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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主义者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众多思想流派的理论

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异化理论也被女性主

义者借鉴用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者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丰

富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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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异化”作为德文的一个意译词，意思是指“某

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

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

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1］。异化概念最早可

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黑格尔、费尔巴

哈等都对其做了创造性解读，马克思在前人的基

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异化理论，使之成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异化理论

的发展历程来看，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以下简称《手稿》) 之前的论文中，马克思谈及异

化时主要是借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念，异化

思想还不成熟。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理论

做了完整而系统的表述，异化成为马克思理论体

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手稿》之后的《神圣家

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论著中，马克

思虽然较少地使用了异化这个概念，其内涵与之

前的论述也有差异，但其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脉相

承的，在某些层面也是不断深化的。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阐发无疑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提供了理论滋养，女性

主义者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并发展了马克

思的异化理论，使之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有机组

成部分。

( 一) 以实践为基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

证关系中探讨异化产生的根源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产生的根源归结

为私有制，认为要消灭异化必须消灭私有制，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

思对异化产生的根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把劳

动形式、生产工具、科技等生产力都归结为造成人

异化的因素。“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

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

愚钝的物质力量。”［2］“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

合，机器工业中的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用于生

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

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

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3］ 受马克思理论的影

响，西方女性主义者从经济状况、科学技术、阶级

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等多种视角、多个层面来

探讨两性不平等根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代

表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工业化的出现在西方或

东方都远远没有解放妇女，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妇

女进入劳动市场提供了便利，但科学技术引起的



自动化也可能造成结构上的失业。“技术要与社

会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

关系的要素。”［4］米切尔把妇女受压迫的机制归结

为生产、性、生育、儿童社会化四个方面，强调只有

改变这四大结构，妇女的地位才有可能改变。米

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归结为

男权制，她从意识形态、社会学、阶级、经济、教育

等 8 个方面阐述了男权制是如何对女性进行支配

和统治的。盖尔·鲁宾在《妇女交易: 性“政治经

济学”笔记》［5］ 一文中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

析以及人类学等理论，揭示了女人在各个社会时

期总是被当作交易对象的现实: 女人总是在婚姻

里被赠送，在战争中被掳走，被作为贡品献出，被

买进，被卖出，赠送女人的男人则被联系起来。马

克思曾经说过: 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他只有在

某种关系中才变成奴隶。一台棉纺机就是一台纺

棉花的机器，它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资本。

受马克思这句话启发，鲁宾指出: “一个女人就是

女人，只有在某种特殊的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

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5］23。鲁

宾揭示了妇女在社会历史中总是成为被交易对象

的悲惨处境，并把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归结为性 /

社会性别制度。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些系统来处

理性与社会性别相关的问题，这些制度可能是性

平等主义的，也可能是具有压迫性的，而那些不平

等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层面必须得到调整。米利特

的男权制概念为女性主义指明了批判的靶子，性 /

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则更具有深刻性，社会中存

在的复杂的社会性别关系都可以从制度层面受到

审视。

( 二) 对劳动异化表现的分析为女性主义揭示

性别关系异化的表现提供了参照

《手稿》中，马克思设定了作为理想化的人的

劳动特征，认为劳动应该是作为主体的人为了满

足人的基本需要而进行的自由自觉的高级活动，

体现了人的尊严和创造力，这种活动把劳动者与

自然、劳动产品、劳动者的身心活动以及其他劳动

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因素在劳动过程中应该

是和谐统一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变

成了异化劳动，劳动诸要素之间变成了对立的关

系: 第一，从生产结果来看，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

产品相异化，马克思称之为物的异化; 第二，从生

产行为本身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异化、自我异化; 第三，从人的

类本质上看，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 第

四，以上三方面异化的结果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异化。

从表现方面看，马克思早期关注了与宗教、政

治、家庭关系以及劳动等相关的异化现象，这些理

论中涉及到性别关系的部分被女性主义者修正和

改造，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莉

森·贾格尔把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女性的生存现实

结合起来，总结了与妇女相关的异化的诸多表现。

1．性以及性别关系方面的异化，这是女性被

异化的最鲜明的表现。贾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妇女只是被简单的视为性行为的对象，她们

的欲望、兴趣、能力往往被忽视，而遭受性侵害、性

折磨是女性被异化的特殊形式。社会对她们的评

价也仅仅停留在生理方面贡献的能力或魅力，而

忽视了她们在公共领域里的贡献。“简言之，是男

性而非女性自己在控制着女性们在性行为中的表

现: 女人的性行为是随着男性们的喜好而发展的，

而非随着女性自身需求而改变。在这一方面，女

性在性行为中的境况与那些被迫同自己的劳动过

程和产品相分离的工人是非常相似的。”［6］455

2．女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异化。男人们仅仅

将女人视为性爱的对象和视觉愉悦的对象，这必

将造成女性之间为博得男人的性关注而相互竞

争。“女人在性问题上的相互竞争使得她们不能

够意识到彼此间拥有的潜在的共同利益，这就同

获得工资的工人不能觉察其与同事的共同利益一

样。”［6］457因而也就丧失了反思以及反抗的能力。

3．妇女与她们的生育以及母职的异化。妇女

不能控制自己作为母亲的处境，到底生育多少孩

子，是被迫成为母亲还是被勒令制止作为母亲都

不是自己能够决定和控制的，甚至在基督教和犹

太教中生育的痛苦被视为是对夏娃( 女性) 的惩

罚。随着科技的发展，生育的过程也不是自己能

决定的。在贾格尔看来，母职也变成一种异化的

体验，母亲在抚养孩子时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她

们无法决定如何养子女，她们几乎无法适应社会

给予母亲设定的母职标准，母亲们为了生育和培

养“完美子女”而彼此竞争，身心疲惫。

4．女性精神智力的异化。贾格尔认为，经历

了漫长历史形成的父权制思想存在于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已经内化到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控制女

性命运的一种力量。当思想和话语准则都由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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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女性很难参与政治生活。女性在精神智

力和知识能力方面的异化是女性所遭受的各种异

化中最具破坏性的。

5．女性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异化。贾格尔对女

性主义本身的异化也进行了反思，比如激进女性

主义所持的女性比男性更具备人的能力与特质的

观点，本身就受到许多女性主义的批判。而事实

上是“每个性别都在全面自由的发展其生产能力

方面受到了阻滞，每个性别都在发挥人类可能性

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失真情况，每个性别都与其人

性本身发生了异化”［6］469。

贾格尔强调，在 20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父权制

的结构内，妇女与所有事物、所有人，在社会各个

领域都处于全面的异化状态，女性在当代社会的

经历就是解释异化现象的完美范本。在贾格尔之

前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有

过深入的揭示，贾格尔的贡献在于综合了以往女

性主义者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

上重新阐释，提出了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来建构女

性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这必然会对理解当代社

会女性受压迫问题从而减少和最终消除现代社会

中性别不平等现象产生积极影响。

( 三) 马克思异化理论为女性主义者发展理想

的两性关系提供了目标

西方女性主义者一直在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

争，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所谓妇女

解放，就是让女人与男人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的关

系。作为具有生命又不同于男人的女人应该保持

各自的差异性，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性，“当

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

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

真正的意义，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

形式”［7］。

马克思曾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

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

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

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

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

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

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马克思以两

性之间的关系作类比来阐明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

一种什么样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般动物

之间兽性的关系，也不是一种人统治另一种人的

奴隶关系，而是自然的、自由的、平等的社会关系，

是对异化关系的否定，这种关系的建立也是人的

全面发展的基础。

波伏娃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强调男人和女

人要取得最大的胜利，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

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两者之间的手足关

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引用傅里叶的一段话

阐明了性别和谐与整个人类解放之间的关联:“某

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

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

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

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8］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

的根本目标，性别关系的异化无疑是和马克思关

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未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

和谐统一，当然也包括性别关系的和谐。

三、西方女性主义异化理论的特征

西方女性主义者在吸收或继承马克思异化理

论揭示妇女现实境遇、建构女性主义理论过程中

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 一) 强调女性异化现象的独特性、深刻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家庭以及公共关系中的性

别异化现象做出了深刻的揭露，认为那种通常被

资本主义学者称之为天然感情、父母之爱、浪漫温

馨的爱情等都成为空谈，由于资本的无孔不入，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

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9］。马

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物欲的膨胀、精

神支柱的丧失加大了这种交易的范围和程度，使

得越来越多的婚姻关系背离了婚姻的初衷，演变

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资产

阶级婚姻看作是一种卖淫形式，正如出卖劳动力

的劳动者一样，出卖性的妻子和严格意义上的娼

妓，都处于异化状态，她们的价值只表现为交换的

市场价值，人性的价值却泯灭了。以马克思的家

庭关系异化理论为基础，女性主义者揭示了资本

主义家庭关系中女性异化的严重性。女性主义者

认为，传统社会强调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差异

可能使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男人自由存在

于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但女人的活动余地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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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

剥夺处于异化状态。在家庭内部，女人的家务劳

动不被重视。更重要的是，女人在精神上的异化

状态无法缓解:“异化对妇女的生活和意识影响则

表现为更具压迫性的形式。男人通过与女人的关

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

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

关系。”［10］146

( 二) 对女性的身体以及与性有关的异化现象

的强调

异化有各种形式和表现，马克思主要从宏观

层面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对个体尤其

是与身体、性有关的方面谈论较少; 相反，女性主

义者把自我的异化尤其是身体的异化作为重要的

反思对象。在现实领域里，男性在性行为方面对

女性的控制导致女性同自己的身体产生了疏离。

在艺术领域里，女性身体的过度呈现无疑加剧了

女性客体化的进程。艺术领域里的女性形象大多

是对女性整体形象的分解，只是将她们活生生的

身体看作各部分的总和表现而已，严重忽视了女

性的精神状态。贾格尔引用艾伦·索布尔的观点

证明，艺术领域对女性身体的性迷恋或者对她们

身体各部分的具体化认识必然导致女性的身体与

其人格的决裂，也造成她们身体的不同部分的分

离。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在贾格尔的理论基础

上对试管受精以及人工代孕行为导致的女性异化

现象进行了探讨，她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贫

富差距的拉大，与生育有关的行为也会与生育结

果和过程进一步疏离，如代孕过程中呈现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异化关系。不管采

用什么样的代孕形式，即便随着法律的健全女人

可以签署代产协议，这似乎体现了的自由选择; 但

也未必全都是自愿的、平等的［10］178。

( 三) 在理论反思中推进异化理论不断发展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一书中

认为“阶级分析是美丽的，但是有局限的”，她强调

要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层面上的解释去揭

示性别压迫的根本问题。在家庭相关的性别关系

上，马克思废除家庭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女性主义

者质疑，艾尔希坛坚决反对废除家庭以及孩子抚

养的社会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是可以

不受丑陋的经济利润驱动的唯一圣地，如果孩子

属于大众却没有特定的人来自给予关爱，这样的

社会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10］165 － 166。马克思再生产

的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的重视，佳·查·斯皮瓦

克认为正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承担着马

克思论点中的伦理内涵，从妇女的身体等相关问

题来看，“妇女的子宫在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这

足以将妇女置于任何生产理论中的施动地位。马

克思关于外在化 /异化的辨证学说以及后人对其

偶像式的公式化毫无虑及这一基本性的人与产品

及劳动的关系，因而是不完整的……如果据妇女

的劳作及生育重新审视异化、劳动及创造财富的

历史，我们则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读到某种马克

思本人未曾料及的东西。”［11］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理想和女性解放的关系上，女性主义也认识到，推

翻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是必要的，但这对于女性的

解放未必就是充分条件，女性主义需要考虑很多

问题。女性主义者正是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

上重新审视阶级、家庭、身体、性等社会关系相关

的异化现象，揭示了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全面

异化的现实，获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四、结束语

女性主义者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有着建构宏

大理论的追求，其实践也必然会推动女性主义运

动的不断发展。马克思异化理论无疑为女性主义

解释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

论视角。女性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

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借鉴，无疑丰富了马克思异

化理论的思想，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然有

积极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性别关系中呈现的

异化现象会越来复杂，异化的范围和程度也有扩

大加深的趋势，异化的呈现方式也越来越隐蔽，这

都需要理论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具有顽强的生

命力，女性主义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要求也必然

会使二者在相互借鉴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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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Alienation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inist Theory

LI Dong-xiao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ingdingshan University，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feminists have absorbed numerous theoreti-
cal achievements including Marxism as their theoretical resource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stituents
of the Marxism theory，the alienation theory also has been used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feminist the-
ory． Feminists hav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he alienation theory of Marx’s in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enriched feminist theory．
Key words: Marx; alienation;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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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Perhaps Emerging?

———Question to the Claim that Justice Activeness has Emerged in China

LI Ke

( Law School，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Judged by the original judicial activism form in Euro-America，there is no emergence of ju-
dicial activeness in current Chinese court． From development degree of rule by law in the current Chi-
na，judicial activeness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ese courts，either． Instead，China’s court currently is
in dire need of the restraint judicial philosophy whose core is sticking to lawmaking texts，ideas and
principles．
Key words: judicial activism; judicial activity; judicial re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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