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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女工 1970:她们的反历史》

芦　恒

一 、导　言

　　“怎样接近和还原底层女工真实的主体性存在”是韩国西江大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金元( )教授所著《女工 1970:她们的反历史》书中追

问的核心问题。在这本充满斯皮瓦克式解构主义风格的著作中 ,长期

被工人研究忽视的“底层女工”进入研究视野 ,作者通过对上世纪 70年

代韩国出口加工型行业的“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行“谱系学”式的研究 ,

对传统工人研究追求“工人”主体自我同一性的学术旨趣进行解构 ,并

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关系 ,试图还原被知识权力掩盖的“女

工”话语的真实性叙述。同时 ,他又试图超越旨在消解主体性力量的西

方反本质主义的解构主义 ,强调“日常生活”不仅作为研究背景 ,还应重

新赋予“日常生活”在底层工人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 ,将其作

为破解传统工人叙述背后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各种权力关系的重要理论

工具 ,挖掘出底层工人群体充满差异的复杂主体性 。此外 ,作者推崇一

种解构的文化政治取向 ,即反思在韩国已被各种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力

殖民化的“学术生态环境”中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与被研究者(特别是底

层群众)的权力关系 ,如何在反思性研究中寻回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良

知和社会责任。鉴于此 ,本书评将对该书的理论与方法 ,以及作者对传

统工人研究话语的反思进行回顾 ,并结合2006年再版以来韩国学界对

该书的评价 ,指出作者的不足之处 ,同时也概括出其对底层研究的借鉴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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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寻找真实的工人:“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意义

　　由于在韩国语中“反”与“半”的发音相同 ,故《女工 1970:她们的反

历史》(以下简称《女工》)标题中的“反历史”可以同时理解为“半历史”

和“反历史” ,这正隐含着作者的两种研究旨趣 。一方面 ,作者试图揭示

出在以往关于韩国快速工业化时期的工人研究中 ,传统话语霸权掩盖

了女工的历史真实性 ,女工的历史只是半真实性的历史;另一方面 ,金

元通过女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复杂的主体性 ,来反思传统工人研

究背后隐藏的话语霸权和权力 ,试图颠覆传统工人历史(反历史),书写

出能接近女工真实性主体存在的叙事文本。

作者认为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正是审视这种“半真实性”历史的有

利工具。一方面 ,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建立于一种“复杂性”历史观之

上 ,强调文化不是给定的结构性存在 ,而是一系列历史实践 。这些实践

不仅具有连续性 ,还充满偶然性和片段性。那些只注重连续性的历史

“同权力的新配置相关联的构成的新规则排斥了`重新发现我们' 自己

的探求” (戴维森 ,2001:211)。另一方面 , “谱系学”重视挖掘文本背后

隐藏的知识(匿名性知识),它们具有偶然性 、差异性的特点 ,往往被追

求客观真理性的知识话语所掩盖。这种被掩盖的知识包括两类 ,“一类

是普通人的边缘知识 ,另一类是隐藏在功能性的一贯性与形式系统化

内部的历史性内容”( , 2006:713)。此外 ,谱系学实际上是一种

“生产性”的话语分析 ,并非那种给定性的话语分析 ,即不是分析话语背

后的结构和规则 ,而是在话语的生产和实践中 ,探求话语使用者的立

场 、话语的效果以及话语与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在知识的考古学过

程中 ,知识背后的权力与制约知识的各种力量 ,其本身就是修复“半真

实性”历史的重要手段。因此 ,金元以女工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切入点 ,

对韩国工人研究进行谱系学式的反思 ,挖掘出隐藏在女工日常体验背

后的各种匿名性知识 ,并分析其与各种制度和权力势力之间的关系。

首先 ,金氏眼中的“女工”本身就是具有反思性的概念 。① 在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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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男性 ,金元涉及到了看似只有女权主义女性学者才有发言权的“女性”研究领域 ,其

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尝试用女性他者的眼光反思男性自身知识权威体系的反思性研究。

他强调 ,其研究不是纯粹的充满政治性的女权主义研究 ,着力点不在女性气质等性别问
题本身 ,而是强调女性工人作为被知识权力排斥的他者 ,其本身在工人“谱系学”的反思

过程中所起的批判作用。



工人研究中 , “女工”从来都被排斥在正式研究话语体系之外 。①。以往

的韩国工人研究中 ,学者主要关注重工业行业的男性工人 ,或是中性 、

抽象的“工人”群体 ,而“女工”一直是学术边缘性和无价值的概念 。此

外 , “女工”也是被社会排斥和污名化的边缘性群体 。因此 ,金元认为

“女工”作为学术和社会的边缘性概念 ,其本身具有强烈反思意义的概

念 ,通过“女工”可以深入韩国知识生产系统和韩国社会的肌理 ,挖掘出

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各种权力关系。

其次 ,“女工”本身也并非抽象和同质的 。从类型上看 ,作者认为

“女工”群体不仅是指在正规工厂工作的女工 ,也包括从事家政服务的

女保姆 ,她们也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 ,其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匿名性

知识及其与各种外在制度的关系也是“女工日常叙事”的重要部分。此

外 ,强调“女工”内部的分化和冲突也是其探求女工历史真实性的重要

途径。他强调 ,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女工并不是传统工人研究非此即

彼两分法话语下的抽象整体 ,女工内部也有差异 ,也有分化 ,她们如硬

币的正反面一样 ,在其日常生活体验中 ,既服从工厂体制 ,又反抗工厂

内部的身份等级制度;女工群体里既有获得外部力量支持将斗争进行

到底的工人运动骨干分子 ,又有对斗争产生恐惧 、中途退出与资方妥协

的一般女工;同时 ,骨干分子与一般女工之间也会产生分歧和冲突 ,在

骨干分子与外部宗教势力和在野党势力的微妙关系中 ,也会产生出一

种“权力” ,对一般工人同样产生支配和控制效应。

再次 , “日常生活”成为女工谱系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框架。金元的

研究具有强烈的斯皮瓦克式解构主义风格。美国印裔后殖民理论家佳

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以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即“底层

能说话吗” ,开始其关于“底层女性”的解构主义研究 ,最后斩钉截铁地

回答:“底层不能说话”(斯皮瓦克 , 2007:128)。更为重要的是 ,在其批

判各种“认知暴力”(西方中心主义 、殖民主义 、文化霸权)遮蔽“底层复

杂主体性”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尊重“他者” 、理解“他者” ,建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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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具海根也成为金元反思的对象。他认为具海根的工人文化政治研究
虽然承认女工在韩国工人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中起到先锋作用 ,但具氏眼中的“女工”是一

个抽象和无差异的整体 ,忽视了女工内部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另外 ,具海根未把性别因

素作为其工人文化政治研究的重要因素 ,所以他眼中的“女工”仍然是一个“中性”或“无
性”的概念 ,这种“无性”的视角恰恰筛掉了“女工”在日常生活与斗争中体现出的丰富的

匿名性知识。



差异性主体性的解构伦理 。然而 ,斯皮瓦克的“底层研究”似乎缺乏一

个明晰的研究框架来展现底层女性复杂的主体性 。金元也遵循斯皮瓦

克式的解构伦理 ,但他试图给出一个明晰的研究框架 ,即日常生活 ,整

个解构研究都围绕工人的日常生活展开 ,试图还原工人富有差异性的

主体性 ,而并非那种理论结构松散 、消解一切结构性因素和主体性的批

评性研究 。此外 ,金元深受汤普森(E.P.Thompson)的影响 ,强调历史

的开放性和偶然性等特点 ,关注工人体验对工人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

但“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使他试图超越汤氏 ,还原出女工在日常生活

中展现出来的多元与差异的复杂体验。金元从以下 4点对汤普森工人

文化研究进行反思:(1)、“工人”概念的抽象性与同质性 。金元认为汤

氏的“工人”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整体 ,忽视女性工人的存在 ,换言之 ,强

调男性工人具有政治行动力 ,而女性工人则作为附属物被排斥到“工

人”概念之外;(2)、金元认为汤普森强调的工人体验存在单一性的缺

陷 ,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理解工人的经历 ,却忽视工人在其他日

常生活方面的经历;(3)、汤普森似乎过于注重工人的反抗文化及其文

化传统的分析 ,作者强调决定工人阶级意识的工人文化不仅仅只是激

进的斗争文化;(4)、汤氏研究中的“女性”是被边缘化 ,缺乏自主意识的

群体 。“女工在汤普森理论中成为男性工人的附属 ,他强调女工在道义

上应该支持男性的工人运动 ,并且女工的家庭性先于女工的斗争性 ,最

后汤氏忽视了女工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 ,2006:687)。

此外 ,作者认为 ,必须明确“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与哪些话语系统

紧密相连 。

在他的分析中 ,与韩国女工相关的话语系统大致有三种类型:其

一 ,女工所处年代的雇主 、国家以及宗教势力建构出的关于女工的话

语;其二 ,上世纪 70年代以后工人研究学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关于女

工的话语①;其三 ,女工自身的话语 。该话语是指那些通过隐藏在车

间 、宿舍 、工会活动等日常生活中的匿名性知识建构出的女工自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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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认为韩国工人研究存在“右”和“左”两种极端倾向 ,即“顺从论”和“反抗论”。 前者常

出现于韩国官方媒体和学术研究 ,强调韩国女工是“温和的劳动者” ,认为女工作为上世
纪 70年代韩国出口导向为主的现代化战略的主力军 ,甘愿自我牺牲 ,忍受长时间工作 、

低工资等恶劣的劳动条件 ,默默地为现代化作出贡献。后者常出现于左派学者的研究及

工会活动和斗争的宣传口号和材料中。该话语系统强调女工的“反抗性” ,认为朴正熙军
人独裁政权和血汗泰勒主义剥夺了女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主张女工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会

,把工人组织起来 ,开展阶级斗争 ,推翻军人独裁政权 ,争取工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民主。



语( ,2006:112)。前两类是关于工人的学术研究和档案材料的支

配性话语 ,第三类话语则很少见于新闻 、杂志 、学术论文等正式文本系

统。金元认为只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才能使女工自身的话语

从正式文本系统里还原出来。但是 ,这种分析框架也不完全等同于西

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现象 ,如

`经验' 、̀活动' 、̀交往' ,满足于叙述生活`条件' 以及这种条件如何被

接受 ,怎样根据主体需要而变化。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没有明显的突

破 ,只是`与主体有关的环境分析' 而没有深入主体的心灵 ,更没有说明

主体的感受 ,因此也就不能解释生活价值所在以及生活质量如何的问

题”(刘新成 ,2004:47)。而在金元的研究中 , “日常生活”不仅仅作为

“与主体相关的研究背景” ,而是具有多重内涵 、试图接近女工真实感受

和主体性的分析框架 。

其一 ,“日常生活”的认识论内涵。“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充满差异

和矛盾的场域 ,其实质是一种介于“左”与“右” , “好”与“坏”等非此即彼

二元维度之间的“空白地带”( ,2007)。一方面 ,该“空白地带”本身

充满着各种制度力量和权力关系 。例如 ,女工平时工作的车间在作者

眼里不仅是普通的劳动空间 ,更是国家主义 、家庭 、性别等多种制度因

素相互结合 ,相互作用的日常生活系统。金元认为 ,国家发展主义 ,家

庭话语 ,性别歧视等话语在女工日常生活中紧密结合在一起 。首先 ,女

工从小生活在家庭性别歧视的家长制环境中 ,她们正是在倡导“当工人

光荣” 、“工人是国家现代化主力军”等国家发展主义话语的催化作用

下 ,试图摆脱家长制 ,走出农村 ,渴望新的生活;其次 ,工厂内部的发展

主义话语又与强调“劳资一家”的家庭话语紧密结合 ,以掩盖车间内部

的等级秩序。此外 ,在女工日常的车间生产活动中 ,除了以职位划分的

等级制度外 ,还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控制体系 。在工厂里 ,强调男性家

长权威的家长制与性别差异结合起来 ,不仅仅是男性管理人员 ,就连普

通的男工人和带女徒弟的师傅都经常辱骂和殴打女工 ,甚至实施性暴

力。这种性别秩序强调男性是工厂里惟一的权威和权力来源 ,同时通

过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认同和巩固家长制观念。但是 ,强调动员一切劳

动力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国家主义至少在舆论层面上结合了“劳资亲如

一家”的家庭话语 ,试图掩盖车间内部的等级和性别秩序。另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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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能体现女工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和自主意识① ,而非以往工

人研究传统那样 ,求同去异 ,把“工人”视作具有同一性的整体概念。

其二 ,“日常生活”的“空间内涵” 。女工的“日常生活空间”包括“劳

动空间”和“居住空间” 。作者强调 ,工人日常体验的研究除了布洛维式

的“车间现场研究”之外 ,还应关注工人的居住空间 ,如女工宿舍和女工

租房居住的贫民区。“劳动空间”是指工人每天工作的车间 ,通过对女

工在车间里面对的国家主义 、家长制 、男性主义等话语权力的分析 ,可

以发现背后隐藏的各种匿名性知识 ,如工人对岗位晋级和劳模名誉的

向往 、工人在车间内部的相互较劲 、冲突等;“居住空间”指的是工厂提

供的宿舍 ,或者是工人在外租房住的城市贫民区。金元认为 ,女工的宿

舍和租的房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人日常的居住空间 ,它还是工人聚

会 、开展工会活动 、培养工人团结文化 、促进女工工会运动的重要场所 。

其三 ,“日常生活”的“文化内涵” 。女工除了工作之外 ,组织的聚会

和活动 ,喜欢读的书和流行歌曲都构成了女工日常生活文化。作者通

过对以往研究很少关注过的女工之间非正式的小聚会 、女工喜爱的书

籍和歌曲进行研究 ,突出女工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强调女工文

化不仅仅是反抗的文化 ,还包括作为“普通女性”的文化 。

最后是“日常生活”的“文本内涵” ,作者强调 ,除了对那些报纸 、学

术论文等正式文本进行分析外 ,女工在日常生活中所写的日记 、打油

诗 ,工人在日常斗争中自制的宣传单和刊物都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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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元对普通女工的日记 、手记 、工会宣传材料等文本进行分析 ,找到一些不同于官方和正

式材料中的记载和观点 ,并且寻找当时的作者进行深度访谈 ,对其中一些细节进行求证 ,

试图摈弃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视角 ,还原历史的完整性。在本书第 5章中 ,作者以“东一纺
织厂女工民主工会内部斗争”为例 ,通过对该厂女工的日记进行分析,窥探到民主工会内

部的权力斗争和教会排除异己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作者在研究女工在面对车间内复杂的制度环境的反应时 ,发现女工往往表现出复杂矛盾

的心态和行为。一方面 ,女工表现出对车间等级制度和男性暴力行为的恐惧 、焦虑的态
度;另一方面 ,女工体现出积极的“自我洞察”(penetration),她们除了“看穿”“劳资一家”这

种和谐气氛背后的等级秩序和潜规则外 ,还积极参加工厂举行的各类生产竞赛 ,争取升
为班长和劳模称号的机会。此外 ,女工能熟练地把握女工内部相互竞争的“限度” , 她们

能处理好内部的关系 ,女工们面对生产性竞争的时候 ,会自发调节生产量 ,以缓和竞争。



三 、女工日常生活文化与阶级认同

　　受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式的工人文化研究

传统的影响 ,金元仍然是在汤氏的研究前提下进行研究 ,即认为工人阶

级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 ,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不仅是生

产关系的产物 ,还是文化传统与工人共同体验的产物。另一方面 ,金元

的研究更具斯皮瓦克式的反思性底层研究的特色 ,认为汤普森研究中

的工人体验只注重工人的反抗体验 ,这种非此即彼的潜在逻辑会形成

一种主宰工人研究的话语权力 ,遮蔽了工人非反抗性的日常生活体验 。

这种研究一味强调激进文化传统对工人的影响 ,忽略了工人自身 、特别

是底层女工的主体选择性。因此 ,在此话语传统中研究出来的工人阶

级形成历史只是一部半真实的“神话” ,而同样深受汤普森影响的韩国

著名劳工研究专家具海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仍然是一部壮

怀激烈却失于片面的“神话”( ,2006:505)。

如表 1所示 ,金元与具海根深受汤普森工人文化研究的影响 ,致力

于对影响韩国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产生的本土性文化要素进行整

理和挖掘 ,然而 ,金元试图跳出工人阶级历史研究等于工人斗争史研究

的怪圈 ,通过关注比工人“反抗体验”更广范围的日常生活体验 ,努力向

世人还原出工人阶级形成的复杂过程和内在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金元为此而做出的努力。

　表 1　 金元与具海根工人文化研究的异同

比较内容 具海根 金元

研究假设 都认为阶级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

研究内容 都强调对工人体验的研究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也包括边缘性文本)+深度访谈

工人的规定性 同质和中性的工人群体
强调工人群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

重新定位女工的历史地位。

工人体验研究的侧重点 反抗体验 日常生活复杂体验

工人文化的具体表现 “恨”文化 日常文化+“姊妹爱”

工人文化的空间范畴 车间内部 、厂外 车间内部 、居住空间

工人认同的形成方式
在文化政治的压制与工人

反抗的单一关系中形成

在日常生活中复杂的文化和政治

以及权力关系的多重作用下形成

　　资料来源:根据金元在本书第 5章 、第 7章的相关内容和讨论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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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从工人体验研究的侧重点来看 ,金元侧重研究女工在日常生

活中体现出的复杂体验。他认为具海根侧重研究工人的“反抗体验” ,

并一味强调这种反抗体验在促进工人的团结意识 、提高工人的阶级认

同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但是 ,工人的反抗体验只是工人日

常生活中真实体验的一部分 ,尽管反抗体验是工人重要的体验 ,但也不

能以偏概全 ,不能把以斗争体验基础写成的工人斗争史作为工人历史

的全部内容。

其次 ,金元对“恨”文化的反思 。具海根对阶级形成理论做出的贡

献在于他试图挖掘出促进非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产生的

本土性文化资源 。“恨”文化便是解释韩国工人阶级意识的本土性文化

资源 。具海根认为 ,富有强烈的情绪化和暴力性的反抗体验是韩国工

人不同于其他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工人的独特之处 ,而用来解释韩

国民族性的“恨”意识则是解释和体现这种反抗体验的重要文化概念 。

他认为 , “`恨'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既包含一个人对被视为自己命运的

局面的接受 ,也包含克服它或对那些造成这种恨的人实施报复的强烈

欲望 。它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来而没有得到熔化的 、总是萦绕

人心头并受到压抑但又渴望得到释放的强烈感情”(具海根 , 2004:

170)。他指出 ,一切被国家权威排斥在社会和文化之外的底层民众在

面对政治 、经济 、文化的压迫时 ,会表现出一种不公平意识和反抗情绪 ,

这种情绪实际上是一种反抗的道德语言 ,即“恨”的释放 ,在此基础上会

衍生出工人文学 、民众文学 、民众运动等文化和集体行为方式。这无疑

提供了一种新的反霸权语言 ,在提高工人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方面

起到了关键作用 。金元则对具氏的阶级意识形成理论进行了反思。一

方面 ,他认为“恨”概念是西方学者研究韩国民族性时使用的概念 ,是带

有浓烈“东方主义”镜像式的概念( , 2006:739)。它带有潜在的西

方中心主义色彩 ,即东方的民族性潜在的前提是落后和野蛮的 ,西方则

优越于东方 。“恨”意识表现出来的高度情绪化 、愤怒和暴力正是韩民

族落后和野蛮的真实写照 。因此 ,将“恨”作为本土文化资源符号是不

恰当的 ,其本身包含着东西方冲突 ,敌我对抗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

其背后也潜藏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 ,具海根遵

循着一种“文化※感性的阶级认同※理性的阶级意识”思路来把握韩国

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特殊性。在具氏眼中 ,富有韩国特色的工人形成

过程在于 ,韩国工人在缺乏西方早期工人所具有的手工业者的理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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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的前提下 ,靠发泄带有强烈感性化和情绪化的“恨” ,并在以“恨”

为基础发展成的诸如工人文学 、工人罢工 、民众运动等文化载体和集体

行动的催化下 ,形成了阶级认同感 ,在感性的阶级认同基础上才逐步形

成系统和理性的阶级意识 。金元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感性的阶级

认同作为形成理性阶级意识的第一阶段 。但实际上这并非韩国工人所

独有的历史现象 ,在西方早期工业发展阶段 ,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

工人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系统和理性的形式出现的 ,也经历

过“群氓”的时代 ,即集体暴动 、愤怒的宣泄等“恨”的释放 。此外 , “恨”

概念也是宗教势力 、反对党势力利用和动员工人的文化符号工具 。宗

教和反对党势力很容易利用韩国工人 ,特别是女工的“恨”的情绪 ,反对

当时的独裁政权 。殊不知工人群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被外部势力的另

一种权力所掩盖 ,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

再次 ,金元在批判具氏“恨”意识的基础上 ,强调不仅从宏观 、外部

的文化资源来研究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更应从“日常生活”这种更全

面和微观的视野下考察女工的文化和集体意识。他把女工文化分为两

部分 ,一部分是女工作为“阶级”的文化 ,另一部分则是女工作为“普通

女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作者认为女工富有反抗意识的阶级认同感不

仅是从车间内部和工厂外部的激烈斗争体验中获得的 ,更是从女工日

常生活中的体验中培养和形成的。而在日常生活体验中 ,女工“居住空

间”的特殊性产生出的团结意识在形成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

了关键作用 ,金元将之概念化为“姊妹爱文化”( )。工厂提供的

女工宿舍空间狭小 ,20平米的房间里居住 10至 20人 。但是 ,艰苦的居

住条件却促进女工之间的沟通交流 、增强彼此的亲密感 ,她们模仿家庭

的模式组成“临时家庭” ,把“工友关系”转化为互助互爱的“姐妹关系” 。

同时 ,在基督教团体的支持下 ,女工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会(民主工会),

宿舍则成为开展工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工人组织的最小单位。女工在

宿舍里成立“宿舍自治会”定期开展各种小组聚会① ,组织女工学习 、交

换各种信息 ,分享各自的生活和斗争经验。因此 ,这种以小组聚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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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厂方视之为非法聚会 ,并经常到女工宿舍强行搜查 ,重新分配宿舍成员 ,以消解工人的团

结意识。因此,为了避开厂方的骚扰和监视 ,很多民主工会活动家在贫民窟租房, 建立活
动据点 ,继续召集女工开展小组聚会。因此 ,开展女工聚会和活动的工厂内部的女工宿

舍和工厂外部的贫民区成为培养女工认同感和自我意识的“社会空间网络”(参见 ,

2006:689)。



表现出来的“姊妹爱”文化无形中培养了女工们的团结感 ,促进彼此的

认同 ,逐渐形成较强的自我管理 、自我决定的主体意识 ,这些意识在形

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然而 ,金元强调“姊妹爱”文化

只是女工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体验 ,即体现出女工群体同质性和阶级性

的反抗性体验。与此同时女工还有其非同质性和“作为普通女人”的体

验 ,而这些体验往往被很多工人研究学者所忽视。为此 ,作者考察了女

工当年喜爱的书籍 、流行歌曲 、电影等能体现女工日常生活体验的文化

形式 ,认为女工除了斗争的体验还有能体现女工作为“普通女人”的生

活体验和多样化的欲求 ,如女工对嫁人和家庭的向往 、对性的渴望 、对

身份上升的渴望 、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怀乡之情等多样化的欲求

和精神世界。而这种多样化的欲求正说明了女工群体并非拥有单一阶

级意识的整体 ,其内部同样存在差异和矛盾 。综上所述 ,金元强调“女

工文化”并非同质性的文化 ,他采用类型学的方式把“女工文化”分为

“姊妹爱”和“日常生活文化” 。但同时他强调这并非是想采用二分法来

看待女工复杂的文化体验 ,而是强调在体现女工阶级体验的“姊妹爱”

文化之外 ,还应考察女工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日常生活体验 。“`女工文

化' 并非是两部分的刚性组合 ,而是在女工日常生活和斗争体验中相互

重叠和相互作用的 ,正是这种复杂的“女工文化”形塑了女工的集体意

识和主体性”( ,2006:690)。

四 、底层的真实叙述与底层研究

　　金元的女工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斯皮瓦克关注的底层表述问题 ,

即“底层能说话吗” ? 他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回答道:“底层能够说话” ,并

构建出一种富有反思性的“日常生活”分析框架 ,批判长期主导工人历

史叙事的“精英主义” ,即精英是历史的创造者 ,那些以小人物为代表的

底层则被完全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 。虽然印度“底层研究”学派也批判

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 ,提倡一种政治与文化的“底层视角” ,

但是他们也忽略了“底层”内部的差异性 ,特别是性别差异 ,同时也把底

层意识视为不可异化的“终极真理” , “这都不可避免地把庶民客体化 ,

并陷入作为权力的知识游戏中”(斯皮瓦克 ,2005:161)。另一方面 ,西

方学者也有很多关注下层群体的研究。郑广怀认为目前西方底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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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四种视角 ,代表了西方底层研究的发展趋势 ,即(1)、消极的底

层 ,认为底层不仅在政治上 ,在文化上也是缺乏主动性 ,消极生活 ,不会

抗争的文化群体;(2)、寻求生存的底层 ,强调底层以独特的生存方式积

极地适应社会;(3)、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 ,强调底层也是政治的行动

者 ,并以发动都市运动的方式来体现底层的政治意义;(4)、日常抗争

(every day resistance),强调不同于有组织的 、正式的反抗行为 ,底层在日

常生活中通过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来进行反抗(参见郑广

怀 ,2007)。这四种底层研究类型体现出底层研究大致是遵循底层的反

抗性从无到有 ,从外在斗争形式发展到日常内在斗争形式的逻辑发展

推进的。然而 ,这些“底层抗争”研究仍然隐藏着“精英意识”的取向 。

刘旭认为“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是与“精英”相关但又相异的两个概

念。“精英主义”指“那种有意识地将底层排斥在各种利益分配之外 ,而

将历史创造归为精英群体的思想” ;“精英意识”则是指“并不有意识地

排斥底层 ,而是关注底层命运同时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底层”

(刘旭 ,2006:21)。“底层研究”理论的发展往往只是批判有意识排斥底

层的“精英主义” ,而在其底层研究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往往

掩盖了研究者无意识作用在被研究者身上的“精英意识” 。这表现在把

研究者单向的意识主张强加于底层身上 ,往往为其开出的解决之路不

是一味的“抗争” ,就是一味的“不争” 。因此 ,一味“抗争”的“底层”和一

味“不争”的“底层”往往是被歪曲的 、不真实的存在 。这种“精英化”的

“底层”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无不隐藏着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暗

流 ,阻碍研究者接触真实的“底层” ,使他们不能表达其真实的欲求和精

神世界。

那么 ,怎样还原真实的“底层” ,创造出最接近于“底层”的叙述呢 ?

笔者认为金元的女工研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底

层研究”视角。金元对“底层研究”的启示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

第一 ,“反思性视角”是接近“底层”真实存在的重要手段 。在“底层

研究”中 ,本身就存在研究者(知识分子)和被研究者(底层)的权力和权

利的不平等 ,即研究者拥有话语权和表述权 ,底层只是被表述的客观对

象 ,在这种主客体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因此 ,在充

满知识权力的学术共同体中研究“底层”不可能达到完全还原“底层”的

效果 。但是 ,研究者可以接近“底层”的真实存在 ,我们不能消灭所有的

权力关系 ,但可以运用关注“知识 —权力”的反思性视角“看穿”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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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叙述背后隐藏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凸出底层具有差异性 、

非连续性的复杂主体性。

第二 ,“底层”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概念 。“底层”作为理论概念形

成于葛兰西革命的文化实践概念 ,后经过印度“底层研究”的发展逐渐

形成理论体系。但“底层”概念本身从一开始则是个强调政治意义的无

差别的整体性概念。“葛兰西之所以用`底层' 一词 ,自有他的深意。他

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在于`文化领导权' 的争夺 ,文化领导权的取

得仅仅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 ,还要依靠`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 就

包括了上述阶级和阶层 ,只有取得了众多阶层的支持 ,才有可能在意识

形态领域取得胜利 ,才有进一步夺取政权的可能。所以 ,`底层' 这个词

语容易取得各阶层的认同感 ,以无差别的统一称谓或命名将尽可能多

的力量整合进革命队伍”(刘旭 , 2006:5)。以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y)也把“底层”概念

视为无差别的整体概念 ,无视底层内部各群体的差异性 。另外 ,这种概

念的整体性往往与反抗的政治性紧密相连 ,突出底层同一性的目的在

于挖掘出其强大的反抗性 ,而强大的反抗性也反过来加强了底层的整

体性 。因此 ,如果要努力接近被研究者的真实性的话 ,必须首先反思其

概念的整体性与知识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 ,强调重视“底层”内部的差

异性和矛盾性 ,以重新还原底层的历史主体性 。

第三 , “日常生活”的再认识 。若要建构一种接近底层真实存在的

“底层叙述”的话 ,需要我们重新重视“日常生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内

涵 ,即视之为探寻底层复杂主体意识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关注日常生活

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在以往的底层研究中 ,特别是“日常抗争”视角(以

詹姆斯·斯科特为代表)虽然强调底层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形式 ,但是

“日常生活”本身则是作为“底层”生活和反抗的背景或承载反抗行为的

“容器”来看待 ,忽视了“日常生活”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日常生活”的

认识论意义在于日常生活本身是一个超越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 ,充

满辩证感 、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社会文化世界 。人的主体性在日常生活

中被辩证地体现 ,那些凌驾于主体性之上的各种权力关系也能在日常

生活世界里被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此外 ,日常生活也是充满差异性

的世界 ,各种差异性是和谐共存和平行的关系 ,而不是二分法式的压迫

与被压迫 、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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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金元这部富有后现代批判风格的《女工》自 2005年初版后 ,立即在

韩国社会科学界获得好评 ,并于 2006年再版 ,同年获得表彰杰出中青

年学者的“金晋均学术成就奖” 。其犀利的文笔和批判反思的风格甚至

被韩国媒体称为“咄咄逼人的学术新锐”(参见 [孙济民] , 2007)。

这位“学术新锐”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韩国学术界“死气沉沉”和“市场

殖民化”的学术生态环境 。当今韩国学术界“结党”风气严重 ,按学缘 、

师缘 、地缘划分的各类“学术派别”彼此各占山头 ,暗自争斗 ,导致韩国

学术界缺乏创新精神 ,缺乏问题意识 ,缺乏本土化意识 。金元认为其背

后隐藏着强大的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力斗争 ,正是这些追求权力的欲望

和权力斗争会消解甚至摧毁知识分子真切的道德良知和社会关怀。为

此 ,他试图通过批评反思性研究在“死气沉沉”的氛围中发出不同的声

音 ,通过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女工做“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 ,并重新强

调“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意义 ,揭露出隐藏在各种充满“精英主义”和“精

英意识”的工人传统研究背后的知识和权力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以及

工人内部之间的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是 ,金元的研究也存在一些

缺陷 。有学者提出作者虽然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但其研究

仍然无法脱离二分法 ,也未系统论证脱离二分法的具体方法。以研究

中提及的对男性和女性的规定性来看 ,本书仍然以二分法的思维方式 ,

把男性贴上充满暴力性和进攻性的标签 ,认为车间内男工向女工施加

权力的做法是车间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这种做法本

身就把男性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无差别的整体来看待 ,作者本身也忽视

了男性工人内部复杂的生活体验和差别性(参见 [ 李载成] 、

[金惠英] , 2005)。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 ,但该书作为对传统工人研究叙事结构和话语

霸权的挑战 ,为我们提供了工人研究和底层研究的新视角 ,对我们思考

知识分子与底层 ,底层如何被叙述 ,底层叙述如何成为“真”叙述 ,如何

接近底层真实的历史性存在等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同时 ,金元独

具历史人类学想象力的研究 ,值得工人研究学者 、社会学者等社会科学

学者进一步反思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出路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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