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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性别概念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提出和演进的，它是女性主义核心内容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形

成与发展对于妇女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它在中国的本土化运用与发展，也为中国妇女研究指明发展方向和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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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Gender)理论表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在女

权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涌现与发展的，并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

观念体系，现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的中心内

容。90 年代中期，“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

的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

各地妇女争取解放、追求平等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 

 

一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与理论铺垫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都是特定时代

 的产物。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是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到一

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是女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

容之一。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具有一个过程。作为女性主义运动

的鼻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女

权辩护》中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这种

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是造成

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的罪魁祸首；她主张女性的权利同男性

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呼吁给予女性同男性一样的教育权、

工作权和政治权。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Simone Beauvoir)

出版的《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圣经”。她认为

西方社会是由男性控制的家族式社会，女性是社会中的第二

性，处于附属地位，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物因素，

而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正像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被造成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着女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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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运动高潮的到来，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现实经验与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这一概念主张男女两性各自承

担的性别角色是在文化制约中形成的，例如男女两性在社

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如

男高女低、男优女劣 )、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

的社会认识等等。社会性别已经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

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以及个体的生活选择。至此，社会

性别作为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概念，成为女权主义学术

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 

社会性别理论随着实践与历史的发展，对它的诠释也是

多角度、多思维、多方式的。美国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斯

托勒（Robert Stoller）在 1978 年出版的《生理性别与社会

性别》中说：“人可以谈论男性或女性，也可以谈论男性气

质和女性气质，而与解剖学或生理学无关；虽然生理性别和

社会性别在现实中像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也密不可分地

纠结在一起。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认下列的事实，

即这两个领域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并不一定像一对一的关

系那样紧密相连，而是各自有其独立的内容。”[1]1988 年，

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史家理论家琼·斯科特（Joan W. Scott ）

把社会性别定义为“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社会性

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2]P168-170“这种权力关系

直接体现为男子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妇女的被统治和被支配

地位；男子的主体地位，妇女的客体地位。”[3]P145 通俗一点，

因此，女权主义学者认为，父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利关系，

使得两性分化逐渐在父权制文化中形成。人类是在这一社会

文化适应中形成了男女角色、性格、地位、行为特征等方面

的差异，并使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发展与延续。  

1995 年，世界妇女打回在北京召开之后，“社会性别”

概念在我国不仅成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

而且逐渐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妇女活动及女性研究

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活动者、女性学研究者在项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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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著及学术会议上，以显著的位置和频度使用这个“社

会性别”这一概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视

角，在与性别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正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二  社会性别的内涵与特征 
70 年代中期，盖尔·卢宾(Cayle Rubin)首次提出“社会

性别制度”概念。自此，女性学者们用“社会性别”（gender）

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sex）。在此

之前，传统的父权制观念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组织

携手作出对女性的严密规范，即贤妻良母是正常女性的惟一

生存方式”，[4]P42 女性自然的生理性别(sex)决定了女性贤妻

良母这一角色，若想改变两性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只有改变

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和先天差异。一般情况下，人们将生理

性别理解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生理属性，指男性

（male）和女性（female）之间生物学、解剖学意义的上的

差异。而女权主义者将社会性别理解为：“由历史、社会、

文化和政治赋予女性和男性的一套属性”；“社会性别关注男

女之间由于社会结构性原因所形成的差别。社会性别不仅指

个体层次上的认同和个性，而且指结构层次上的在文化预期

和模式化预期下的男子气和女子气”“性别指的是由社会化

过程所构建的女性和男性的作用和责任”[5]美国社会学家戴

维·波普若认为:“性(sex)是指区分一个种群的男性与女性

成员的生理特征。社会性别(gender)指的是与男性和女性相

关的社会与心理特征。由于社会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

和文化决定，其含义也就随着时间和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

同。社会性别的认同是社会和文化所确定的性别界限，它与

性别的生理定位无关”。概而言之，生理性别指的是解剖学

意义上男女特征，如染色体、性腺、身体形态、生理机能等，

而社会性别则是以文化为基础、以符号为特征作出的关于男

或女的判断，以及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的期望或规范。 

上述种种观念证实，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不是与生

俱来的，而是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对社会性

别理论加以深化发展的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曾说:

“我对性别的定义由两大部分和若干个小部分组成，它们互

相联系又相互区别。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下列两大命题之间

必要的联系: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

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6]P167 斯科特的社会

性别概念的核心是将男女两性关系看成是社会制度规范历

史生成的而非自然的产物，从而得出结论:生理状况不是决

定和主宰妇女命运的，男女性别角色和分工模式是可以在社

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社会性别概念引进到妇女史的研究

使人们清楚地看出两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历史上形成

的，不是一种本质的自然存在。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性别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社会性 

社会性别是由社会文化所生成的，随着历史、政治、经

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而改变。譬如，中国社会文化所建构的

“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郎才女貌”

等社会性别，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深刻地影响着男女两性的劳

动分工、生产资料占有、婚姻、教育、情感、行为以至于社

会地位与社会价值。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信息时代生产模

式的冲击，传统观念中的社会性别规范必然发生很大的改

变，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解释的，“社会性别是用特定的、先

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关系来重新表示一个人”[7]P28。作为社

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性别的属性同样是由社会文化

所赋予的，它已成为一种力量构建与约束着男女两性的行为

方式与群体特征。 

（二）个体性 

较之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理论要复杂的多。社会性别的

产生、发展与一个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政治、文明的

进程有着紧密联系。它是人们在学习与生活中所得到的，因

此，社会性别是后天的，它具备个体性。一个人所处的生活

环境、社会背景、教育水平，人生阅历的不同，必然导致他

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不同。同时，不同国家的文

化与文明的发展程度也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因

此，目前一些专家学者对社会性别的研究转向个人领域抑或

国度领域，注重了个体差异对两性地位差异的影响。例如，

90 年代后，受黑人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等影响，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将社会性别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倾向

等概念结合，具体分析研究各阶层、各种族及不同性倾向妇

女的处境，从而，为人们进一步探讨男女不平等问题开辟了

一个新的视角——“所有妇女都可以占据‘女性’的位置，

但她们绝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占据‘女性’的位置。”[8] 

（三）可塑性 

女性主义学者在研究社会性别理论时始终认为社会性

别并不是女性或男性的内在特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

会性别化的行为并不是由生理性别而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

所塑造的。由此，较之由自然、物种赋予的生理特征，社会

性别不是自然的、而是可建构的，个体对于自身社会性别的

态度将直接影响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形成了

个体对于社会性别多层次、多角度的认识。当然，随着个体

与社会的认知与发展，人们对社会性别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他们对社会性别概念认知差异将直接影响此观念的放大

或缩小，这就是社会性别的可塑性。 

由此可见, 社会性别包括了社会文化、制度与个体观

念、思维两个部分。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为消除性别不平

等现象，改造不合理的两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证

明。 

 

三  社会性别理论“本土化”运用与发展 
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至今已经有 200 多年的历史，在

这一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了女性主义学说，其中包括自由主义

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第三

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它不仅

在政治层面上对全世界妇女运动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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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其理论思想已渗透到整个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构建当

中。中国的妇女研究在一百多年前也已经开始。早在 1909

年，中国就已出版了《女论》，大声疾呼“革男尊女卑之恶

习”。 在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

钊等人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1944 年 8 月，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用为《解放日报》写社

论的形式，大谈“家庭民主”。紧接着，毛泽东又于 1944

年 8 月 31 日致信博古，“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

的两重政策”。在这一时期，妇女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妇女理

论转化成了保障妇女自由的法规。共和国成立不久，有 20

多个省市办起了妇女刊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妇女理

论的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进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以后，

中国的妇女学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尤其是 1995 年世界妇

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西方女权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在

中国大迅速传播。在这一时期，“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

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对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分工模式，

以及知识生产机制和社会运作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中

国的妇女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用到中国存在一个“本土化”问题。

所谓的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根据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

等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

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外来理

论。[9]目前，我国学者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引进国外学者社会性别理论内容，将社

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制度来分析我国社会性别状况，丰富社

会性别理论；通过性别视角来观察性别歧视，增强性别观念；

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各项发展决策的主流，以缩小两性间不

平等的差距，促进男女平等。在中国，社会性别理论被真正

用于女性研究是在 1997 年之后。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

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作为新

的理论依据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制

度，分析社会性别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关注女性自身，而是关注女性作

为社会人以及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

层、民族、交际、教育等。西方女性主义学说的社会性别理

论已经相当成熟，但由于我们的文化背景、文明程度、政治

制度的不同，社会性别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我国妇女受

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我们应当批判地吸收和借

鉴现代西方社会性别理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将现实批

判与理论建构相结合，充实和丰富妇女研究的基本内容，以

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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