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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从女校的历史和现状背景及实证分析入手 ,认为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形式上的男女平等

而实质上的性别歧视 ,以及大学教育中的“男性中心意识”根深蒂固 ,从而提出女校存在与发展价值的理

论框架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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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 ,我国又陆续出现女校的办学形

式。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全国的女校

数量增多 ;至 2007 年底 ,全国共有单独设置的女子

高等院校 12 所。但是 ,社会对女校及女校教育形

式存在着许多疑问和不解 ;观点和看法颇多 ,褒贬

不一 ,争议很大。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质疑女校的存

在价值 ,甚至对女校的进一步发展持否定态度。因

此 ,我国女校的现实处境是 :社会接受程度低 ,质疑

多 ,生存环境差 ,发展障碍大。

女校是以学校全部招收女生进行教育培养的

学校。女校的这种教育形式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

值 ,能不能继续发展 ,是值得我们社会 ,特别是每一

个教育者深思的问题 ,这也是摆在我们教育研究与

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非常实际、尚未解决的难题。本

文拟就此问题作点粗浅探讨。

一、我国女校存在、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背景分

析

(一)历史表明 ,女校存在价值始终处于肯定与

否定的徘徊之中

在人类发展史上 ,性别偏见是国际性的 ,妇女

社会地位低下 ,这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

从加强妇女教育、提高女性素质入手来努力消除对

女性的歧视 ,以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已成为世界

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然而 ,以何种形式来加强女性

教育 ,在历史发展中一直表现得不确定 ,从中也深

刻反映了社会存在的性别偏见不仅漫长而且根深

蒂固。

基于此 ,20 世纪上半叶 ,我国首次进入有女校

的办学历史。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 (1949 年

止) ,陆续出现一些侧重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贵族

式女校。以我国女性高等教育为例 ,受西方世界影

响 ,1905 年 ,我国引入教会女校 ,由外国传教士创

办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样 ,以女校办学形式开创

了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先河。之后 ,女校形式的女

性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有一定的发展。诸

如 1919 年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 ,随后发展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

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办学观念的变化 (如 ,认为

提倡男女平等就应该男女同校)而导致办学形式的

改变 ,所以又撤销女校 ,进而实行男女混校 ,女校逐

渐消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全国又出现女

校 ,但是办女校的宗旨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可以

说目标更大、起点更高、内涵更深。尤以中华女子

学院、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学院等为

代表。

(二)我国女校存在、发展的现状背景分析

从社会的现状看 ,我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一

样 ,提倡男女平等、摒除性别歧视的制度和政策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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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制定 ,可以说 ,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已实现。但是 ,

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是 :实质上的男女平等并未完

全实现。从女性受教育的比例 ,受教育程度的比

例 ,女性参政议政比例 ,女性获得成功的人数比例 ,

女性与男性同工不同酬的比例 ,女性在社会分工中

的角色与分量 ,女性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的重

视程度及地位 ,以及女性在经济、政治活动中的地

位等诸多方面可以全方位、深层次地反映仍然存在

的性别偏见和女性的弱势处境。例如 ,据《广东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 ,广东女性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低于男性 2. 05 年 ,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

群中 ,城镇男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

56 %和 35. 9 % ,两者相差 20 个百分点。

从教育的现状 ,尤其从高等教育的分析看 ,高

等教育中明显存在着的“男性中心意识”或“性别意

识缺失”,其实质是对性别偏见的掩饰 ,是阻碍女性

教育和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表面看 ,在男女平等的

制度框架下 ,女生可以与男生一样进入任何一所高

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 ,受教育后女性在各方面成功

的比例远少于男性 ,由此加固了社会对女性性别的

偏见。事实果真如此 ? 其实并非如此。有学者研

究发现 ,大学校园的环境和制度普遍存在性别不平

等的各种因素 ,这些因素潜移默化地阻碍女性的成

长。英国学者埃克 ( Sandra Acker) 对一所大学的

1000 名男女研究生就学期间对大学的思想观念和

宗旨的接受、认同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所表

现出男女性别间对此的观念、接受和认同的差别是

巨大的。[1 ]然而 ,主流高等教育并没有关注到不利

于女生的学习、成长环境的客观存在。

目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男性中心意识”就是 ,

其研究领域和对象、主题、内容、方法及结论等各方

面都是符合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 ,并与男性在社会

中的角色融为一体。在这个领域 ,女性作为边缘群

体的感受和判断完全被忽略掉。[2 ] 具体来说 ,这些

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教育机会与性别问题。从表

面上看 ,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参加入学考试的平等权

利。但是 ,事实上在女性成长过程中 ,各种教育的

机会都明显低于男性 ,而这种学科化教育上的不平

等也是男女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3 ]二是学科和

专业上的性别问题。现实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大

学里的男生在某些专业、学科的成绩要明显优于女

生 ,尤其是理工科专业。一般认为 ,从生理角度分

析 :女孩较男孩有更好的语言能力 ;男孩较女孩有

更好的空间知觉能力 ;男孩数学能力优于女孩 ;男

孩更富有攻击性。[4 ] (P545)
但学校教育并不会考虑这

些生理因素。由于缺乏因性施教的环境和平台 ,女

生在学校学习专业的成本总是要大于男生。三是

教师的性别偏见问题。男女学生在专业中的表现

往往与教师的性别态度相关。[5 ] 教师经常会不自

觉、下意识地对男生要求更高而对女生要求低。教

师的这一做法将对女生今后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

的影响。四是女性教师对高等教育管理和学术研

究的参与程度较低。

由此可以看出 ,教育现状所形成的教育或大学

环境对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存在着许多忽视的方面 ,

传统的理论和观点进一步加固了人们对这一现象

合理性的印象和认同 ,使人们忽视了性别偏见和社

会文化的决定作用。学者西格尔对性别差异的研

究表明 :在认知技巧与个性特点的测试中 ,实验结

果一再揭示出同性间的差异大于两性间的差异。

因此 , 科学及其教育中女性偏少 ,不是女性出了问

题 ,而是文化中关于男人、女人与科学的信念出现

了偏差 ,有关科学的种种特征是以忽略与排斥女性

为标志的。[6 ]在性别和科学偏见中 ,男性掌握了公

共领域的专断权 ,总是从男性与生俱来优于女性的

所谓直觉去从事科学 ,在科学与男性之间存在着一

种隐秘的对等关系。这种神秘的信念通过“性隐喻

(Sex Ualmetaphor)”的方式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

中表现出来。[7 ]在社会文化中 ,家庭、学校和社会把

这种性别偏见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植于男女的头脑

观念中 ,作用于他们的行动上 ,由此产生目前的教

育现状。

二、建立女校存在与发展价值的理论框架

(一)环境决定理论

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环境中 ,无论从历史分

析还是从现状分析 ,女校都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

在。可基本表述为 :我们假定目前社会是事实上的

男性为主的社会 ,并且将维持漫长的时期 ,短时间

无法改变。历史和现状分析实证了这一假定成立 :

透过女校的兴起、消失、又兴起的曲折发展历史 ,明

显地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女校存在价值认同一直处

在不确定之中 ,也深刻地反映了几千年来所形成的

传统男女性别观念对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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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现状表明 ,社会中普遍存在形式上的

男女平等而实质上的性别歧视 ,以及大学教育中的

“男性中心意识”或无性别意识教育根深蒂固 ,并且

将长期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在这种环境条

件不能短期改变的情况下 ,女校能够为女性教育寻

找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良好平台 ,女校教育是有利

于提高女性社会主体意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性别视角理论

社会性别指两性在社会文化建构下形成的性

别特征和差异 ,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

解 ,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

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确立社会性别视角 ,有利于在

人类认识自身和世界知识的理论中对女性的性别

视角引起重视 ,有助于尊重和理解性别的不同意

见、看法和经验 ,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沟通和增进亲

和力 ,有助于获得对人类和自身的新认识。而女校

的创建本身 ,就是社会性别视角理论的一种实践。

(三)教育民主化与平等理论

以创办女校的形式实现“赋教育以社会性别”,

就是要致力于教育民主化与平等这一重要的目标。

比如 ,可以通过女校的性别教育课程 ,建立性别公

平的理念 ,其本身就是实现教育民主化与社会性别

公平的组成部分和措施之一。同时 ,为女大学生提

供一个认识自我和社会的女性视角 ,把个人感性

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女性群体共同的、理

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 ,以促进教育民主化与平等的

进程。

三、我国女校存在与发展价值的实证分析

从背景和理论分析表明 ,为女性教育寻找一个

适合自身发展的良好平台与环境 ,创建女校仍是一

种十分值得考量的办学方式。下面以广东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实践来说明女校存在与发展的

价值。

(一)培养目标定位

该学院从创办之日起一直以培养女性人才为

己任 ,将办学目标定位为 :“面向女性群体 ,培养女

性人才”。这样定位的主要理由 :一是区域经济的

发展 ,要求培养更多的女性人才。二是女性高等教

育现状 ,要求为女性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三是有利于促进高职教育多样化发展。四是

学院自身优势决定了办学定位。全国妇联、广东省

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妇联的有关领导在视

察学院工作时 ,对学院的办学定位也给予了充分肯

定 ,指示学院坚持这一定位 ,加快发展。学院近年

来办学的显著成效 ,也很好地证明了社会对学院办

学定位的认同。

(二)发挥女性性别优势的专业设置

学院专业设置注重发挥女性优势 ,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 ,紧密结合市场对女性人才的需求 ,构建体

现女性性别特点的专业。目前开设的 25 个专业 ,

涉及电子信息、财经、轻纺食品、旅游、公共事业、文

化教育、艺术设计、传媒共七个高职高专教育专业

大类 ,以文化教育类、财经类、公共事业类为重点 ,

适应女生就业。

(三)适合女性成才需求的课程安排

开设一系列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特色课程 ,这些

课程对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群体意识和性别意

识 ,塑造具备“四自”精神的新女性起着积极的作

用 ,对于提高女性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 ,培养女性

高尚的人格 ,挖掘女性的潜能 ,发挥性别优势 ,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女性特点大胆改革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 ,把“四自”精神、男女平等意识的培养、

女性审美内涵等内容 ,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在

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 ,通过直观的图像和影

视资料 ,增强课程的吸引力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 ,培养她们的创造力。

(四)促进女性发展的学生管理和校园文化建

设

注重女性发展 ,把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有

机结合 ,把爱心、真情渗透到教书育人的过程 ,摸索

一套适应女性发展的学生管理模式和方法并应用

到管理的全过程 ;注重发挥校园文化对学生成才的

潜移默化作用 ,按照“校园建设营造整体美、绿色植

物营造环境美、文化活动体现创作美、人际和谐营

造文明美”的思路 ,既重视硬件建设 ,也重视软件建

设 ,既体现主旋律 ,又倡导多样化 ,既加强规范引

导 ,又注重个性发展 ,体现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发挥

校园文化建设在促进女性健康发展的作用。

四、确立女子院校优势所在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充分挖掘和调动女生的自身潜能

实践表明 ,男女同校的教学方法等是以男性为

中心的 ,客观上并没有考虑女性的心理特性 ;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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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从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到教学方法等诸方面基本

按照女性心理特性设计的 ,因而女生能更好地掌握

知识和技能 ,更好地发挥潜能。

(二)在人生的关键阶段为女生提供更适合自

身成长的平台和环境

女校独特的校园文化及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使

女生在求学的关键年龄段更有机会去发展和展示

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更能摆脱依赖 ,勇敢地面对一

切 ,独当一面 ,承担各种角色 ,从而更快地成长和成

熟。

(三)有效提高在男性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目前社会是事实上的男性为主的社会 ,并且将

维持漫长的时期 ,短时间无法改变 (这一前提成

立) ,在这种情况下 ,女校教育无疑是有利于提高女

性社会主体意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因为女校从

课堂到校园文化 ,从知识到思想观念都能得到与男

女混校不同的、有系统的、针对性强的训练、学习和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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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Girl School’s Existing Background and the
Girl School Theory in China

WU Hongyue
(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 , Guangzhou 511450 , China)

Abstract : Analysed through girl school’s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seeming 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sexes but in substantive sex discrimination , as well as

the ingrained“masculine central consciousness”in colleg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is , the theory frame and opin2
ion of girl school’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 : girl school’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 theory frame ;background

简　讯

中华女子学院与美国圣玛丽女子学院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美国圣玛丽女子学院 (Saint Mary - of - the - Woods College)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女子学院之一 ,始建
于 1840 年 ,坐落在美国印地安那州 ,现有在校学历教育生、远程教育学生和研究生约 1700 余人。2008

年 3 月 5 日上午 ,美国圣玛丽女子学院访问团一行访问中华女子学院。张李玺院长向客人介绍了中华
女子学院的办学特色和目前的国际交流合作情况 ,并表示很高兴能与圣玛丽女子学院开展合作交流 ,希
望今后双方的合作能圆满成功。圣玛丽女子学院院长大卫·波斯表示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中华女子学
院共同分享女子大学的办学发展经验 ,并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 ,希望与中华女子学院的合作能长久
顺利地开展下去。随后 ,张李玺院长与美国圣玛丽女子学院院长共同签订了两校关于教师和学生的学
术交流活动的协议。签字仪式结束后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刘梦和圣玛丽女子学院院长就中华女子学院
学生赴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领导力开发”研究生项目进行了座谈 ,并达成了合作共识。

下午 ,中华女子学院各系部负责人与圣玛丽女子学院访问团一行就“2 + 2”合作项目及其他合作领
域进行广泛的交流探讨。(贾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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