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 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

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共同发生作用，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

不同阶段，两种生产的地位是不同的，那么受这两种生产所

制约的社会制度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发展的不

同阶段，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恰恰说明了这种变化，是

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

一、两种生产的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第一版序言

中， 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类生产决定社会

发展的论断。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

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

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

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

繁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

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

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1〕 物质资料生产是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要维持自

己的生存，就需要有食物、衣服、住房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由人们经过劳动生产出来的。 任何社

会都不能停止物质资料生产， 它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基

础，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人类自身的生

产，即种的繁衍，是通过人类的生育实现的。 而生育又和婚

姻和家庭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这两种生产相互作用，共

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物质资料生产越不发展，生产出来的

劳动产品的数量就少而社会财富就小， 那么人类自身生产

的制约作用就大， 社会的发展在较大的程度上就会受到血

族关系的支配。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日益

提高，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

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

这些都说明物质资料生产逐渐发展起来， 血族关系对社会

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小。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的社会制度

因为新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被摧毁； 由以地区团体

为基层单位的国家组成的新社会取而代之。 于是，人类的两

种生产也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发展起来 ,交互作用 ,推动人类

社会一步步由低到高向前发展。

二、家庭的演变过程及妇女地位的变化

1.从人类产生到进入文明社会，家庭历经了四种形态

家庭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在人类最初处于原始群的的

时代，就没有任何婚姻和家庭制度。 在那个时代，每个女子

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样一种

状态是与当时的群居生活相适应的。 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在

杂乱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了四种家庭形式：（1）血缘

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阶段。血缘家庭是按辈份来划分婚姻

集团的，在一个家族内划分为 4 个范畴，即祖、父、己和子。

这种通婚关系，排除了祖先和子孙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通婚，是实行同胞兄弟姊妹通婚的一种婚姻家族制度。 （2）
普那路亚家庭。 同一个普那路亚家族内不能通婚，实现了血

缘家族内婚制向普那路亚家族外婚制的完全转变。 这说明

人们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弊端，逐渐杜绝近亲通婚。 （3）对偶

制家庭。 社会发展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生产力有了显著

的发展，普那路亚家庭开始向对偶制家庭过渡。 这是一种成

对配偶制，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这个男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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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 对偶

制家庭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又确立了生身父亲。 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和财富的进一步增加， 丈夫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

者，他为了把自己的这些财产传给自己的子女，就要求自己

的子女是亲生的，而且必须属于自己氏族，世系必须按父权

制来确定， 从而给了以母权制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力的打

击，发生了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转变。（4）专偶制家庭。专偶

制家庭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 是男子居于统治

地位的固定配偶关系。

2.妇女地位在家庭演变过程中的变化

从家庭的这四种历史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生产力

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家庭形态。 家庭的这四种形

态中，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属于群婚的形式，子女只知

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

来确定。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妇女主要从事原始的农业

生产，收入可靠，但没有剩余产品，劳动产品大家平均分配，

男子主要从事狩猎，由于工具的落后，不一定每一次的狩猎

活动都会有收获。 正如前边所说，物质资料生产越不发展，

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数量就少，从而而社会财富就小，那

么人类自身生产的制约作用就大， 社会的发展在较大的程

度上就会受到血族关系的支配。 因此， 妇女享有崇高的地

位。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原始社会出现社会大分工，

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物质资料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男

子在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占据了主要地位，而

妇女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则降到了次要地位。 这

种分工的转变改变了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家庭中的财

产由男子支配，妇女的劳动则成为男子劳动的附属品。 但是

由于生产力仍然不发达，剩余产品仍然很少，所以，私有制

度并未形成， 妇女的地位只是降低了， 还未处于被压迫地

位。 〔2〕与此相适应，在对偶制家庭中，男子作为生产资料的

所有者，为了把自己的财产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必然要求子

女必须是自己亲生的，世系必须按父权制来计算。 随着母权

制的颠覆和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制家庭向专偶制家庭过渡。

专偶制是一种妻子片面遵守的一夫一妻制， 专偶制家庭的

出现，确立了男子在家庭中统治地位，把妇女置于男子的绝

对统治之下，从经济上剥夺了妇女劳动的权利，成为男子的

附属品，从而巩固了男子对财产的统治地位。 从此妇女一直

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由此可见，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它经历了妇女享有崇高地位到妇女地位降低， 最后处于被

压迫地位的过程。 家庭中男女地位的逐渐改变，正是两种生

产相互作用的表现。 物质资料生产越不发展，人类自身的生

产制约作用就越大，妇女的地位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三、对妇女地位的反思

1.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目前，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直倡导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人们所倡导， 就是因为社会中

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思想。 人的性别可以分为生

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前者是指男女天生的生理差异，后者则

是由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构成的男女之

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职业分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

会差异和不平等。 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不变的。 后者则

是人为的，是可以重构的。 〔3〕生 物 学 意 义 上 的 男 女 性 别 差

异，说明的仅仅是男人与女人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同，不能由

此得出女人不如男人而必须服从于男人， 从属于男人的结

论。 男女都有同样的价值，没有优劣之分。 中国传统性别文

化也认为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都比男性弱， 故地位比男性

低下，应从属于男性。 〔4〕社会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对两性的

角色进行刻板的定型，宣扬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而且女性必

须接受这种统治。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一下研究妇女的社

会地位的形成原因。

2.妇女社会地位的形成原因

社会性别所赋予妇女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从来

就有的，在母权制社会，女性拥有很崇高的地位。 在原始社

会到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

出现，男子在生产和经济中占有可支配他人的私有财产，妇

女的崇高地位逐渐降低。 随着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妇女便

沦为男子的附属品和奴隶。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母权制的被

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

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5〕

四、结语

可见，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妇女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

妇女的经济地位是指妇女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母系氏族时期，女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她

所从事的劳动是氏族成员的主要生活来源， 因此当时妇女

的经济地位很高，而且高于男性。 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父权制代替母权制，妇女由于生理方面的限制，逐渐远离社

会生产而困于家庭之中，从而依附于男性。 因此，妇女要想

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从家庭的

家务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归到社会生产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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