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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解构论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本体论、方法论和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与相似之处，因此，

解构论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解构论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瓦解传统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以及逻各斯中

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唯理主义基础，反思和批判传统女性主义的弊端、社会意识、思维习惯、抽象的主体性以

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等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工具。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方法论和反权威、

去中心化的理论指导原则以及通过差异来解拆结构、消解中心的解构程序构成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论策略的整

体框架。然而，解构论在解构、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逻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菲勒斯中心论的同时，却使女性主

义面临认识论断裂的危险，随时可能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根主义的窘境，最终沦为只在小圈子里流行的

学院派的精英话语，与现实或具体的存在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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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

响下，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范

式———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转向

源于学者们对传统女性主义研究的反思和批判

以及对科学的所谓客观性、普遍性以及价值中立

等信条的质疑［1］。不同于传统女性主义研究，后

现代女性主义不再聚焦于如何消灭男性与女性

之间的现实不平等，而是聚焦于反形而上学、反

二元论模式、反本质论、反理性、反权威、反中心

论、差异化、多元化、去边缘化等认识论方面［2］。

本文主要分析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

解构论，充分展示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论策略的

理论价值，彰显其对当代女性平等理论研究和女

性平等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与解构论的契合

解构论之所以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

基础，乃是因为二者在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存

在诸多共通与相似之处，即二者都致力于粉碎以

二元论为基础构建的不平等关系或不对称结构。

事实上，解构论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瓦解传统认识

论和价值论基础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

心主义的唯理主义基础，反思和批判传统女性主

义的弊端、社会意识、思维习惯、抽象的主体性以

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等提供了有益的

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工具［3］。

后现代女性主义表现出对整个西方传统思

想强烈的摧毁性倾向。这种理论取向与解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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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正好不谋而合。解构论主张事物具有多样

性、多元性和差别性，否认其间存在普遍性和同

源性，以摧毁现存逻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菲勒

斯中心论为理论旨归。解构论企图通过批判逻

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菲勒斯中心论，消解西方

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认识论模式，破解传统认识论

和价值论基础以及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唯

理主义基础，瓦解根据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

上学的认识论前提［4－5］，彻底摧毁逻辑中心论、人

类中心论、菲勒斯中心论传统，摒弃一切等级观

念和中心论范畴，否定和解构主客二分的传统二

元论思维模式和人本哲学体系，反对具有单一性

的本质论和具有同一性的知识构成观［6］，拒斥所

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元话语、元基础、宏大叙事

和整体 性 等 观 念，彻 底 瓦 解 同 质 化 的 认 识 主

体［2，7－8］。这就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走向确

定了基调。由于女性身份和经验存在差异性，因

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质疑女性经验和立场的同一

性、均质性及其存在方式，主张解构形而上学认

识论传统，放弃特权立场和客观真理，批判知识

创造和权力捍卫之间的关系，以便构建一种具有

真正解放意义的女性主义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

构建具有多元性、非本质性、矛盾性、流变性和复

杂性特征的主体身份［2，9－10］。

由于传统思维是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逻各

斯中心主义范式，呈现出鲜明的等级之分和秩序

之别，因此，解构论主张解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

的等级关系，消除中心，重构边缘，铲除二元对立

关系赖以存在的意识逻辑。正是基于这样的前

提，后现代女性主义才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代

社会仍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突显的是

男性意识、男性价值和男性标准，女性仍旧处于

被遮蔽的状态。可见，正是二元对立的意识逻辑

决定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因此，后现代女

性主义主张从根本上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解构男性 /女性等级对立赖以存在的逻各斯中心

主义基础和形而上学传统，破除“男性 = 理论知

识、客观性、理性”和“女性 = 个人知识、主观性、

感性”的历史主义迷思［11］。通过对男性 /女性这

一根本对立范畴的颠覆，后现代女性主义试图瓦

解父权制社会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坚决否定

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强调自然和人

性具有变化性、断裂性、矛盾性和对立性特征，强

烈反对所谓女性特征和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之

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性别的天然属性和固化性。

性别属性因种族、阶级、国家、民族、文化而异，因

而呈现出社会建构性。可以说，性别就是社会建

构的产物［10，12］。后现代女性主义坚信，只有坚持

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论，方能摆脱性别身份、社

会规范、行为模式和文化属性的束缚，以后现代

的方式解构文化和形象与符号和社会世界之间

的联系，揭示性别身份、性别取向和身体属性的

生成方式和过程［13］，进而消解性别并终结性别差

异［14］。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解构论策略

解构论通过差异来解拆结构，消解中心，即

否定结构和中心，承认非中心的存在，颠覆传统

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消解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体

系和认知框架，重新确立真理的标准，采取一种

更具科学性的逻辑立场，颠覆间隙的差异，消解

形而上学的认知模式，进而摧毁现行思想体系所

赖以构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逻辑结构，

废除主流意识形态，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

辑，寻求意义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摒弃

逻各斯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 ( 其实是男性中心

论) 的西方传统唯理主义哲学基础，消除二元对

立范畴，瓦解根据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上学

认识论前提，通过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解构来重建

知识结构［2］，颠覆形而上学传统和任何形式的先

验性知识建构。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认识论

框架，解构论试图废除传统哲学的固定中心和亘

古不变的意义系统，而代之以一种开放、多元、流

动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形态，力图使理论与现实的

契合达到最佳状态，超越形而上学的绝对性，揭

·81·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



示知识体系和知识建构过程中所必然存在的相

对性和流变性，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唯理主

义的理论根基，消除结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

形而上学思维逻辑，在认识论层面实现革命性跨

越，颠覆中心与边缘的绝对对立，重视边缘化群

体在知识构建过程中的历史作用［15］，突显社会语

境、话语结构和行为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倡导

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拒斥具有普遍性的真理话

语，因为认识主体的本质内涵不是一种完全的、

普遍的社会经验，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都依赖于

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科学知识本质上仅仅是某

个群体的财产［16］，知识构建与认识主体在科学和

种族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密切

相关［17］。人的认识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不可避

免地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以及自身

主观情感的制约。换言之，社会文化语境制约着

知识的获取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毫无疑问，任何

一个知识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2，18－19］。

甚至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其

内容取决于社会群体的认知活动，因此，知识具

有社会性，从事认识活动的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个

体。这就要求我们关注社会的构建方式，关注知

识政治，而不是本体政治，要求对关系和变化进

行重新认识，进而要求对社会物质关系等级秩序

进行重新调整。这一方法论转向要求我们承认

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动态性

相互关系的必要性，正视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差异

性、一致性和交叉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

交叉式的方法论。认识主体的社会地位是决定

其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明的关键因素［20］。

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主张解构包括男女在

内的一切二元对立，批判性别身份的本质主义概

念，关注女性主义政治诉求与妇女身份构建之间

的内在联系［21］。

根据解构论，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性的真

理，也不存在超验性的真理，所谓理性中心主义

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虚妄。解构论强调知识体系

和知识构建方式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反对传统

理性的绝对性和超验性，拒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

立性［22］，批判主体、理性、存在、形而上学等传统

范畴的超验性地位［23］，因为符号及其意义变动不

定，据此构建的知识体系同样存在不确定性。既

然知识体系缺乏固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意义，那

么，所有的知识体系就必然具有多向度和开放性

特征［24］，自然不存在结构主义所宣扬的结构中心

性和存在主义所宣称的在场的合法性，形而上学

传统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25］。在

此基础上即可废除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等级秩

序，破除用僵化、静止的理论所虚构的真理体系

和中心范畴［26］，代之以各个范畴间相互依存、具

有动态性和多元性特征的知识体系。因此，现实

中并不存在单纯的女性，也不存在单纯的妇女或

妇女性，更不存在所谓的中心和二元对立以及二

元对应，女权主义因而得以发现制约女性权力和

控制性别压迫程度的诸多因素，破除所谓具有普

遍性的女性同一性神话，还原现实社会中女性角

色的本来面目，揭示出所谓女性同一性结构的虚

假性和无根性［27］。因为作为社会建构的结果，性

别无疑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个体在特定的社会

文化历史环境中逐步形塑而成的结果，与其生理

属性并无本质性必然联系［12，28］。因此，性别属性

与普遍性和先验性特征无涉［29］。

解构论主张摆脱工具理性和逻各斯中心主

义，反对凝固化的等级秩序，正好与旨在颠覆男

性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

诉求相吻合。要解构西方哲学传统中歧视和贬

低女性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和性别本质

论［30］，就需要解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

系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

框架，消解寄生于传统的主体性范畴的深层文化

制约机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赖以存在的形而上

学基础，以多元化模式取代二元对立模式，摒弃

“男性=强者”“女性 =弱者”的先验性等式，瓦解

根据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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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 抽 象 的 所 谓 女 性 本 质 和 女 性 同 一 性 主

体［2，31］。由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是

所有社会不平等秩序二元对立的原型，因此，性

别二元对立关系就是一种“暴力”关系，女性要么

充当依赖男性而存在的“他者”，要么充当衬托男

性主体的背景客体，因而，女性成为被撕裂的客

体和个体。由于性别对立与等级秩序的观念早

已渗透进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中，因此，女

性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需要借助于解构论方

能洞察男女二元对立关系产生的根源及其运作

机制，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尊重差异

化的无中心思维方式，构建多重女性主体身份和

多元化女性主义认识论框架，重塑女性特质［32］，

注重性别之间以及性别内部的差异性［33－35］。

要解构西方传统哲学、性别、语言和权力之

间的内在联系，女性主义就需要还原女性的在场

状态，排除男性作为社会权力框架中唯一存在的

现行机制，摧毁现存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识论和

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为了实现后现代语境

中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构建，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

需要拒斥真理的绝对性，倡导意义的多元性和动

态性以及历史存在的连续性，而且需要将这些范

畴作为国家或地方权力对女性进行形塑的结果

加以审视，尝试从“语言”的向度寻求女性主体的

独特性，并通过建构一种具有异质性和主体性的

“语言”来颠覆父权秩序，借助于语言构建女性空

间，突显女性主体意识［31，36］，展示处于“他者”位

置上的女性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由于女性范

畴本身具有虚构性，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必须

否定现存的一切事物，拒斥中心、主体、本源、元

现实等所有范畴的绝对地位，摒弃现存的所有理

论和体系，在颠覆与矛盾中实现其目标，质疑并

消解占据统治地位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及其

象征秩序，超越虚无主义，重建女性主体意识、女

性主义认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摆脱女性的边缘

化角色定位和固定、僵化的女性形象与模式化的

女性特征［32］，打破女性地位、命运与生理属性之

间的本质主义联系，重建新型的妇女形象与妇女

传统，关注女性这一范畴内部的异质因素，反对

对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历史与语境的限定，强

调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等诸要素

之间的视域融合［37］以及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

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共建，超越“性别本质论”的藩

篱，重视性别的同一性与差异性［2，29，38］。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鉴解构论怀疑一切和否

定一切的方法论以及反权威、去中心化的理论指

导原则，消解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解构男性

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所谓的女性特

质，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和逻各斯

中心主义，消解隐匿于人的主体性和思维习惯背

后的深层文化桎梏，超越传统女性主义自身难以

克服的局限，从而建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重新

界定女性空间，破除女性是不完整的社会存在或

残缺畸形的男性这一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迷思，铲

除“女 性 = 第 二 性”的 菲 勒 斯 中 心 主 义 逻 辑 基

础［29，38］。

根据解构论，亘古不变的实在并不存在，同

样，本体独立存在的条件和依据也并不存在，因

此，需要否定本原和对象，抛弃实在本体论，拒斥

形而上学、权威和固化的意义论，摧毁人类知识

中隐藏的等级结构，在颠覆与矛盾中构建新型认

识论体系，解构逻辑认识的普遍性和终极性理

想，消解传统哲学中的中心概念。作为一个社会

化的认识过程，知识和知识体系无疑具有相对

性、动态性、复杂性、多元性特征［2，17－18］。因此，只

有解构才能避免绝对，也才能实现方法论上肯定

和否定、批判和建构的完美结合，进而消解本质

和中心，摆脱二元论的束缚，构建以多元论为特

征的方法论体系。无论是真理还是知识，都不具

有唯一性和绝对性。知识因社会、文化与历史的

不同而不同，呈现出历史性、政治性和制度化特

征［39－40］。因此，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哲学范式，后

现代女性主义秉持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和多元

互动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框架，跨越传统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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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摆脱理性对非理性的统治，突破理性主

义和哲学实证主义的藩篱［41］，批判传统主体性和

结构中心性，解构抽象总体性和封闭性［42］，否定

所有真理和全部意义以及所有价值的评判以及

评判的标准，追求非整体化思想。只有将真理作

为一种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的过渡状况来思

考，方可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预设之中，

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杜绝超验所指的生成。作

为符号的所指，意义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时间

和文化而异，但这种变化和差异没有稳定的中心

和结构［43］。

四、对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论策略的评价

解构论虽然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

强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却使其陷入了异

化、异 质 的 意 义 论 困 境，面 临 认 识 论 断 裂 的 危

险［44］。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如何能够在解构、

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逻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

菲勒斯中心论的同时避免陷入一个支离破碎的

世界是其无法避免的问题［45］。

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多元论、相对论( 包括

社会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和语境相对论) 和性别

流变性，解构统一主体，如此一来，女性不再是一

个统一体或同一体，女性身份变动不定，那么，女

性如何寻求自我认同? 女性的主体意识如何确

立? 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终极目标的女性的政治

解放和社会解放如何实现? 女性主义如何破除

“性别政治=民族政治”或“性别权势=民族权势”

这样的二元等式［46］? 女性主义认识论如何避免陷

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的认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

系［2］? 更为关键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如何证明

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存在的现实意义［47］?

实际上，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解构传统认识论

和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同时，也解构了女性主义自

身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基，削弱了其作

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以及认识论和方法

论所应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破坏了其作

为认识主体的女性身份以及作为认识论背景和

来源的女性经验所应具有的统一性，丧失了根据

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地位、阶级、民族、种族、信仰

的女性经验和立场构建知识体系并在不同的知

识体系之间进行沟通和转换的依据和力量［9］。

因此，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扩大无疑会使后现代女

性主义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窘境。如果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启蒙认识论的批判持保留态

度，则势必陷入在启蒙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间摇

摆不定的困境［9］。其实，一味地强调个体经验及

其特殊性不仅会使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运

动脱离现实经验，而且对改变边缘群体女性的无

权地位和弱势处境、推动社会变革丝毫不起作

用［48－49］。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支离破碎性特征和

多元性特征势必使其丧失分析的焦点，其批判的

目标势必变得模糊，其批判的锋芒势必会受到削

弱，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恐怕难以实现。如此一

来，后现代女性主义最终难免会陷入无根主义的

泥沼。后现代女性主义最终沦为只在小圈子里

流行的学院派的精英话语［6］，与现实或具体的存

在无涉。

五、结束语

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解构论为

后现代女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切实

有效的方法论指导，为女性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

如何进一步构建女性平等理论体系、指导女性平

等实践、推进女性主义运动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

显而易见的意义。然而，解构论在解构、颠覆逻

各斯中心主义、逻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菲勒斯

中心论的同时，却使女性主义面临认识论断裂的

危险，随时可能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根

主义的窘境。后现代女性主义究竟该如何重新

定位、如何发展是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研究者

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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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ost－modernist Feminism: Deconstructionism
YANG Yong－zhong1，ZHOU Qing2

( 1．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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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re are many common or similar between deconstructionism and post－modernist feminism
in terms of ontology，methodology，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deconstructionism has become the philosophi-
cal foundations of post－modernist feminism． Deconstructionism has provided effective theoretical guides and
methodologic instruments on how to disintegrate the foundations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as well
as the rationalistic foundations of logocentrism and human－centrism，and how to reflect upon and criticize the
disadvantages，social consciousness，thinking habits，and abstract subjectivity of traditional feminism and the
effects of phallocentrism on feminism． The methodology of doubting and negating everything，the guiding prin-
ciple of opposing the authority and decentralization，and the deconstructive procedure of dissembling the struc-
ture and dispelling the center by means of differences constitute the whole framework of the deconstructionist
strategy of post－modernist feminism． Although deconstructionism has deconstructed logocentrism，logic－cen-
trism，human－centrism and phallocentricism，it has caused feminism to be faced with the danger of epistemo-
logical rupture． As a consequence，feminism may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relativism，nihilism，and ground-
lessness at any time，and end up as an academic elite discourse，which is popular only in a small circle and
hence irrelevant to reality or specific existence．
Key words: post－modernist feminism; deconstructionism; metaphysics; logo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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