之前 ,人的各种关系是以

一种“原始和谐”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在史前社

会 ,由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不发达 ,形成了一种特

殊的社会结构 :人自身的生产成为社会发展进程

中的决定性力量 ,原始公有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

所有制。在这种社会结构中 ,与蒙昧时代、野蛮时

代和文明时代相并行 ,家庭的发展经历了血缘家

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等几

种形式。其中 ,专偶制家庭出现之前 ,存在着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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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一方面 ,关于自然的神话和自然崇拜等

原始的宗教成为史前时代的人类解释和说明自然

现象的工具。这既反映了人在自然必然性面前的

无奈 ,也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另一方

面 ,妇女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例

如 ,在神话中 ,“对奥林帕斯山的女神们的态度 ,则

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地位的回

忆”[12 ] ( P368) 。显然 ,由于不存在私有制 ,就决定了

生态和谐、性别和谐的存在及其一致。这里 ,对自

然的尊重和对女性的尊重是一致的。

私有制是一切支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终根

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产的私有化 ,专偶制

家庭的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这种

家庭形式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 (父权制) ,

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

女 ;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子女以后

要以亲生继承人的资格去继承其父亲的财产。这

样 ,当有的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那么 ,必

然会产生支配。而现代文明的一切逻辑都是围绕

着支配展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以支配为

前提的 ,而且将之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 ,受无限

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驱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

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 ,这样 ,就造

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的“生态异化”。另一方面 ,女

性在生产和家庭两个方面都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在工厂中 ,她们沦落为生产工具 ;在家庭中 ,由于

权衡利害的婚姻的存在使婚姻成为最粗鄙的卖

淫。这样 ,女性就成为双重异化的存在物 (既是生

产工具 ,也是生育工具) 。可见 ,“人同自身和自然

界的任何自我异化 ,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

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13 ] ( P276) ,

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

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4 ] ( P277) 。

显然 ,私有制不仅是产生父权制的“经济基础”,而

且是强化父权制的“上层建筑”。正是在此基础

上 ,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男性对女性的支

配。

消除私有制 (阶级支配)是消除一切形式的支

配的条件和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才能够

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

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这样 ,就为人的全面

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 ,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 ,必须彻底消除私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这里的“每个人”既包括男性也包括

女性。而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未

来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这

样 ,才能形成全面的合理的人的各种关系。一方

面 ,共产主义彻底消除了急功近利地对待自然的

生产方式 ,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

条件下来进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另一方

面 ,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

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 ,男女的

真正平等才能实现。“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

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

义 = 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

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

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

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

种解答。”[ 15 ] ( P297) 这里 ,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真正

解决也意味着女性和男性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显然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消除阶级支配 (消

除私有制) 并不能代替其他支配的自动消除 ,但

是 ,只有在消除阶级支配的阶级解放的整体进程

和总体框架中 ,消除自然支配的自然解放和消除

性别支配的妇女解放才是真正可能的。

总之 ,在消除阶级支配基础上的消除自然支

配和消除性别支配的结合和统一 ,不仅使马克思

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内在地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 ,

而且获得了生态女性主义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全面

的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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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Marxist Theory on Ecological Civil 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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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is an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ecological rel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nd t he gender relation of man and woman1 Eco2feminism challenges Marxism on the issue1 In fact ,

t here is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Marxist t heory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i1e1 , t he wealt h can only be

formed in combination of labors as a fat her of wealth with nature as a mother of wealt h , and t he com2
bination is being built up in p ractice1 In social p rogress , all of t he p roduction of human being and t hat

of material are objective material power1 Only in t he inherent unity of two kinds of p roduction ,

woman can enjoy f reedom and liberation1 Thus , a comprehensive develop person would t reat nat ure in

a scientific way , which is anot her body for human being1 All of domination of nature and t hat of gen2
der are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1 Only in t he process of elimination of p rivate ownership , other

forms of domination can be eliminated1 In a word , Marxist t 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inherently beyond eco2feminism , but also get a comprehensive , t horough and critical nat ure of revolu2
tion ,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eco2feminism1
Key words : Marxism ; eco2feminism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gender ; liberation

(责任编辑 　林 　间)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