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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尝试对“妇女问题”进行定义和分析，并将该问题置于被资本主义劳
动分工创造的全体“女性角色”中进行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家庭主妇作为女性
角色的中心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每一位妇女都是家庭主妇，甚至那些在家庭之外工
作的妇女亦是如此。换言之，家务劳动不仅按照劳动时间和劳动性质来衡量，还以
其生成的生活和关系性质来衡量，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家务劳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
妇女的地位，与身在何方、属于哪一阶级无关。在本文中我们虽然关注的是工人阶
级妇女的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的妇女才受剥削。相反，本文旨在证
实工人阶级家庭妇女扮演的角色对于其他所有妇女的处境具有决定性，而前者对于
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切将妇女看做是一种社会“种性”（ca
ste）a 的分析都必须从对工人阶级家庭妇女处境的分析出发。

a

编译注：“种性”（caste）平常指的是印度教有关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借
用这个词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最早这样用的大概是美国的Roxanne Dunbar于1969年写的
《女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一文中。她把“种性”定义为“一个基于可辨认的物理特征而形
成的社会类别”——与“阶级”、“阶层”等其他等级范畴所不同，“这些特征一出生便被赋予，靠
自身的力量无法逃离”。见 <https://www.waste.org/~roadrunner/RDO/_single_RDO_Female_Lib
eration_as_Basis_for_Social_Revolution.pdf>

为了以家庭主妇为中心进行讨论，首先需要进行简要地分析，包括资本主义是
如何通过摧毁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以形成现代家庭的，以及家庭主妇在现
代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资本主义对家庭和共同体的摧毁过程尚未结束。尽管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就西方
世界尤其是意大利展开讨论，但我们希望澄清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
控制着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对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的摧毁必然发生或已经
开始。我们也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拥有先进技术西方国家的家庭形
式，是家庭在资本主义下所能呈现的最终形式。但若要对各种新趋势进行分析，就
必须先对资本主义如何形成了今天的家庭形式，以及妇女今天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并将其看作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刻进行分析。我们还打算通过对在家庭之外工作
妇女的处境进行分析，完善对女性角色的探讨，但是鉴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能
择文再议。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展示两种独立体验之间的联系，即作为家庭主妇的
体验和作为工作妇女的体验。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日常斗争，直接与工厂
组织和家庭组织进行对抗。自那以后，妇女在家庭内外的“不可靠性”迅速增加，
并直接与工厂通过时间和空间展开的管制进行对抗，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组织的
“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b 进行对抗。青年男女工人更易旷工，更不遵守
时间安排，工作流动性更高。但是，在青年时期的关键时候，男性往往是新家庭的
唯一经济支柱，整体上女性则不用受此束缚，但却必须一直考虑家务劳动，因此女
性注定更不遵守工作纪律，破坏生产流程，提高资本成本。（这也是实行歧视性工
资的一个借口，歧视性工资一般数倍于资本损失的补偿数额）。无法遵守工作纪律
也是家庭主妇们在将孩子留给工作丈夫照看时的说法。1这一趋势正是也将越来越
成为工厂和社会工厂体系中危机的决定性形式之一。

b

编译注：“社会工厂”是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马克思主义者马里奥·托伦蒂（Mar
io Tronti）等人提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用法，但其几本意思是，随着资本主
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把整个社会按照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来重组，把整个社会就像个
工厂一样去管理。见托伦蒂的《工厂与社会》（La fabbrica e la società, 1962年），还有The
"Social Factory" In Postwar Italian Radical Thought From Operaismo To Autonomia，David
P. Palazzo著，2014年，（http://academicworks.cun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61
&context=gc_e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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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几年妇女运动频发,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运动拥有不同的指
向和范围，其中有些人认为社会的根本冲突是男女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则认为妇女
的处境是阶级剥削的具体表现。乍一来看，前者的立场和态度较为复杂，对于那些
之前参与过激进政治斗争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以性
剥削作为基本社会矛盾的妇女，是显示我们自身挫败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
妇女运动内外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都有过这种挫败感。有些人是这样定义她们的女同
性恋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别涉及美国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同女人在一
起，所以我们承认不再忍受同男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将妇女放
在从属地位的权力关系。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被转移了，我们的力量被分散了，我
们的目标被限定了。意识到这些，我们与妇女的联合便会开始。”基于这种对异性
关系的拒绝发展出的一场女同性恋运动，认为有可能构建一种没有性权力斗争、没
有生物社会单元的关系，同时认为我们需要接受更多的社会可能性和性可能性。现
在，为了理解妇女以越来越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我们必须明确是资本主义
家庭的本质导致了这种大规模危机的出现。但是对妇女的压迫毕竟在资本主义出现
前便已存在。资本主义加剧了对妇女作为女性的剥削，却也带来了最终解放的可能
性。
资本主义家庭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出现前的父权社会中，家和家庭对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来说至
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社会化生产逐渐以工厂为组织中心。那些在工厂这
一新生产中心里工作的人们可以得到工资。进不了工厂工作则领不到工资。由于家
庭得依赖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劳动，所以他们失去了家庭所赋予的相关权力,

而这却被认为是社会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必要的。资本摧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
共同体和生产，一方面这将基本社会生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里，另一方面则从本
质上让男人脱离了家庭，将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男人必须肩负起为女人、孩子、
老人和病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简言之是肩负起为所有没有工资的人提供经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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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责任。从那时起，那些无法生育、无法为工资赚取者提供服务的人开始被从家
里驱逐出来。首先男人离开了家，然后是孩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家庭不仅失
去了生产功能，也不再是教育中心。2
男人基于严格的劳动分工担任着父权家庭专制领袖的角色，以致于妇女、儿童
和男人的体验从获得时起便具有了矛盾性。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农奴共同
体里每一位成员的工作看起来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封建领主的财富，要
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这种程度上，整个农奴共同体都被迫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展
开合作，其中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受限程度是一样的，这正是资本主义需要打破的。
3

就此意义而言，不自由的个人和不自由的民主4同样面临危机。在从农奴制到自由

劳动力的发展过程中，男性无产阶级同女性无产阶级分离开来，两者再同他们的孩
子分离开来。不自由的男性家长转变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性和世代的体验
变得矛盾重重，导致了更深刻的异化和更具颠覆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儿童同成人之间的分离对于理解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分离来
说至关重要，对于完全理解就妇女运动而言斗争组织只能以克服分离为目标来说至
关重要，分离是以雇佣劳动的“自由性”为基础的，就算妇女运动采取了暴力的形
式、拒绝与男性建立任何关系,也只能是努力克服这种分离。
教育中的阶级斗争
通过对近几年新出现的学校进行分析，特别是那些伴随学生运动诞生而出现的
学校，我们认为学校就是意识形态规训、塑造劳动力和老板的中心。那些可能再也
无法出现，或至少再也无法达到如此深刻程度的，正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之前存在的；
这便是孩子第一天上托儿所时经常遇到的，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丢在托儿所、父母抽
身离去时，一股绝望之情油然而生。但就在这一刻，学校的故事便开始了。5
以此来看，小学生并不只会跟着高年级的孩子鹦鹉学舌，要求“免午餐费、免
学费、免课本费”，他们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同高年级的学生联合起来。6小学生们，
工人的子弟们，往往已经意识到了学校正以某种方式令其同自己的父母和同侪进行
4

对抗，因此他们便本能地开始抗拒学习，抗拒“接受教育”。被关在英国“智障学
校”（educationally subnormal schools）里的黑人儿童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抗拒。
7

跟黑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一样，欧洲工人阶级的孩子认为老师就是教给他们对抗父

母方法的人，这种对抗不是为了孩子自己，而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是第
一个受剥削阶级的子女在统治阶级组织和控制的机构中接受规训和教育的生产体系。
8

那些上了大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很少上不了大学的）洗脑洗地如此成功，以
至于他们无法再同自己的社群进行对话，这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始于托儿所的异化灌
输是以家庭分裂为基础的。
然后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了第一批出于本能反抗学校和学校教育的人。但是他们
的父母之所以将其送往学校，并用学校限制他们，是因为父母们认为孩子应该“接
受教育”，应该接受训练远离限制自己的流水线或厨房。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
展现出了某种天资，全家的关注将立刻聚焦，为其提供最好的条件，即使牺牲他人
也在所不惜，全家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带领他们跳出工人阶级，并为此孤注一掷。这
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资本流动的方式，资本利用父母的强烈愿望，规训新劳动力。
在意大利，父母越来越没法将孩子送去上学。孩子对学校的抗拒甚至在还未组
织起来时便愈演愈烈。
儿童们的抗拒随着学校教育的增加而增强，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拒

绝接受资本对其年龄的定义。儿童看到什么便想要什么；他们尚未理解一个人只有
付钱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了有钱付款，必须要有工资，因此也必须是成人。怪
不得很难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拥有电视告诉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但是新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难向他们解释，变为成年人
是一个专治的时间点。相反，年轻一代正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年龄：在六十年代的美
国南部，年仅6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对抗警犬了。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和北爱
尔兰见到了同样的景象，儿童像成人一样积极地进行反抗。如今儿童（和妇女）已
5

经被认为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怪乎出现了更多儿童（和妇女）参与革命
斗争的例子。新的情况是，尽管儿童被排除于直接生产之外，也正因如此，他们的
参与有了“自主性”（autonomy）c。在工厂中，青少年们拒绝接受年长工人的领
导，在城市里，他们成了反抗先锋。在大城市里，好几代核心家庭都产生了青年和
学生运动，开始撼动既有权力的框架：在第三世界，先是失业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
然后才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6月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次校长会议，有位
校长因为打学生而受到了警告：“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因素”潜伏在各个角落，似
乎计划着侵蚀所有权威的力量。”这“是一个阴谋，企图摧毁我们赖以构建文明的
价值观，我们的学校就是这些价值观的坚固堡垒。”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我们想就反抗的态度提出几点看法，这种态度正在儿童和青少年间传播，特别
是在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孩子间传播，我们认为这同妇女运动的爆发以及妇女运动本
身必须考虑的事项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反抗来自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被
生产系统分离开来,在行动中表达了自己的需要——摧毁在“社会存在”d 领域里
阻碍他们各种力量,只不过这次这些人是作为个体团结起来的。
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一方通过排除对剥削展开反抗表明另一方也在反抗。

c

编译注：在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运、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au
tonomy，又可译为“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
表它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翼组织，而独立去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有一部分“自主
主义者”同时又强调，虽然这些群体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同群体之间还会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
因为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忽略其他群体（比如
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所以这些自主主义者就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
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自我直接行动。
d
编译注：“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包括个体、
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生产方式、各种财产等。”（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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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本雇佣男性并将其变成雇佣劳动者,才导致男性和其他所有无工资的无
产阶级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因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无法成为社会反
抗的主体。
自马克思以来，大家都明白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和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础便是雇佣劳动者和对其的直接剥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尚不清楚或尚未
接受的是，资本通过工资对无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正因为无酬劳动隐藏了剥削关
系，这种剥削实施起来甚至更畅行无阻。换言之，工资控制的劳动者数量要比工厂
谈判中出现的更多。至于妇女,她们的劳动似乎成了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表面上
妇女只用忍受男性沙文主义，忍受他们的颐指气使，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普遍存在
着“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坏行为”；注意到这点的少数人（男人）却想说服我们
这是“压迫”，不是剥削。但是“压迫”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普遍的一面。资
本将儿童排除在家之外，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妨碍到了其他人更
“有生产力”的劳动，或是为了对孩子进行教育。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迫使每
个体格健全的人按照劳动分工发挥其作用，这即便不能立即也终将有益于资本支配
的扩张和延伸。这才是学校的根本意义。至于儿童，他们的劳动似乎就变成了为了

自己的利益而学习。
无产阶级的孩子被迫在学校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这是资本主义与学习的无限
可能性进行的对抗。另一方面，在家中，妇女受到孤立，被迫进行无需技能的劳动，
为生孩子、养儿育女,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其提供服务。她在社会生产周期内依
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因为只有她们的劳动成果，即劳动者，才是可见的。结果妇
女囿于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中，无工资可领。
当我们说到“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妇女拿着扫帚扫
地。就算是设备齐全的美国厨房，也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最多只能反映19世
纪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按时计薪，在一定限度内，是没人关心你做家务的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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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和其他工作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源于
家务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除非阶级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对抗,否则
一般而言,劳动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技术创新和进行合作的时刻，同时也是工人
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是资本主义进行回应的时刻。但是就算这点适用于商品生产，
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这里也说不通。就算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必要劳动的限
度、工人阶级的工厂斗争可以利用创新获得空闲时间，这点也不适用于家务；她得

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育、负责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并不会省出
时间。她得一直在岗，因为机器不能生孩子，不能照顾孩子。9因此可以通过机械
化提高生产力的家务劳动就只剩一些特定的服务了，例如烹饪、洗涤和清洁。妇女
的工作无休无止，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器帮忙，而是因为她们是孤立的。10
证实有关“女性无能”的迷思确实存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妇女囿于孤立的状态,封闭在家庭之内,完全依
赖于男人。她不享有自由雇佣奴隶的新自主性，依然处于个人依赖的前资本主义阶
段，但是这次却更为残酷，因为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大规模高社
会化生产。妇女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无法理解某些事务的观点源于历史，这段历史
在某些方面与低能学校“落后”儿童的遭遇何其相似。只要妇女还与直接的社会化
生产隔绝开来，在家中被孤立起来，她就不享有邻里之外社会生活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也不享有接受社会知识和社会教育的可能性。当妇女被剥夺了组织和策划集体
工厂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的各种体验时，她们便不能接受基本教育，没有社会反抗
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涉及了解自己的能力，换言之，了解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
所处阶级的能力和力量。因此，妇女遭到的孤立便向社会和她们自己证实了“女性
是无能的”迷思。
这一迷思首先隐瞒的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共同体内组织群众斗争，发动
集体抗租运动和针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因为以共同体内妇女不断的非正式性组织
为基础；然后隐瞒的是，在直接生产周期的斗争中,妇女的支持和组织,不管是正式
的还是非正式的,都至关重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妇女网络正是通过那些“无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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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才能、精力和实力才得以成形并发展起来的。但是上述谬见依然存在。当妇
女可以与男人一起宣布成功地渡过了失业难关，或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并取得了罢工
胜利时,胜利的战利品才属于“整个”阶级。妇女就算不是没有，也很少为自己争
取任何好处；很少以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家庭权利结构及其同工厂之间的关系为斗争
目标。不管罢工还是失业，妇女的工作远未完结。
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
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摧毁了作为人的妇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减少妇女的身

体完整性。资本主义出现前，男女的“性”(sexuality)e 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制
度和各种形式的制约。虽然有过各种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但是现在这些方法已经
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资本让家庭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呈现，在家里女人得服从男人，
因为女人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也不会独立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妇女进行各种
创新和开发工作的可能性被切断了，随之切断的还有其性、心理及情感自主性的表
达。
我们认为：妇女身体完整性的缓慢发展，是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包括
从大脑到子宫的一切。与他人一起参与火车或飞机的生产，完全不同于几个世纪以
来孤零零地在几平方英尺的厨房里拿着同样的扫帚打扫卫生。
这并不是在飞机制造领域呼吁男女平等，而是设想两种历史之间的差异不仅决
定了实际斗争形式的差异，还揭示了一直以来处于隐形中的一些事实：过去妇女斗
争的不同形式。妇女被剥夺了各种开发创造性能力的可能性，她们也以同样的方式
被剥夺了性生活，性生活只是为了生育劳动力：我们关于家庭服务技术水平的看法
同样也适用于生育控制（顺便提一下,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妇科领域）,适用于相关研

e

编译注：在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中，“性”（sexuality）则指的是一系列聚集于某种生殖器感
受（又不完全局限于生殖器）有关的行为、期待，叙事、愉悦、身份认同和知识。见何春蕤1997年
《性/别研究的诞生》，《性/別研究的新視野: 第一屆四性研討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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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关研究的对象总是被忽视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不出所料，当大多数原始的
节育方法不再奏效时,妇女只能生下孩子,无权堕胎。
这是一种对妇女的彻底贬谪，自此资本开始塑造女性角色，利用男性在家里贬
谪女性。男人是雇佣工人，是家长，是“妇女剥削”这种“特定剥削“的特定工具。
劳动分工的同性恋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便可解释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导致的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决
定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退化,从此女性便从属于男性,被物化,成为男性的“补充”。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中各种趋势爆发是合理的，女性欲以这种方
式11与男性进行斗争，甚至不再希望靠自己维持性关系，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各种关
系都是令人沮丧的。权力关系排除了出现任何好感和亲密关系的可能。但在男女之
间，权力的权利便是控制与性相关的好感和亲密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同性恋运动
是最大规模的尝试将性从权力中解脱出来的运动。
但是一般而言，同性恋同时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框架之中：女人待在
家里，男人待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全天彼此分离；一家拥有1000名女工的工厂需要
10名工头；一个打字小组（当然全由女性组成）为50名职业男性工作。上述情形均
属同性生活框架。
资本将异性恋升级为了一种宗教，与此同时却在实践中让男女无法彼此接触，
不论是在身体方面的还是在情感方面，资本除了在性、经济和社会规训方面支持异
性恋，在其他方面均暗中破坏异性恋。我们认为我们应就上述事实展开讨论。同性
恋趋势的爆发一直以来都对妇女运动至关重要,因为相关趋势让宣布妇女斗争的特
殊性变得紧迫了起来,特别是深度阐明妇女剥削的各个方面和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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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和社会工厂
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澄清，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在那些所谓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即当妇女
不在社会生产之内，不在社会生产周期之内时，她们也不在社会生产力之内。换言
之，妇女往往被认为在心理上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少数女性离家工作外，大多数女
性尚在生产之外；妇女本质上是一系列家庭使用价值的提供者。这基本上就是马克
思的观点，是他在目睹了工厂女工的遭遇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妇女还是待在家里
比较好，至少在家里她们的生活方式更高尚。但是马克思从未意识到家庭主妇角色
的真正本质。但是很多观察者们却已经注意到了，在兰开夏郡，一个世纪以来都是
妇女在担当棉花工人，她们在性方面更自由，也有男人帮忙干家务活。另一方面，
在约克郡的煤矿区，妇女很少离家工作，丈夫更占支配地位。甚至是那些能够在社
会化生产中定义妇女剥削的人，也不能理解妇女在家的剥削地位；男人在与女人的
关系里变得不够公正。基于上述原因，只有妇女才能定义自己，提出妇女问题。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工资里，家务劳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对剩余价值的产
生也至关重要。12这点也适用于作为一种人格的整个女性角色，女性在各个层面均
处于从属地位，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职业上，在追求更高社会生产力的资本主义
劳动分工中，女性一直以来并将继续位于一个明确且关键的位置上。让我们深入地
探寻，妇女作为社会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从家庭开始分析。
A.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
人们往往认为，根据雇佣劳动的定义，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不具备生产力的。
事实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将规模巨大的社会服务变成了私人活动，放在了家庭主
妇的肩上。家务劳动本质上并不属于“女性工作”；跟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洗涤
和清洁时，并不会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亦不会减轻疲惫程度。由于这些工作服务于
繁衍后代，故属于社会服务。而资本则通过构建核心家庭结构，将男性从相关功能
中“解放”出来，自此男性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以直接进行剥削了；自此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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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够自由地“赚”钱，让女性为其繁衍下一代劳动力了。13资本成功地将男性变
成了雇佣奴隶，然后又成功地将相关服务分配给了家里的妇女，借此控制她们进入
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妇女对于家庭来说依然是必需的,资本依然需要这种家庭
形式。大体上以欧洲目前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意大利，资本依然倾向于进口劳动
力，从欠发达的地区进口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劳动力，与此同时把妇女困在家里。14
妇女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不计薪酬地从事家务劳动，不会罢工，还因
为她们总是欢迎那些因周期性金融危机而失业的家人回家。家庭是母亲的摇篮，时
刻准备着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事实上这是失业者最好的保障，这样他们
就不会一失业就变成一群具有破坏性的失败者了。
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组织的政党均小心翼翼避免触碰家务劳动的问题。他们一
直把妇女视为较低的一种生命形式，除此之外，甚至是在工厂里，提出相关问题也
会挑战工会的整个基础，工会这种组织只负责处理（a）与工厂相关的事务；（b）
可计算和“付薪”的工作时间；（c）与工资中发放部分相关的事务，不涉及被收
回的那部分，即通货膨胀。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强迫下，妇女往往不得不推迟解放的
时间，推到未来的一个假设时间点，并完全依赖于男性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利
益，但其实在上述政党的限制下，男性斗争的范围亦十分有限。
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都加剧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剥削程度。发放
家庭主妇津贴的建议15（令我们不禁生疑为什么发放的不是工资）只说明了这些政
党十分乐意进一步将妇女制度化为家庭主妇、将男性（和女性）制度化为雇佣奴隶。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我们中没人相信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解放了。不管是在家
里还是在家外，工作依然是工作。雇佣劳动者的独立性仅仅意味着不论男女对于资
本来说他/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人”。那些认为只要在家外找到工作就能让工人阶
级妇女实现解放的观点，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沦为流水线的奴隶并不
意味着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流水线本身的奴役性，
并再次证明了如果不了解妇女是如何受剥削的，就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男性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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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剥削的。这一问题如此关键，我们必须单独讨论。我们想在此澄清的是，在一个
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干活却没有工资，这意味着丈夫也是老板。丈夫成了家庭服务
的唯一接受者，这使得家务劳动的性质变得模棱两可了起来，并更倾向于奴役。丈
夫和孩子通过爱的参与和爱的勒索成了第一批工头，成了家务劳动的直接控制者。
丈夫总是边看报纸边等着妻子准备好晚餐，甚至当妻子跟他一起外出上班时也
是如此。显然，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这种形式特殊的剥削需要采取形式同样特殊的
斗争,即在家里开展妇女斗争。
这种家庭模式才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家庭只是一
种上层建筑，且随着工厂里阶级斗争的阶段而变化，那我们的革命将步履维艰，不
断延续并加剧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这种家庭模式才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家庭只是一
种上层建筑，且随着工厂里阶级斗争的阶段而变化，那我们的革命将步履维艰，不
断延续并加剧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换言
之，我们将继续错误地认为我们自己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
工人阶级。只要有人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时时刻刻都将受到阻
碍、遭受失败，难以充分地展开行动。在此我们不就其展开讨论。然而，为了揭示
并谴责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被掩盖的生产劳动，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斗争目标和
形式的问题。
孤立劳动者斗争的社会化
事实上，妇女紧接着便会提出相关要求，即“付我们做家务的工资”，鉴于意
大利目前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令我们看起来好像打算进一步确定制度化奴
役的风险，制度化了的奴役是伴随家务劳动而生的，因此在实践中支付家务工资的
要求很难成为一种动员目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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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要让家庭主妇安静地待在家里，
等着发放无法偿付其劳动的工资，最多也得让她们做好准备上街参加示威游行；我
们必须发掘各种斗争形式，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结构，彻底拒绝做家务，拒绝
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让家变成贫民窟，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不做家务，而是
要彻底粉碎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如何提高做家务的效率，

而应该是如何在斗争中找到主角的位置，不是更高的家务劳动生产力，而是更高的
斗争颠覆性。
要立即颠覆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无需每天都花时间熨
烫床单和窗帘,无需不断地清洁地板直到反光为止,也无需每天拂去灰尘。但是还有
很多妇女一直在做这些。显然不是因为她们傻：我们再次联想到上文中提到过的与
低能学校的相似性。事实上，只有在家务劳动中他们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
因为如前所述，资本已将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隔离了出来。
但不能因此自动认为与社会化生产隔离等同于与社会化斗争隔离：然而，斗争
需要占用做家务的时间，同时也赋予了妇女另一重身份，此前妇女只能在像贫民窟
一样的家里获得其身份。在斗争的社会性中，妇女发现并行使权力，有效地获得了
新身份。新身份正是也只能是一种社会权力新的大小程度。
妇女进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来自于家务劳动的社会生产性特征。尽管目前家庭
服务实际上属于妇女的职责，但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家里的社会服务让妇女的角色更
具有社会生产性。但是资本可以通过技术改善工作环境。尽管资本并不是从一开始
就愿意这么做，但是至少在意大利，资本摧毁了家庭主妇作为核心家庭支点的地位。
因此，我们期待家务劳动的自动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绝不会实现:核心家庭的延
续与家庭服务的自动化是相容的。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资本则不得不摧毁我们所
熟知的家庭模式；换言之，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就不得不进行社会化。
但是我们太了解他们口中社会化的含义了：至少是跟巴黎公社相反的！

14

资本主义的重组可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和更多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新的飞跃，这都将通过构建一个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平等性的家
庭模式，来摧毁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关系，通过合作劳动摧毁其统治地位；通过
让前资本主义式的不自由的妇女担当其支点，来超越家庭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
底性”，让家庭在形式上更能反映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功能，即繁衍劳动力。
再回到上文中的讨论：妇女，家庭主妇，是认同家庭的，在做家务时也力臻完
美。有句俗语耳熟能详：在家里你总能找点事做。
但她们不会看到家外的世界。家庭主妇的处境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这
样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被强加到她们身上，让她们觉得世界、他者和整
个工作组织都是难以理解、本质上未知和不可知的；她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丈夫每
天出门遇到这些事情，而她们感知这些的方式只能是，作为丈夫身后的影子。
所以当我们提出妇女必须推翻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必
须走出家门时，我们的意思是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们必须是心甘情愿摧毁家庭
主妇这一角色的，这样才能与其他妇女联合起来，不仅是作为邻居和朋友，更是作
为工作同伴和反对工作的同伴；因此，我们要面对各种困难，打破女性私有化的传
统，然后让女性真正地团结起来：团结不是为了抵抗，团结是为了进攻，为了组织
斗争。
对抗普遍的劳动形式，要普遍团结。同样地,妇女不能再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
面对丈夫和孩子了,换言之,下班回家后用餐时不再当妻子和妈妈。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个领域均以家庭为前提，所以家外的每个斗争场所都为妇
女提供了进攻的机会；工厂会议、邻里见面、学生集会，都是妇女斗争的理想场所，
都是妇女得遇见并面对男人的场所，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妇女vs男人”，但他
们代表的是个人，而非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在家外，矛盾和挫败感很有可能一
触即发，而这本来是资本打算令其在家中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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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新方向
如果妇女在工人集会上要求废除夜班，因为晚上除了睡觉还要做爱，而且如果
白天工作白天做爱的话感觉会很不同，那么这就是在与工作的社会组织进行对抗，
推动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权益，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她们不再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妈妈了。
但是在新的干预和对抗中，妇女也表示，她们作为女性的权益并不像她们被告
知的那样，与阶级利益相脱节、水火不容。长久以来，各种政治政党，特别是左翼
和工会,都决定并限制了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域。做爱以及为了做爱而拒绝上夜班是

符合阶级利益的。只要对为什么是妇女而非男性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便可明白
整个阶级历史。
如果在学生集会上见到自己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的
同伴也是一个个的个体；对于他们来说，你也是一个个体。很多妇女都流过产，也
生过孩子。我们不明白在医学学生的集会上，不管是不是学生，为什么她们首先就
不能作为女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以医学学生为例事出有因。不仅仅是当
底层的病人被当做研究用的小白鼠时,在教室和诊所里,我们也总能看到对工人阶级
的剥削。尤其是,妇女总是实验的研究对象，也是性蔑视、性虐待以及医生自大的
主要受害者。）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运动的爆发表达了女性权益的特殊性，相关利益
迄今为止均与资本主义式的家庭切断了联系。必须在全社会开展妇女运动，整个社
会正是建立在对妇女权益的压榨之上的，整个阶级剥削都是建立在“妇女剥削”这
种特定的“中介”（mediation）之上的。
所以在妇女运动中，我们必须确定存在剥削的各个领域，换言之，我们必须在
发动斗争的过程中重新获得妇女权益的所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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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机遇都不应错过：受驱逐威胁的家庭主妇们可以提出反对,她们家务劳动
的应付工资超过了每个月应付的租金。在米兰郊区，很多家庭已经开始以这种形式
发动斗争。
使用家用电器令人愉悦，但是对于制造工人来说，制造大量的电器就得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只用工资是很难买下各种电器的，料想妻子们也得独自使用这些
电器；这只能意味着她们得待在家里，只不过现在家的机械化水平更高了而已。幸
运的工人，幸运的家庭主妇！
问题是没有集体食堂。我们必须牢记的是，资本首先得让所有工人都开上菲亚
特，然后才可能开食堂。
因此，如果社区光有开设集体食堂的想法，而不将其纳入对抗劳动组织和劳动
时间的斗争实践的话，则存在出现新飞跃的风险，在共同体的层面上和一些诱人的
工作中,其对妇女的控制最为严格，因此很有可能食堂里的午饭非常糟糕。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食堂，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游戏中心和托
儿所。17我们想要食堂，我们也想要托儿所、洗衣机和洗碗机，但是我们也想拥有
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跟几个朋友在私密的环境里用餐，可以选择花时间陪陪
孩子、陪陪老人、照顾病人，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有时间”的意思是减少工作。
有时间陪孩子、陪老人和照顾病人的意思不是到相应的托管机构里看一下就走。意
思是我们这批首先被排除在外的人在斗争里应起带头作用，这样其他那些也被排除
在外的人,即孩子、老人和病人,才可重新获得社会财富；重新与我们联合起来，我
们也和男性联合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作为附庸而是自主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跟我
们一样被排除在直接的社会生产之外，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而这一切都是资本主
义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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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工作
我们拒绝接受“家务劳动”成为妇女专属的工作，凌驾于我们之上。家务不是
我们的发明，我们也从未得到过补偿，他们却强迫我们每天干12至13个小时的家务，
强迫我们待在家里。
我们必须走出家门,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同其他妇女团结起来,一同与所
有认为妇女必须待在家里的情境做斗争,不管身在何处，是托儿所、学校、医院、
养老院还是收容所，我们将同所有的妇女一起斗争。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种斗争，
因为我们在家中提供的社会服务无法在其他场合提供，因此所有在外工作的人便提
出要求，干脆放弃一直肩负至今的重担，扔回到本应承担这一重担的资本的肩上。
斗争引发的改变越激烈，妇女们就会越发加抗拒家务劳动，妇女们也会更激烈、更
决绝，斗争规模就会更大。
工人阶级的家庭更难破裂，因为家庭支撑着工人，工人支撑着资本。家庭支撑
着阶级，是阶级赖以维系的基础，尽管这是阶级牺牲妇女本身为代价的。妇女是雇
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就像工会一样，家庭保
护工人，但也确保了工人不论男女只能是工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妇女对家
庭展开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看一看其他在家里或家外工作的妇女，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他的斗争机会。只要
我们的斗争针对的是工作，这种斗争便蕴含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作展开的斗争
之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家务劳动对妇女进行剥削的历史仍然具有特殊性，这与
核心家庭的存续息息相关。妇女斗争的具体过程是必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立
起来的核心家庭。这为阶级斗争增加了一个的新维度。
B. 被动性的生产力
然而，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隐形的、无工资的社会服务提供者。
如我们在开篇中所述，将妇女囚禁在单一的补充性功能中，并在核心家庭中使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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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男性，都是以妇女缓慢发展的身体完整性（physical integrity）为前提的。
在意大利，天主教认为女性低人一等，因此女性被迫在婚前实行禁欲，婚后也处于
性欲被压抑的状态，性生活只是用来繁衍子嗣，强迫妇女生孩子。因此形成了“英
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女性形象，女性的身份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华，论其功能，女
性本质上也只是他人情绪的接受者，家庭对抗的缓冲者。女性性冷淡必须重新定义
为性功能中被迫的被动接受性。
如今，家庭主妇的被动性本身也具有“生产性”。首先，被动性把女性变成了
男性在家外遭受压迫的发泄口,变成了男性渴望行使权力的对象,这种权力是在资本
主义工作组织支配性的灌输下形成的。就此意义而言，女性对于资本主义本身也具
有生产性；她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其次，女性之所以具有生
产性，是因为对其个人自主性的彻底否认，强迫她们将挫败高尚化成一系列以家庭
为中心的需求。这是一种与家务劳动完美主义强迫症类似的消费。显然，不需要我
们去告诉妇女她们的家里需要什么。没人能定义其他人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组织
斗争。通过斗争，“高尚化”变得不再必要。
死亡劳动和性的痛苦
我们建议使用“高尚化”这个词。单调琐碎家务导致的挫败感与性被动导致的
挫败感实为一体。性创造力和劳动创造力这两个领域，都是出于人类需求,我们无
需对“相互影响的先天和后天活动”加以界定的领域。18对于妇女而言（也对于男
性而言），先天和后天的权力同时受到抑制。女性被动的、被插入的性强行创造出
了爱整洁的家庭主妇，反而令单一的组流水线工作显得轻松了。大多数家务和规训
都是琐碎的，需要每天、每周、每年重复相同的工作，每逢假日还需加倍，这杜绝
了不受约束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小时候我们即为受苦受难做好了准备：我们接受
的教导是要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透过干净的性行为获得幸福；同时牺牲性和其他创
造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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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透过摧毁阴道高潮的谬见，妇女运动令人瞩目地揭示了男性严格
界定并限制女性性潜力的生理机制。如今我们可以开始将性同创造力的其他方面重
新整合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探寻性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直到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再残
害我们，不再损害我们的个人能力，直到我们的性同伴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不再受
其工作的残害。要想驳倒阴道谬见，就要主张与卑躬屈膝和自我高尚化相对立的女
性自主性。但是并不只有阴蒂与阴道之间是对立的。两者还与子宫对立。阴道要么
是繁衍劳动力并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的道路（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要么是我们自
然权力和“社会设施”（social equipment）的一部分。在所有的表达中，性毕竟
是最具社会性的，是人类最深层次的交流。在这层意义上，性就是自主性的消解。
工人阶级以阶级的形式超越了作为阶级的自己；在阶级内部，我们自主地进行组织，
奠定超越自主性的基础。
针对妇女的“政治”攻击
但是当我们在斗争中寻找成为自我和进行自我组织的方式时，甚至当我们发起
运动时，我们发现需要面对的是那些极其渴望对妇女展开攻击的人。他们认为,在
妇女通过工作和消费保护自己免遭消灭的过程中,她们应对阶级的不团结负责。以
下是一份关于妇女指控的不完全清单。他们认为：
1.她想要丈夫花更多的工资为自己和孩子购买新衣，这是建立在她认为自己和
孩子应该穿什么的基础上的，而非丈夫认为她需要什么。他为了赚钱努力工作。而
她却只要求分配他们本就不多的财富，而不是帮助丈夫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工
资。
2.她与比自己更具吸引力的女人展开竞争，她想拥有更多的东西，想让自己的
家比邻居的家更干净整洁。她们本应该以阶级为基础进行联合的，但事实上却没有。
3.她整日待在家里,拒绝了解男人在生产线上的斗争。当男人参加罢工时，她
们甚至怨声载道，而不是提供支持。她们支持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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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妇女是反动落后的，上述便是他们的理由，甚至那些领导工厂斗争
的男性、那些参与过激进行动、看起来本应最能理解社会雇主本质的人也这么认为。
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以自己的标准谴责妇女的落后，因为这正是整个社会盛行的
意识形态。他们不会说他们从妇女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了多少好处，不会说打出生起
便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照顾，他们自然而然地接
受着妈妈、姐妹和女儿的照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难将天生的男性至上同男
性的攻击区分开来，后者看起来非常具有“政治性”，只为阶级利益而进行攻击。
我们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1. 作为消费者的妇女
妇女没有把家变成消费中心。消费是劳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妇女
拒绝购物（即消费），那便等同于罢工。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因
为妇女不能从事社会组织的劳动，被剥夺了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她们总是试图通过
购物来进行补偿。关于妇女购物是否属于琐碎的消费，取决于判定者的观点和性别。
知识分子买书，但没人认为买书是琐碎消费。书籍除了具有内容的有效性外，在当
今社会还代表男性的价值，依靠的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古老的传统。
我们已经说过，妇女为家添置物品是因为家是唯一能证明她们存在的东西。但
是，那种认为节俭消费即解放的观点跟资本主义一样古老，提出这种观点的正是那
些总将工人处境归咎于工人自己的资本家们。一直以来，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
们都是这样告诉 哈莱姆（Harlem）f 的，只要黑人男性不开凯迪拉克（直到财务
公司将车收回），种族问题便可得到解决。直到斗争的暴力（这是唯一适合的回应）
产生了一种社会权力，凯迪拉克只不过是少数几种向人们展示潜在权力的途径之一。
是这个而非“实践经济学”给自由主义者们带来了痛苦。

f

编译注：哈莱姆（Harlem）是纽约的一个社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是
美国黑人社会中史无前例的艺术勃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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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自由的话，就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了。不需要买他们用以毒
害我们的食物，不需要买那些通过阶级、性别和世代来辨识我们的衣服，也不需要
买他们用以禁锢我们的房子。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得到的永远不够，而不
是我们得到的太多了。女性对男性施加的压力是在捍卫工资，而非攻击。正因为妇
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男性才将工资分成自己开销和一般家庭支出两部分。如果妇
女不提出要求，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整个家庭的生活标准将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会先牺牲妇女的需求。19因此，除非妇女提出要求，家庭才能对资本发挥作用，
在另一个意义上才能对所列对象发挥作用：可以应付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因此，妇
女提出要求是保证阶级生活水平最为持续性的物质方式。到了参加政治集会的时候，
她们需要的钱会更多！
2. 作为竞争对手的妇女
至于妇女之间的“竞争状态”，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已经就第三世
界进行了澄清，只有种族主义才能避免（这种竞争状态）普适于阶级。他认为被殖
民者如果不组织起来对抗压迫者的话，便会互相攻击。女性面对更多的消费倍感压
力，这种压力可能不时地以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如上所述这是为了保证阶级的
生活水平。这种竞争不同于女性的求偶竞争；是根植于女性对男性的经济和社会依
赖性之上的。只要女性还得为男性而活、为男性而穿、为男性而工作，男性就可通
过这种竞争对她们进行操纵。20
至于在家中的敌对竞争，妇女自打出生起便接受训练，着迷于整洁的家，并想
拥有它。但是男性无法鱼和熊掌兼得；他们不能一边享受拥有私人奴仆的特权，一
边抱怨私有化（给他们）的（不利）影响。如果他们继续抱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
论，他们对女性敌对竞争的抨击实际上是对女性奴役感到了抱歉。如果法农的说法
不对,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不是组织水平低下的表现，那么对敌对便是他们先天无
能的标志。当我们将家称之为贫民窟时，家即成了受到间接支配的殖民地。要解决
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对抗，就要自发展开斗争。妇女已经克服了比竞争更大的障碍，
团结一致，支持男性斗争。妇女们还不够成功的地方在于，尚未制造机会、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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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变并深化斗争的契机。自发斗争彻底改变了整个问题：不再是“妇女将团结
一致支持男性”，而是“男性将团结一致支持妇女”。
3. 引起分裂的妇女
之前是什么阻止了妇女参与政治?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妇女被利用来反对罢工?
换言之,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从本文一开始,我们便开始关注妇女被
排除在社会化生产之外的这一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在工厂里一起
劳动，在家里孤立劳动。这也主观上反映在了工厂工人独立于共同体的组织方式中。
共同体要做什么？妇女要做什么？是支持吗？在家里和斗争中都作男性的附庸？甚
至成立一个妇女的辅助工会？这一分裂以及这种分裂充斥于整个阶级的历史中。在
斗争的每个阶段，只要位于生产周期中心的人忽视了最外围的人，后者便会对前者
展开斗争。这便是工会的历史，比如在美国，当黑人工人被当做罢工破坏者时（从
来不是白人工人被引导而相信的那样），跟妇女一样是，黑人会容易被立即辨别，
关于破坏罢工的报道更加强了这一源于客观分裂的偏见：白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
黑人只能在旁边打扫卫生；男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女人只能在家里打扫卫生。
当男人拒绝工作时，他会觉得自己富有战斗性，当女人拒绝工作时，同样一批
男人却觉得她们挑三拣四。矛盾的是，当一些女性因为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而投
票支持保守派时，男性会觉得她们十分落后；但同时那些男性投票支持的政党，从
来不考虑女性的存在，认为她们只是起稳定作用，这些政党照样会出卖他们（以及
我们所有人）。
C. 规训的生产力
如上文中所述,由于被贴上了人格发展缓慢的标签,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
在心理方面，妇女都成了一个压抑性的形象,成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规训者。这是妇
女在家庭中扮演角色的第三个方面。当一个女性的整个存在拒斥了这种理想角色时，
她们的生活便陷入了丈夫和家庭的暴政之中，以及努力成为“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
的暴政之中。那些受到暴政欺压且缺乏权力的人，在下一代还小的时候便与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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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结果就是培养出了顺从的工人和小暴君。这种方式跟学校老师别无二致。
（在这件事上，丈夫是支持妻子的：家长与教师的结盟绝非偶然。）妇女负责繁衍
劳动力，一方面负责规训将来成为工人的孩子，另一方面负责规训外出工作的丈夫，
因为只有他的工资才能支付繁衍劳动力所需的费用。
在此我们仅尝试讨论了女性的家庭生产力，并未就其心理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其中虽然遇到了有关妇女扮演角色的各种复杂情形（此外，换言之，家务劳动实际
上就是她们在无薪情况下承担的重担），但至少我们已经找到并从本质出发对女性
的家庭生产力进行了概括。因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摧毁将妇女与彼此、与
男性、与孩子分裂开来的角色，每个禁锢于家庭之中的妇女都如家蚕一般“作茧自
缚”，死后将丝茧留给资本。正如上文中所述，拒绝所有这一切对于家庭主妇们来
说意味着将自己看成阶级的一部分。虽然她们因为没有工资，是阶级的最底层。
家庭主妇在整个妇女斗争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她们破坏了支撑家庭—
—这一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关键支柱。
所以只要是倾向于肯定妇女的个性、否定妇女只是起补充作用的家庭主妇，相
关目标都是值得提出的，都是对角色延续和生产力具有颠覆性的。
就同样的意义而言,所有有助于恢复妇女基本身体功能完整性的要求,都是最迫
切的,其中性要求首当其冲，因为从一开始资本便剥夺了性和生产创造力。
难怪有关生育控制的研究进展缓慢，难怪几乎在世界各地堕胎都是被禁止的，
除非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要想推进相关要求，不能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管控这些问题的办法
就是不断地歧视工人阶级，尤其是妇女。
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妇女、第三世界的妇女在研究中被当作实验对象呢？为什
么生育控制依然属于妇女问题？若想展开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对相关问题的管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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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阶级基础上行动，特别是女性基础。若想将这些斗争同将母亲看成是妇女专
有责任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将家务劳动看成是妇女工作的斗争联系起来，最终抵抗
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妇女解放模式——这些模式不过是拙劣地复制了男性角色——就
需要与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展开斗争。
妇女与拒绝工作的斗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孤立的家庭主妇身后隐藏着社会劳动，必须摧毁家庭主妇
这一角色。但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有些人认为妇女因为孤立得依
靠他人的工资，因此她们也为他人意识所影响，关于女性无法胜任相关工作的谬见
便根植于此，迄今为止，只有一项行动曾经摧毁过这一谬见：妇女领到工资，个人
经济不再依赖他人，独立的经历与家外的世界发生联系，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办公室
的社会化结构中，妇女均可参与社会劳动，并以自己的形式和阶级的传统形式展开
社会反抗。妇女运动的诞生是拒绝采用这一替代方案的结果。
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地位，这为发起运动提供了动力，资本
本身也利用这一动力对劳动力进行了重组，增加了女性的数量。妇女运动只能在反
对中开展。正因为出现了妇女运动，也正因为在行动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发声，运动
才提出拒绝接受通过工作实现解放的谬见。
我们已经工作够了。用手或是借助机器，我们已经摘了几十亿吨的棉花，洗了
几十亿个的盘子，擦了几十亿间房的地板，打了几十亿的字，调了几十亿次的收音
机，洗了几十亿片的尿布。每次他们“让我们加入”一些男性的传统领域，都是为
了在新的水平上剥削我们。尽管明知两者不同，在此我们还是得再一次将第三世界
的欠发达地区同大都市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准确地说，将其与大都市的厨房进
行比较。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规划是使其“发达”；第三世界除了要忍受目前的
痛苦外，还要忍受工业反革命的痛苦。大都市的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援助”。我
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了,她们有的是因为迫不得已,有的是因为其他
原因,有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她们对其他女性发出警告:通货膨胀已经让我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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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血腥的打字室或流水线了,并且毫无获得拯救的可能。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提供
的发展机会。但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斗争并不是为了重新回到原来的孤立处境，尽
管家在周一早上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同样，家庭主妇斗争也不是为了刚脱离家庭
的禁锢，又得困在办公桌旁或机器旁，尽管跟第12层楼公寓里的孤独感相比，外出
工作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
妇女必须充分发掘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担任远洋船的船长。
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拥有做这些事的希望，但是这些目前也只能写入资本的历史中。
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斗争的模式，尽管他们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
与此同时，却一方面避免双重奴役，另一方面避免另一程度的资本主义控制和管制。

最终这将成为妇女运动中改良主义和革命政治之间的分割线。
天才女性似乎并不存在。自从妇女与社会过程割裂开来后，天才女性便不可能
再出现，我们也看不出妇女可在哪些事情上发挥她们的天赋。如今这样的事情终于
出现了，那就是斗争。
弗洛伊德（Freud）曾经说过,每位女性从一出生起便换上了“阴茎嫉妒”。但
他忘了补充说，当她已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阴茎意味着拥有权力，那一刻这种嫉
妒感开始了。弗洛伊德更加没有意识到，当男女之间的分离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劳
动分工时，传统的阴茎权力便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而这便是我们可以开始斗争的地方。

作者注释：
1

This happened as part of the massive demonstration of women celebrating Internationa
l Women’s Day in the US, August 1970.
2
This is to assume a whole new meaning for “education”, and the work now being done
on the history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 forced learning – proves this. In England t
eachers were conceived of as “moral police” who could 1) condition children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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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 – curb working class reappropriation in the community; 2) destroy “the mo
b”, working class organization based on family which was still either a productive un
it or at least a viable organizational unit; 3) make habitual regular attendance and g
ood timekeeping so necessary to children’s later employment; and 4) stratify the clas
s by grading and selection. As with the family itself, the transition to this new form
of muni control was not smooth and direct, and was the result of contradictory forces
both within the class and within capital, as with every phase of the history of capita
lism.
3
Wage labor is based on the subordination of all relationships to the wage relation.
The worker must enter as an “individual” into a contract with capital stripped of th
e protection of kinships.
4
Karl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Writings of the Young M
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and trans. L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N.Y.,
1967, p.176.
5
We are not dealing here with the narrowness of the nuclear family that prevents chil
dren from having an easy transition to forming relations with other people; nor with w
hat follows from this, the argument of psychologists that proper conditioning would ha
ve avoided such a crisis.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entire organization of the society,
of which family, school and factory are each one ghettoized compartment. So every kind
of passage from one to another of these compartments is a painful passage. The pain ca
nnot be eliminated by tinker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one ghetto and another but
only by the destruction of every ghetto.
6
“Free fares, free lunches, free books” was one of the slogans of a section of the I
talian students movement which aimed to connect the struggle of younger students with
worker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7
In Britain and the US the psychologists Eysenck and Jensen, who are convinced “scie
ntifically” that Blacks have a lower “intelligence” than whites, and the progressiv
e educators like Ivan Illyich seem diametrically opposed. What they aim to achieve lin
ks them. They are divided by method. In any case the psychologists are not more racist
than the rest, only more direct.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assume your enemy’
s case as wisdom and to shape your own logic on the basis of this. Where the whole soc
iety operates institutionally on the assumption of white racial superiority, these psy
chologists propose more conscious and thorough “conditioning” so that children who d
o not learn to read do not learn instead to make molotov cocktails. A sensible view wi
th which Illyich, who is concerned with the “underachievement” of children (that is,
rejection by them of “intelligence”), can agree.
8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capital manages the schools, control is never given once a
nd for all. The working class continually and increasingly challenges the contents and
refuses the costs of capitalist schooling. The respons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to
re-establish its own control, and this control tends to be more and more regimented on
factory-like lines.
The new policies on education which are being hammered out even as we write, however,
are more complex than this. We can only indicate here the impetus for these new polici
es: (a) Working class youth reject that education prepares them for anything but a fac
tory, even if they will wear white collars there and use typewriters and drawing board
s instead of riveting machines. (b) Middle class youth reject the role of mediator bet
ween the classes and the repressed personality this mediating role demands. (c) A new
labor power more wage and status differentiated is called for. The present egal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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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must be reversed. (d) A new type of labor process may be created which will atte
mpt to interest the worker in “participating” instead of refusing the monotony and f
rag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assembly line.
If the traditional “road to success” and even “success” itself are rejected by the
young, new goals will have to be found to which they can aspire, that is, for which th
ey will go to school and go to work. New “experiments” in “free” education, where
the children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planning their own education and there i
s greater democracy between teacher and taught are springing up daily. It is an illusi
on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a defeat for capital any more than regimentation will be a
victory. For in the creation of a labor power more creatively manipulated, capital wil
l not in the process lose 0.1% of profi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are in effect
saying, “you can be far more efficient for us if you take your own road, so long as i
t is through our territory.” In some parts of the factory and in the social factory,
capital’s slogan will increasingly be “Liberty and fraternity to guarantee and even
extend equality.”
9
We are not at all ignoring the attempts at this moment to make test-tube babies. But
today such mechanisms belong completely to capitalist science rtfid control. The use w
ould be completely against us and against the class. It is not in our interest to abd
icate procreation, to consign it to the hands of the enemy. It is in our interest to c
onquer the freedom to procreate for which we will pay neither the price of the wage no
r the price of social exclusion.
10
To the extent that no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only “human care” can raise ch
ildren, the effective liberation from domestic work time,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do
mestic work, can derive only from a movement of women, from a struggle of women: the m
ore the movement grows, the less men””and first of all political militants – can co
unt on female babymind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social ambiance that the movem
ent constructs offers to children social space, with both men and women, that has noth
ing to do with the day care centers organized by the State. These are already victorie
s of struggle.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a movement that is by its nat
ure a struggle, they do not aim to substitute any kind of co-operation for the struggl
e itself.
11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for how long these tendencies will continue to drive the mov
ement forward and when they will turn into their opposite.
12
Some first readers in English have found that this definition of women’s work shoul
d be more precise. What we meant precisely is that housework as work is productive in
the Marxian sense, that is, is producing surplus value.
We speak immediately after about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entire female role. To make c
learer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woman both as related to her work and as related to her
entire role must wait for a later text on which we are now at work. In this the woman’
s place is explained in a more articulated b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tire cap
italist circuit.
13
See Introduction, p.11 [Part I of this series. –Pétroleuse.]: labor power “is a st
range commodity for this is not a thing. The ability to labor resides only in a human
being whose life is consume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To describe its basic produc
tion and reproduction is to describe women’s work.”
14
This, however, is being countered by an opposite tendency, to bring women into indus
try in certain particular sectors. Differing needs of capital within the line geograph
ical sector have produced differing and even opposing propaganda and policies. Wher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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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e past family stability has been based on a relative-standardized mythology (polic
y and propaganda being uniform and officially uncontested), today various sectors of c
apital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undermine the very definition of family as a stable,
unchanging, “natural” unit. The classic example of this is the variety of views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n birth control.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doubled its a
llocation of funds for this purpose. We must examine to what extent this policy is con
nected with a racist immigration policy, that is, manipulation of the sources of matur
e labor power;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erosion of the work ethic which results in move
ments of the unemployed and unsupported mothers, that is, controlling births which pol
lute the purity of capital with revolutionary children.
15
Which is the policy, among oth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Italy who for some year
s proposed a bill to the Italian parliament which would have give a pension to women a
t home, both housewives and single women, when they reached 55 years of age. The bill
was never passed.
16
Today the demand of wages for housework is put forward increasingly and with less op
position i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Italy and elsewhere. Since this document was firs
t drafted (June ’71), the debate has become more profound and many uncertainties that
were due to the relative newness of the discussion have been dispelled. But above all,
the weight of the needs of proletarian women has not only radicalized the demands of t
he movement. It has also given us greater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to advance them. A y
ear ag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in Italy, there were those who still thought
that the State could easily suffocate the female rebellion against housework by “payi
ng” it with a monthly allowance of £7 - £8 as they had already done especially with t
hose “wretched of the earth” who were dependent on pensions. Now these uncertainties
are largely dissipated.
And it is clear in any case that the demand for a wage for housework is only a basis,
a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start, whose merit is essentially to link immediately fem
ale oppression, subordination and isolation to their material foundation: female explo
itation. At this moment this is perhaps the major function of the demand of wages for
housework. This gives at once an indication for struggle, a direction in organizationa
l terms in which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situation of caste and class, find thems
elves insolubly linked. The practical, continuous translation of this perspective is t
he task the movement is facing in Italy and elsewhere.
17
There has been some confusion over what we have said about canteens. A similar confu
sion expressed itself in the discussions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Italy about wag
es for housework. As we explained earlier, housework is as institutionalized as factor
y work and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destroy both institutions. But aside from which dem
and we are speaking about,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a demand is. It is a go
al which is not only a thing but, like capita) at any moment, essentially a stage of a
ntagonism of a social relation. Whether the canteen or the wages we win will be a vict
ory or a defeat depends on the force of our struggle. On that force depends whether th
e goal is an occasion for capital to more rationally command our labor or an occasion
for us to weaken their hold on that command. What form the goal hikes when we achieve
it, whether it is wages or canteens or free birth control, emerges and is in fact crea
ted in the struggle, and registers the degree of power that we reached in that struggl
e.

29

18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Band 1, Berlin, Dietz, Verl
ag, 1962, p.5 12. “Large-scale industry makes it a question of life mid death to repl
ace that monstrosity which is a miserable available working population, kept in reserv
e for the changing needs of exploitation by capital, In replace this with the absolute
avail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for changing requisites of work; to replace the partial
individual, a mere bearer of a social detail function, with the fully developed indivi
dual for whom varied social functions are modes of interplaying natural and acquired a
ctivities.”
19
“But the other, more fundamental, objection, which we shall develop in the ensuing c
hapters, flows from our disputing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general level of real wages
is directly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wage bargain…We shall endeavor to show
that primarily it is certain other forces which determine the general level of real wa
ges…We shall argue that ther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bow in this
respect the economy in which we live actually works.” (Emphasis added.) The General T
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John Maynard Keynes, N.Y., Harcourt, Brace a
nd World, 1964, p. 13. “Certain other forces”, in our view, are first of all women.
20
It has been noticed that many of the Bolsheviks after 1917 found female partners amo
ng the dispossessed aristocracy. When power continues to reside in men both at the lev
el of the State and in individual relations, women continue to be “the spoil and hand
maid of communal lust” (Karl Ma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rogr
ess Publishers, Moscow, 1959, p.94). The breed of “the new tsars” goes back a long w
ay.
Already in 1921 from “Decision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
l”, one can read in Part I of “Work Among Women”: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in
tern confirms the basic proposition of revolutionary Marxism, that is, that there is n
o ‘specific woman question’ and no ‘specific women’s movement’, and that every so
rt of alliance of working women with bourgeois feminism, as well as any support by the
women workers of the treacherous tactics of the social compromisers and opportunists,
leads to the undermining of the forces of the proletariat…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w
omen’s slavery it is necessary to inaugurate the new Communist organization of societ
y.”
The theory being male, the practice was to “neutralize”. Let us quote from one of th
e founding fathers. 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Women of the Communi
st Party of Italy on March 26, 1922, “Comrade Gramsci pointed out that special action
must be organized among housewives, who constitute the large majority of the proletari
an women. He said that they should be related in some way to our movement by our setti
ng up special organizations. Housewives, as far as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is concer
ned, can be considered similar to the artisans and therefore they will hardly be commu
nists; however, because they are the workers’ mates, and because they share in some w
ay the workers’ life, they are attracted toward communism. Our propaganda can therefo
re have an influence over [sic] these housewives; it can be instrumental, if not to of
ficer them into our organization, to neutralize them; so that they do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possible struggles by the workers.” (From Compagna,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organ for work among women, Year I, No.3 [April 2. 192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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