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黑格尔的脸上吐痰”——
1970 年代的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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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意大利 1970 年代“工人主义”女权运动，探讨以“女权斗争”为名的组织及其所发起的国
际“家务有偿化”运动，并进一步思考这一运动对全球女权运动及其理论的影响。

编译者按：
1970 年代，意大利的女权运动与“工人主义”、“自主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在“无偿再生产劳
动”和性暴力两个议题实现了短暂的联合。在此之前，意大利的女权运动主要分为三个流派：自
由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性别分离主义。而在 1970 年代初，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受“工人主义”
和“自主主义”影响，开始与主流女权运动发生分歧，从而发起“家务有偿化”等运动。
“工人主义”（operaismo）指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圈子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一套社会调查先行
、分析社会变迁，最终促进阶级斗争的组织策略。（关于工人主义者当时参与的意大利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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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Italian feminism, workerism and autonomy in the 1970s》（意大利 1970 年代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与自主运

动：反对暴力和无报酬再生产劳动的斗争）， Amnis, 2008, http://amnis.revues.org/575 。

，请见《意大利 1960-1970 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在某些方面，这一运动可谓 1936 年西班牙
工农革命之后最成功的自下而上反资本主义革命经验。）
工人主义的一个主要创新在于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重新理解，即“阶级组成” (composizione di
classe)：“‘阶级组成’是我们探寻革命可能性的核心概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无产阶级的‘
技术组成’是指资本如何把劳动人口组织起来并加以利用，即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条件
（分工模式、机器的特点等）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具体形式（居住模式、家庭结构、教育制
度等）；二、无产阶级的‘政治组成’是指工人把‘技术组成’转为武器，用以对抗资本。他们以集
体工作的连贯性作为自我组织的基础，从而把生产方式转为斗争方式。”ii 这种阶级理论（及其
背后的工人运动）就这样把阶级斗争的战场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包括家庭结构和家
庭内“无偿劳动”的议题——所以它极大挑战了主流女权运动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之前的女权主义者普遍认为，女性出去打工是妇女解放和“加入工人阶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工
人主义女权者却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无产者在家的无偿劳动和在外的有偿劳动都为资本生
产了剩余价值，因而这两种劳动都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形式。主要差别在于：在家无偿劳动像奴隶
劳动一样，不被尊敬为真正的或者有价值的劳动，所以她们提出“家务有偿化”等运动。他们试图
通过这一运动，把无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家庭领域的斗争和在家庭之外打工的工人联合起来，一齐
反对资本，同时强调这两种工人斗争之间的具体的差异。
“家务有偿化”只是工人主义女权运动最著名的案例，本文还提到其他相关行动，及其对全球女权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2000 年左右，“家务有偿化”运动终于使意大利威尼托地区政
府决定为家中照顾工作提供报酬。还有“为了应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和战争，她们组织了
一系列的‘全球妇女罢工’行动，该行动的诉求是‘对一切关爱工作（caring work）得到认可和报酬
，以及使各国的军费开支回到社区，因为妇女正是我们社区的关爱工作者’。同时，著名的工人
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 Mariarosa Dalla Costa 在国际“食物主权”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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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Kolinko 在 2001 年对 1960 年代工人主义“阶级组成”概念的解释和思考：
http://www.nadir.org/nadir/initiativ/kolinko/engl/e_klazu.htm。

在当今这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愈演愈烈，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压迫日益严重的时代里，我们推荐
大家去了解六七十年代意大利社会风暴背景下的工人主义女权运动，了解这一运动的成败经验和
理论贡献。迄今为止，本译稿是这一主题唯一的中文资料。
序言
我们在黑格尔的脸上吐痰……他的“主奴辩证法”只涉及男性群体之间冲突的解决，并
不涉及妇女的解放问题，而妇女正是父权文明历来所压迫的大群体……在主奴辩证法
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的阶级斗争同样排斥女性。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保
持怀疑的态度。
■ 卡拉·兰西（Carla Lonzi）【1】

妇女运动往往是“自主”（autonomy）iii 的先锋实践者之一。历来，那些所谓的“革命党” 推
迟到获得国家权力成立社会主义之后，他们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的而阶级问题才是首要的，性别
议题从属于阶级议题。尤其是女权运动特别倾向于自主，因为妇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被各种
社会关系上的父权所压迫，包括在左翼的政党、工会、社会运动和革命组织当中也被压迫过。在
意大利及其他国家 1968 社会风暴中获得极重要却意义模糊的经验之后iv，女权主义者属于最早
对“新左派”政治形式和实践提出基础性批评的理论家。她们指出，新左派实践上（哪怕不是理论
上）轻视了妇女的特殊需要和情况，将其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求，在这方面与制度化的老左派组
织差别不大。这种批评引起许多妇女在七十年代初离开那些新左派的政党和团队，成立最早自我
管理的女权组织，从而加深了新左派的危机。（该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要参与“武装斗
争”的问题。【2】）在意大利，这个危机最后导致了新左派的解体和，以及在它残余的基础上，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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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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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is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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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关于全球各国各种社运的背景，请见戴锦华，《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重访六十年代》，
http://www.guancha.cn/Dai-Jin-Hua/2013_01_06_118495.shtml。 关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罢工潮及其他形式无产阶级
起义（本文介绍的女权运动和理论的主要社会背景），请见《意大利19601970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https://libcom.org/blog/dowson-italian60s70s-zh。

“自主运动”（Autonomia，一场激进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的营造。虽然该运动受到了女权主
义批判的影响，但很少的女权主义者参与。

原本作为工会与制度化左翼政党一个倾向的“工人主义”v 也深深影响了意大利的女权运动，这尤
其通过 Mariarosa Dalla Costa 、Leopoldina Fortunati 等“女权斗争”（Lotta Feminista）成员的理论
与政治工作。“女权斗争”为赢得家务工资而组织抗争，她们将家务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高度
上，认为家务活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照顾同代的男性的行为，但这一行为这所创造的价值却未
能使女性从国家和市场那里获得报酬，正如“新女权主义运动”的作者在小册子里面所宣扬的那样：

女性所做的是高达平均每周 99.6 个小时的工作，既没有罢工的可能，也无法缺席，也不
能提出任何要求，是完全无偿的劳动。【3】

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北美，并由此发起了最早的跨国社会运动之一——“家务有偿化”
（Wages for Housework）【4】，并针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认为它不过是保障性别分工与劳工
再生产的工具。而这导致了她们与其他女权主义组织协作，在 70 年代中期一轮大规模为争取堕
胎与离婚权力的抗议之后的间歇期，创立了替代性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在健康、生育控制，堕胎
与防治家暴领域。 因着 80 年代上述运动的危机，女权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学
术工作，这些工作集中在后凯恩斯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并做了很多关于原住民抗争，环保主义
抗争以及反战争抗争中的条件与形势的比较研究。

“自主运动”比较缺乏一种的“女性的记忆”，这就体现了，在所有社会中，这种声音被压抑和忽视
的历史倾向，即使在自主（独立）的和反专制的左翼话语中，女性的声音仍然自外于或者混同于
男性的话语。女权主义的方法论抨击非学术化的迷思，将社会研究呈现为一种对话模式，在这种
v

“工人主义”（operaismo）是意大利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圈子中形成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说的自主
主义的前身（一部分工人主义者后来发展成自主主义者，另一部分仍然保留原来的立场）。其重点在于从工人的角
度去重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如何与其斗争的策略，而不是从各种政党、工会、学术界等资本主义体制
内的角度分析。关于工人主义的中文介绍，可见《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构成”学说的评判》，
http://myy.cass.cn/news/441366.htm。 英文资料中，我们推荐《From Operaismo to 'Autonomist Marxism'》，
http://www.prole.info/texts/automarx.html。

对话模式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过去经历都必然影响和激发对话。【5】

接受了这一方法论的考量以及勾画出意大利女权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历史进步，本文将辨别
并讨论在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在家庭外参与有偿劳动是否会有助女性独立与社会解放的问题上，意
大利工人主义女权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分离主义vi三种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区别。首先，
它勾画出围绕无偿再生产，本国劳工以及资本家对女性的生理与性暴力等议题两大工人主义女权
主义的出现，即“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第二，女权主义以及自主运动关系相关的问题也将
被讨论。与意大利其他女权主义相比，这篇文章的结论将建立在检视持续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
主义上。

“女权斗争”与 “家务有偿化”：对暴力及无偿劳动力再生产进行的斗争

紧接着 1969 年的“火热秋天”运动，“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在如潮的野猫罢工与工
业与社会的普遍矛盾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以基于工厂的自主工人运动并通过北方工厂中的自主集
会持续抵抗资本家的工作，剥削与改组。同时，更为广泛的自主和民主化形式传遍整个工人阶级，
包括无偿劳动部门，如家庭主妇，学生，失业者和义务兵，其深远影响直达中等和专业阶级。
【6】 其最显著的进展是意大利的第一个普遍动员的妇女运动，用 Mariarosa Dalla Costa 的话“它
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自我意识，另一个是（‘女权斗争’的那种）工人主义女权主义，它逐渐演变
成以小组和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争取‘家务有偿化’的运动。”【7】

Della Porta 认为意大利女权主义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显著特点是其运动组织的群众性：

vi

“某些基进女性主义采取与男人决裂的方式来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即分离主义……
这些分离主义者致力于创造妇女空间与妇女文化，一方面避开父权制度与男人所加诸妇女的伤害，并进行疗伤，一
方面提供能真正满足妇女之需求的机构，包括妇女医疗中心、妇女教育方案、被殴妇女庇护所、妇女事业，乃至于
妇女书店、妇女餐厅等。”（周美智、郑掬文，《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15/155.htm。）

1974 年，1 万名女性参加了在 Pinarella di Cervia 的全国会议; 1975 年和 1977 年之间，国
家一系列的举措 ——主要是关于堕胎合法化的议题——每次都有三到五万位妇女参
与。 ……1975 年 1 月 18 日在罗马出现了第一次关于堕胎的大规模示威，有两万人参
与……在 1976 年 4 月，（与意大利共产党有联系的）“意大利妇联”【８】和其他政党的
妇女团队同意一起参加一个分离主义的示威，有超过 5 万人参加。【10】

一些前“工人力量”的理论家，也积极参与女权运动，他们的抗议主要集中在抗议无偿劳动力再生
产的主题上，它被视作为是活劳动力，因此也是资本再生产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很大部分是受
Mariarosa Dalla Costa 在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理论影响【11】，以及受 Alisa del Re 从受工人主义
影响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的影响【12】。根据前者的理论，在付酬/生产性劳
动力（产业工人阶级）和无偿/再生产性劳动力（妇女，学生，失业者）之间有等级区分。因此，
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寻求从官方工人阶级组织中以及彼此中寻求自主。

在 Mariarosa 和 Giovanna Franca Dalla Costa，以及 Leopoldina Fortunati 等的作品的基础上，“女
权斗争”开拓了一个名为“家务有偿化”的运动，与 Selma Jamesvii在英国类似的运动联合起来。同
时，在美国与加拿大也有“家务有偿化”团队：在纽约有 Silvia Federici，在多伦多有 Judith
Ramirez。这个网络还延伸到的活和瑞士。Mariarosa Dalla Costa 是如此描述“女权斗争”的政治原
则和策略的：

我们要求家务给报酬主要是回应女人缺钱的严重问题，但也是一种在服务领域显示力量的
方式[……]。这个要求同时也结合另外一个要求：要求给所有女人男人大量减少家庭外劳
动（要求一个 20 个小时的工作周），好让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解放出来，而不需要从更
多层次的劳动里找（很不足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这也为旨在家庭以外工作的解放主
义立场提供空间，其目标仅是争取家外工作，加强社会服务。这是制度化左派的立场，但
也是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的立场。【13】
vii

Selma James（塞尔玛·詹姆士）写的一篇女权主义经典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 女人的位置》，
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2810。

然而，向国家要求家务报酬触发了一个跟女权主义运动其他意见者的严厉论战。他们把这样的要
求看为“背弃社会化家庭劳动的目标”。【14】

1974 年 6 月，在要求“家务有偿化”和把此看为对家务劳动的“肯定”两方的论争中，Rosso【15】
通过帕多瓦“家务有偿化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有关于与梅斯特雷女权运动所进行的三天讨论的报告。
很多家庭妇女、老师、商店助理、以及秘书为了控诉他们从雇主、伴侣、和国家受到的三层剥削
而聚集起来了。她们抵制所有人给他们强加上令他们担忧和恐惧的工作状况。“我们的斗争是针
对工厂、[……]办公室，针对整天要坐在收银台[……]。我们不是为了获取这种工作组织而斗争，
而是根本上反对它。【16】

她们摈斥了政党和议会外组织的看法。后者相信妇女的解放将通过就业来实现，而她们却要求国
家补偿她们的无偿家庭劳动：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国家最基层的结构是核心家庭，而她
们为国家“再生产”了公民和工人。她们还控诉了微薄的社会服务的不足：给家庭妇女和就业妇女
服务的托儿所的短缺，以及女人身体在“男性主义”医疗系统中遭受虐待。她们呼唤女人抢回对自
己身体和生命的控制：

我们女性必须拒绝国家试图强加于我们的生存底线。我们需要要求得更多，要重新调整被
拿走的财富----金钱、权力、和他人（比如女人、老人、孩子）相处的空闲时间。我们要
成为社会个体，而不再作为附属品。【17】

女性过去在人数拥挤、资金短缺的教育系统问题上也表现得甚为活跃，因为这是 1970 年代中期
所有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女权运动动员阶段的巅峰，她们为了要求更好的学校和日用设备，做
了许多事情：进军到学校、组织纠察队、占领教室、设置路障等等。【18】

这些动员是在新左派和“自主运动”的参与下自发组织的，最明显的是南部的“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19】和一部分工会。然而，它们总体来说具备独立于任何政党并且对政党保持警惕
的特色。

类似的冲突随之发生在社区对再生产需求（如住房、出租、账单和购物）和休闲需求（外出吃饭、
看电影和摇滚音乐会）的控制上。这些冲突与新兴女权运动对自己身体和生活的控制权的需求有
结盟。女权运动打败了要废止 1970 年的离婚法的 1974 年公决，并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争取到堕胎
合法化（1978 年通过的第 194 法条）以及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民主化和女权化。【20】至
此，她们需要一个“自主”的新概念，来反映从工业工厂到社会工厂、从传统工人阶级奋斗到新社
会运动斗争的过渡。

然而，1970 年代早期的女权运动为因为其活动强度而在参与者的健康和私人生活上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尽管他们从前抨击过新左派的强迫性战斗性、和为了政治争斗而牺牲所有私人生活的行
为。据 Mariarosa Dalla Costa 叙述：

我们有国内和国际的团体，但最让人震惊的是执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方式都极端拮据。沟通
的主要方式是传单和我们的报纸，《家庭工人》viii。这种激怒人，无孔不入的的战斗性，
源自“工人力量”的经验。但我想，同时期的团体境遇也跟我们差不多。尤其是我们当领袖
的当然更感到艰难。在此有些事情要强调……1970 年代末，我们对那样的生活和活动已
经筋疲力尽。我们原比男人（包括我们的同志）更狭窄的再生产空间都被侵蚀了。【22】

然而，“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的妇女们对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关注
男性在家庭内对女性事实的身体和性暴力作为一种规训性力量存在的方面。这与工厂采取身体和
精神暴力规训工人相似。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意义的是 Leopoldina Fortunati 和 Giovanna F. Dalla
Costa 的作品。后者曾这样论述到：
viii

译注：该报纸的名字《Le operaie della casa》又可翻译为“家务工人”或“家务劳动者”，但意大利语家务是 lavori de
casa，而 operaie 是工人的意思。家庭劳动还不只是我们平常了解的家务，还有照顾孩子、情感工作等。

开始时，女权运动控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事实上，事实
上这是第一个围绕它发展处大规模辩论和高度组织化抗争的议题。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并非
伴随资本主义而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孕育出来的。但尽管这类暴力的某些方面仍没有
改变（妇女早在资本主义萌发之前，就经历被打、被强暴、被杀、生殖器被残缺ix、被迫
流产或养育孩子等暴力）。在资本主义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重新建构、并被赋予了一
个功能……完全内化的角色—女性必须做家务。……这类工作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工
作，它的工作范围是家庭。【24】……资本和女性关系上的极端的暴力表现在男女关系上：
男性对女性加剧暴力的关系。【25】

这位作者批评了工人运动（包括所影响她和其他“女权斗争”及“家务有偿化”成员的工人主义）的
一个盲点：当时工人运动未能聆听和理解她们理论的新奇之处，而是把“家庭工人”的概念等同于
工厂工人：

像所有女人，我们从骨头里感觉到……我们是“家庭工人”，【26】“在家庭内，每位女人
都是无偿工人！” 自从我们开始这样自我认同，左派的一部分就给我们戴上了“老式工人
主义”的帽子，因为他们把“家庭工人”等同于“工人”，并把他们自己编的理论归于我们。
男性左派的这种耳背并没让我们惊讶：至于既看不到又听不到女性的男人而言，除了说教
便没别的什么了。【28】

男性左派如此封闭的态度与女权运动关于无偿家庭劳动争论的严肃态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把女性视作无偿劳动家庭工人的观点已经成为了一种共通的历史遗产。连不认同“家务有
偿化”的策略的女权主义运动阵营都以多方面相似的方式定位女人的状况。将家庭劳动者
和奴隶之间的状况进行比较相当重要，伴随着我们的分析，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塑造这

ix

“生殖器残缺”指的是女性割礼。

个论述。因为女权主义运动在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中掀起了政治动员浪潮，这使得这个论
述显得更加有必要。暴力的兴起与今天女性不断高涨的反抗有显然的关系，同时也跟国家
和掌权人士妨碍她们的不断高涨的意志有关。【29】

女权主义和自主运动之间的关系

当女权主义运动中激进分子强烈地要求她们的健康和私人生活权利时，那些一边选择在女
权主义运动中行动的人同时又在新左派运动和社会运动中经历了一种恶化的“双重战斗”的人们选
择提出她们自己的要求。同时，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扎根在“工人力量”等工人主义团队中的女
权主义者）与自主主义者的关系就像她们与左派组织的关系一样紧张。独立的妇女团队对“组织
起来的工人自主”（Autonomia Operaia Organizzata）从一些从新左派中遗留下来的空头支票式的
政治实践方式的延续提出批评，特别针对一些带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暴力（有时是带有武器的）
使用的延续，虽然说女权主义自身不能完全等同于和平主义。【30】不仅如此，那些主张“意识
苏醒”的女权主义者把工人主义的和自主主义的妇女谴责为老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而后者
常常被更广泛的女性运动疏离。

从“暴力（被理解为一种激进的一意孤行，作为一种对于父权代表下女性被动和顺从特质的一种
解药）可以是一种主观的偏见”的角度出发，这些妇女对于在女权主义和自主主义中关于暴力和
主体性的辩论起到一定的贡献。【31】“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的“妇女团队”所介入的主要
领域是工厂，尤其是“拒绝工作”的实践、工作场所的歧视问题等，还有监狱、运动中的性暴力和
大男子主义、以及身体和健康有关的抗争。行动在医院进行针对不平等的医患关系，并且谴责那
些拒绝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疗中心和那些损害女性身体并且无法满足女性特定健康需求的健康中心。
另一个介入的领域是国际上关于“社会连带主义而不是团结”的说法，这一方面建立在“从自己开
始”的女权实践上，她们还与激进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有来往，后者会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做
“意识觉醒”，并且与“激进党”【32】联系紧密，虽然在更广泛的女权运动中，对私人范围、意识
觉醒和无暴力的强调备受争议。一个罕见的关于反对天主教堂对女性身体和生活控制的不良影响
的联合占领行动，发生在 1975 年的米兰大教堂。米兰大教堂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天主教堂，也

是天主教堂的官方代表。另一个行动是抗议在父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女性的被动地作为一味
满足需求的性奴隶的刻板成见。婚纱店和相亲中介是这个行动中最主要的反对对象。她们还参与
了 Lea Melandri【33】的“自由妇女大学”，在这个活动中，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们举出了跨阶级
的作品象征着女性在资本主义下所受到的阶级偏见。Rosso 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合作产生了两个
杂志，《坏女性》（Malafemmina）和《我们固执者》（Noi Testarde）。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
“私人生活的政治化”及对性别角色的疑问就变成自主运动的一部分，虽然自主女权主义者与一部
分男性自主主义者“以工人为中心”的立场之间仍然存在冲突。【34】

Del Re（一位女权主义者和“工人力量”的前任成员）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导致她与 Mariarosa Dalla
Costa 和家务有偿化运动之间产生分歧，哪怕她们都来自共同的工人主义背景。虽然 Del Re 没有
加入自主主义的组织，她却认为她自己的活动让她逐渐形成类似于自主主义的立场。这里，她通
过考虑意大利共产党（意共）内女权主义者自相矛盾的立场来分析“双重战斗性”的棘手问题：

这很困难，因为它有相互分裂的定义：比如说，我遇见过女性在议会外的政治团体中及其
活跃，同时她又是女权主义者，所以这里她面对着戏剧性的选择，因为女权主义逼着女性
去做戏剧化的个人选择。敌人通常是在家里：如果一个女性想要获得一种个人自主，并且
与那些身处左派中，在改变社会这一议题上有很多共同想法的男人成为恋人、朋友、夫妻、
父女或者其他关系，那么她可能会感到很不适。所以当面对非常个人的身份和人生选择的
时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使一些婚姻已经破碎了，一个人不可能总让丈夫下场因
为他们有一些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些决定是如此的激烈和暴力，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
在家中隐藏自己的女权主义身份，在公众场合时又以同志的身份出现。因为意共有些时候
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有些女性认为父亲是仁慈的，他总是或多或少地会接受他们小宝
贝的要求，但在意大利，没有一个政党听取了女权主义团体的需求，至少在 70 年代是这
样。意共的革命性强烈地质疑家庭传统；我遇见过很多家庭（妈妈，外婆和女儿）是意共
的成员，这是一种撕裂的伤痛，因为这是一种历史传统上的钟爱，一个人很难改变。[原
本附属于意共的]妇联对女权运动和离婚运动非常残忍。妇联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特别
是 1976 年意共在 Seveso 事件（一个受二恶英毒害的怀孕妇女因为担心生出一个怪胎所以
想要去堕胎）禁止它的成员在街上做支持堕胎权的游行后。在妇联从意共分裂出去的时候，

许多激进分子脱离了政党，投身于女权运动中。【35】

一位来自米兰的被采访者给出了关于女权运动的不同视角。她曾经是“不断斗争”的成员，在
1970 年代末加入了自主主义运动，直到 1980 年代才成为女权主义者。她细述了她父亲因为反对
她的政治活动而施加给她的暴力，同样地还有来自她伴侣（也是“不断斗争”的成员）的暴力，她
还因为另一位女性斗士的否定态度而倍感压力:

我 14 岁加入“不断斗争”因为他们好像是最活跃的新左组织……我父亲经常很暴力地打我，
去“保护”我不被卷入这些“危险的政治活动”，所以到 16 岁时我就逃家了……我的朋友也
打了我好几次，他也是“不断斗争”的成员……之后他因为打了另一位女性所以去接受治
疗……
他被其她妇女保护起来。保护他的女人包括我亲密的朋友，她参加过阿根廷武装斗
争。当我被打后向她求助时，她说：“嗯，你是掉下了楼梯，对吧？”所有人都说我是因为
车祸而受伤，从而保护他，让他免于被警察找麻烦……在武装斗争中，不是所有的男人都
是英雄，有一部分非常小人……当时我不想因为女权议题而破坏组织团结……我们有的人
在墙上喷了“男人和女人在斗争中团结”。【38】

关于那些选择当自主主义组织成员而不是独立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们的特殊身份，同一位被采访
者还说到了 1970 年代在意大利北部贝加莫市女性自主主义的一个案例：

每一个城市的运动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其独特的认同……在贝加莫她们有强烈的抵抗国家
特质……她们从来不会接受国家的基金会资助来供给自我管理的诊所……因为女性自主主
义的努力，很多的这些诊所还存在……她们自我筹款，主要领导还是原来那些人……在其
她城市，她们更加多关心的是关掉色情电影院……她们来自一些反强奸的斗争中，她们组
织自我防卫课程来抵抗强奸……之后他们成为反色情电影和拉皮条的武装先锋……她们不
实施武装斗争，但她们使用直接暴力行动来抵抗色情电影院，砸窗子等……其她团队会用

更加暴力的斗争方法，尤其是那些抵抗黑工招聘（lavoro nero）的斗士……她们烧掉了[雇
佣黑工来代替与工会签了合同的正规工厂的非法]黑工作坊（covi di lavoro nero）【39】，
但是她们没有武器……这些行动都是妇女自己进行的，没有男人参与。【40】

关于女性自主主义者与其她女权主义者的关系，这位被采访者继续说：

[女权运动中]的温和派比较流行……她由很多不同的团队组成……她们不会顾及阶级的问
题……其中比较激进的有“妇女解放运动”（Movimento per la Liberazione della Donna），
她们既不是女性分离主义者，又完全不会考虑到阶级的问题……她们的人特别多……她们
认为我们[女性自主主义者]是非常服从的，而她们的确是对的，我们当时就是[很服从男人
的]。我们很年轻……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女权主义的……当时我会参加女权示威，但只是
为了主张避孕和抵抗工厂对女工的剥削，但我在那很久以后才有了女权意识觉醒……当时
我的阶级意识很强烈……我以为女权主义者在把运动给分裂……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斗争”
和“组织起来的工人自主”在 1975 年袭击了罗马的妇女游行【41】，因为她们被看成是分
裂分子。【42】

结论

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在 1970 年代，围绕着无偿再生产劳动和性暴力、
身体暴力进行过短时间的、问题多多的联合。在 1990 年，前工人主义者和自主女权者走向了不
同的道路：Mariarosa Dalla Costa 继续做生态女权主义角度的研究，非常关注农民和渔民发起的
粮食主权运动。Giovanna F. Dalla Costa 现在研究小额资助在不同国家的实践。Leopoldina
Fortunati 成为一个在传播理论上非常著名的专家。Laura Corradi 成为一个学者，并卷入了生态女
权主义全球化运动。Alisa del Re 成为一个帕多瓦绿色政党的本土委员。在关于对 1970 年代更广
泛的女权运动和自主社会运动的讨论中，通过把无偿家务劳动议题置于核心地位，当今意大利女
权主义更被工人主义深刻影响，但是也经常和“工人核心”一类的理念爆出距离。这个议题的定义

至今仍然是未解决，但是已经迈向通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发展的道路，比如“情感劳动”
（affective labour）的理论【43】。她们发起的国际“基本工资网络”【44】也许能够针对新自由
主义资本瓦解了福利国家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法。“家务有偿化”运动最近的一
个重要进展是，使意大利东北地区的威尼托地区政府决定为家中照顾工作付款了。这是这种工作
第一次作为社会服务被正式地承认和付以报酬。【45】

最后，如果要总结被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与 1970 年代意大利妇女运动中其他形式的女权主
义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前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对“平等”和“解放”的诉求不仅混淆了女人
与男人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使得有偿男性工人与无偿女性家庭工人之间的阶级关
系变得神秘化。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后者一般认为
家庭外的工作给妇女提供了一条向解放和经济独立的道路，而“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都认为
妇女在家庭外的有偿剥削不能解决家庭内无偿剥削的问题。 至于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家务
有偿化”的意大利网络与前者同意要排斥男人参加女权组织和会议（除了为了照顾小孩子以外），
可是 Selma James 所参加的英国家务有偿化网络“Payday ”最后允许男人参加。【46】（到那时候，
在 1978 年后普遍镇压影响下，意大利的家务有偿化网络已经瓦解了。）

直到今天，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及其家务有偿化运动仍然有意义。例如，2001 年以来，为了对
应以男性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和战争，她们组织了一系列的“全球妇女罢工”行动，该行动的诉求是
“对一切关爱工作（caring work）得到认可和报酬，以及使各国的军费开支归到我们社区，妇女
正好是我们社区的主要关爱者”。【47】

■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Mexic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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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 (Dalla Costa, Mariarosa, email message, 4 December 2008).

●

5. May, Tim, Social Research, Issues, Methods and Proces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 Cuninghame, Patrick, “For an Analysis of Autonomia: An Interview with Sergio Bologna “,
Left History, Vol. 7, No. 2, Fall 2001, pp. 89-102; “Autonomia in the Seventies: The Refusal of
Work, the Party and Politics “,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Contemporary Italian
Political Theory), Vol. 11, No. 2, September 2005, pp. 77-94.

●

7. Dalla Costa, Mariarosa, “The Door to the Garden “, paper given at the “Operaismo a
Convegno “ Conference, June 1-2, 2002, Rome. Published in Spanish in Noesis,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Ciudad Juarez, Mexico, Vol. 15, No. 28, 2005, pp. 79-100. [Available on line in
English and Spanish].

●

8. Union of Italian Women.

●

9.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a /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

10. Della Porta, Donatella, Movimenti Collettivi e Sistema Politico in Italia 1960-1995, Rome,
Editori Laterza, 1996, p. 71.

●

11. Dalla Costa, Mariarosa,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Woman's Place by Selma James), London, Falling Wall Press 1974 [1972].

●

12.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in Italian with Alisa Del Re, Padua, 2 June 1999, in Gun
Cuninghame, Patrick, Autonomia, Movement of Refusals ―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flict in
Italy in the 1970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London, Middlesex University, 2002.

●

13. Dalla Costa, Mariarosa, email message, 22 September 2005.

●

14. De Luca, Stefano. “Il Movimento Feminista: Dall'emancipazione all'enfasi per la “diversità”“.
Storia, No. 24 , May 2007: www.instoria.it/home/femminismo.htm; accessed January 9, 2009.

●

15. A newspaper linked to Autonomia Operaia Organizzata (Organized Workers Autonomy ) in
Milan, a neo-Leninist tendency within Autonomia which sought leadership over the movement
and clashed with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Rome in 1975.

●

16. Various authors, “Lavoro domestico e salario “, Rosso, No. 11, (1st ed.), June, 1974, p. 34.

●

17. Ibid.

●

18. Ibid.

●

19. Name of the largest and nationally most extensive New Left organisation and its national
daily newspaper. Founded in 1969, it was particularly strong among FIAT car workers in Turin,
and a rival organization to Potere Operaio and Autonomia Operaia [AO]. “不断斗争” dissolved
itself in 1976 at its annual conference in Rimini following the decision by its women members to
leave en masse in protest at the leadership’s failure to condemn an attack on a women’s march in
Rome by Lotta Continua and AO militants the previous year (see footnote 40).

●

20. See also Dalla Costa, Mariarosa, “Di chi è il corpo di questa donna? “, Foedus, no. 19, 2007.

●

21. First appeared in 1976, edited by the CWfH (Committee for Wages for Housework) of Padua.
The editors defined it as a “newspaper-collage “ formed by words, drawings and photographs. It
spread news on struggles by women in their homes, factories and schools against the work and
exploitation they were forced to assume. See Moroni, P. & Balestrini, N. La horda de oro 19681977. La gran ola revolucionaria y creativa, política y existencial. Madrid: traficantes de sueños,
2006 [1988]. Translated from Italian to Spanish by M.Bogazzi, H.Arbide, P.Iglesias, J.Bonet i
Martí, D.Gámez, J.Gual, R.Sánchez Cedillo and A.Méndez. [Available online].

●

22. Dalla Costa, Mariarosa, 2002, op.cit.

●

23. Particularly in her classic text,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Housework, Prostitution,
Labour and Capital,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5 [1978].

●

24. The discourse on the home as a site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on the
family as the primary unit in which such work is performed, on housework as the specific form
of the work of reproduction, and on woman as the subject of this work was first defined by
Mariarosa Dalla Costa, op. cit. 1974.

●

25. Dalla Costa, Giovanna F., Un Lavoro d’Amore, La Violenza Fisica Componente Essenziale
del “Trattamento “ Maschile nei confronti delle Donne, Rome, Edizioni delle donne, 1978. My
translation.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by Enda Broph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published in 2008 by Autonomedia, New York, as The Work of Love. Unpaid
Housework, Poverty and Sexual Violence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

26. This definition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aly in Collettivo Internazionale Femminista
(eds.) Le operaie della casa, Padova-Venezia, Marsilio, 1974. This has been the title of a bimonthly new-journal of feminist autonomy since no.0 of 1 May, 1975 (Note by Mariarosa Dalla
Costa, 2006).

●

27. See also: di Paola, Furio, “Per un Dibattito su Militanza e Organizzazione Proletaria in
Bisogni, Crisi della Militanza, Organizzazione Proletaria “, Quaderni di Ombre Rosse, No.1,
Savelli, Rome 1977, p. 98. (Note by Mariarosa Dalla Costa, 2006).

●

28. Dalla Costa, Giovanna F., op. cit., p. 9. We have recuperated this definition from the women
activists of [LF] who first used it in 1972. See “L'Offensiva “, Quaderni di Lotta Femminista,
No.1, Turin, Musolini, 1974 [1972], p. 21. (Note by Mariarosa Dalla Costa, 2006).

●

29. Ibid.

●

30. Among the approximately 200 armed groups which proliferated during the “second wave
“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late 1970s, there were also several feminist organisations which carried
out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sweatshops where mainly women workers were being exploited and
against those doctors who, claiming to be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 refused to carry out
abor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while performing them in their own private clinics. See Ruggiero,
Vincenzo, “Sentenced to Normality, The Italian Political Refugees in Paris “,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No. 19, 1993, pp. 33-50.

●

31.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Laura Corradi. Durban, South Africa, 27th July 2006.

●

32. A libertarian split from the Italian Liberal Party and one of the few parliamentary parties
opposed to the emergency laws, mass arrests and drastic increase in the abuse of human rights
between 1979 and 1983. A woman member, Giogiana Masi, was shot dead in Rome in May

1977 by police disguised as Autonomia militants during a peaceful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ban all marches for three months.
●

33.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minist intellectuals, co-founder in the 1960s of the countercultural magazine L’Erba Voglio [the grass I want] and author of L’ infamia originaria.

●

34.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aragraph is based on a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in Italian
with three women informants involved in Autonomia, Milan, August 1998, and an article from
Rosso (14 February 1976, p. 9).

●

35. Interview with Alisa Del Re – 26th July 2000, Hwiki Political [web site]:
http://hwi.ath.cx/twiki/bin/view/Political/ALISADELRE26LUGLIO2000.

●

36. Internal self-defenc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marches from police and neofascist attacks, but sometimes also from rival New Left groups.

●

37. Man woman united in the struggle.

●

38.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informant from Milan.

●

39. The sweatshops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stfordist decentralized network mode of production
which beca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in Italy from the mid Seventies onwards, employing
mainly non-unionised young adults.

●

40.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informant from Milan.

●

41. “At a mass demonstration to demand the right to abortion, the first visible expression of a
separatism that had already been a political practice for several years, on December 6, 1975, an
exponent of the New Left received a slap for having attempted to force his way through the
servizio d’ordine [see note 36] which prevented admission to men in the demonstration. This was
the first symbolization in the media of an unresolved dispute within the New Left, and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eft, old and new, to manage what could no longer be presented as just one
more variable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 (Ballestrini & Moroni,
op.cit., p.499).

●

42.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informant from Milan.

●

43. The most typical form of affective labour would be housework or any caring work within the
community, although the category includes, extrapolating from Fortunati (op.cit), any form of
labour involving an “exchange of immaterial use values “, such as sex work. For an analysis of
immaterial and affective labour, see Lazzarato, Maurizio, “ Immaterial Labour “,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trans. Paul Colilli and Ed
Em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133-147.
●

44. See www.nodo50.org/redrentabasica/english/index.htm.

●

45. Dalla Costa, Mariarosa, “Autonomia della donna e retribuzione del lavoro di cura delle
nuove emergenze “, Foedus, No. 19, 2007.

●

46. Payday is a network of men organis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 around the issues of domestic labour, welfare and childcare:
www.globalwomenstrike.net/English/menjoinwomen.htm.

●

47. See www.globalwomenstrik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