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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理论与和谐家庭的构建
———纪念“三八妇女节”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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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夫一妻制是迄今为止人类家庭史上最高级的家庭形态。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爱情为唯一基础

的家庭形式，它体现了男女平等和妇女的真正解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地阐述了

一夫一妻制理论，并科学预见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在未来新社会的发展状况。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上构建和谐家

庭对于进一步推进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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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ogamous Family Theory of Enge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Family
———Observing the Centennial of“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GUO Xiao － xiang
( Institute of Marxism，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monogamy is the most senior family pattern by far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family．
The true monogamy is a family form that the only foundation is love，which reflects the gender equali-
ty and true women emancipation． In the article of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Engels sys-
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theory of monogamy，and he scientifically pred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nogamous family in the future of the new society． We need to build harmonious family on the basis
of monogamy，and i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gender equality，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and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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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前，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顺应广大被压迫妇女向往自由、要求平等的愿望，

确定每年 3 月 8 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对妇女解放运动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人类社会的巨大

进步。胡锦涛在《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妇女始终是推动文明进步的伟大力量。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 没有妇女

事业的进步，就没有全社会的进步。”［1］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

和妇女解放理论的经典之作。恩格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家庭形式，



它体现了男女平等和妇女的真正解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1］一夫一

妻制( 专偶制) 是历史上最高级的家庭形态，今天它依然作为一种主流的家庭形式普遍存在着，它标志

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文明时代。当前，以恩格斯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理论为指导，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上构

建和谐家庭，对于进一步推进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理论

( 一) 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起源

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交替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出来的。它产生的目的是

生育确凿无疑地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以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从根本上来说，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

根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男人统治地位的确立。
在野蛮时代中期，畜牧业诞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一开始归氏族所有，但

不久就转化为家庭的私有财产。因为喂养牲畜不需要氏族集体合作，而可以在较小的家庭范围内实现。
于是私有制产生了，而最初的私有财产就是牲畜。随着畜牧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出现

了严重短缺，而战争产生的俘虏，满足了这一需要，于是奴隶开始出现。在社会条件发生的巨大变化下，

家庭内的男女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按照当时的性别分工，谋取生活资料、制造生产工具和喂

养畜群都由男人负责，所以家庭中的财富都归男人所有。这种财产的占有状况，决定了男子在家庭中的

统治地位。由于男人占有家庭的主要财富，男人们便产生了将财富给予自己亲生子女继承的意图。而

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母权制下，子女只能继承母亲的财产，而不能

继承父亲的财产。新产生的社会条件同旧的母系继承制度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要求废除母权制实行

父权制。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男子占统治地位特征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了。
( 二) 阶级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特征、本质和内在矛盾

恩格斯指出，阶级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男子的统治。这一特征是男子

在经济上和阶级上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反之，男子在经济上和阶级上占统治地位是他们在一夫一妻

制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而这一统治地位确立的直接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地出

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以使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父亲的财产，而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巩固私有制。
第二个特征是婚姻的不可离异性。不可离异是相对于妇女而言的，而丈夫则可以随意离弃他的妻子，这

是因为丈夫在婚姻中和经济上都占统治地位，而妻子则由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是婚姻上的被统治者，

是没有权利也不可能离弃丈夫的。
恩格斯深刻剖析了阶级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本质。他深刻地分析了阶级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产

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他指出:“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

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厉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

制对原始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2］( p62 － 63) 这揭示了一夫一妻制产生的经

济根源，归根到底它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私有制的产物，是满足人们占有私有财产和继承私有财

产的社会需求而出现的家庭形式，而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恩格斯又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

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

迫同时发生的。”［2］( p63) 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阶级根源，说明了这种家庭之所以呈现出

男性统治女性、丈夫奴役妻子的特征，其根源在于阶级压迫制度，它是阶级压迫制度在婚姻家庭、两性关

系上的反映。而一夫一妻制家庭又为阶级压迫制度而服务，不断地强化、巩固阶级压迫制度。总之，私

有制和阶级压迫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而一夫一妻制则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

制度的服务工具。
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了阶级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他说:“可见，个体婚

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高级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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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2］( p63) 这种两

性冲突首先表现在旧时性交关系的自由并没有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建立而消失，而产生了新的杂婚

形式。这种新的杂婚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交关系，并发展成

为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娼妓卖淫制。这说明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

制。其次，出于对丈夫杂婚行为的反抗而产生了来自妻子方面的通奸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与一

夫一妻制并存的，还有他的对立物———杂婚制和通奸制，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

的。而杂婚制和通奸制的存在，却完全破坏了一夫一妻制要求生育出自一定父亲的亲生子女这个唯一

目的，这是阶级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家庭必然产生的矛盾。
( 三) 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发展状况的预见

由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那么当消灭了私有制而建立了公有制以后，一夫一

妻制家庭会不会消失呢? 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完

全地实现”。［2］( p74)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将会得到实现，这种一夫一妻制不仅

对妇女来说是一夫一妻制，而且对男子来说也是一夫一妻制。原因是: 第一，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

有，妇女为金钱献身的必要性将会消失。卖淫也将会消失。这就使一夫一妻制对于男子来说将成为现

实。第二，妇女地位将会得到很大提高，妇女将会实现高度解放，男女平等将会真正实现。第三，随着生

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的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而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抚养和教育孩子

将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将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婚生还是非婚生的。这样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

身与所爱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就消失了。第四，作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人性爱( 爱情) 将会发挥作

用。恩格斯指出:“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妇女身上无例

外地得到实现———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因此，只要那种迫使

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子女的未来的担

心———一旦消失，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是会促进妇

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专偶制。”［2］( p80)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性

爱即爱情和男女平等将会成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基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即男女双方的一夫一妻制

将会同时得到实现，与私有制社会一夫一妻制相伴随的杂婚、卖淫和通奸及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现象都

会消失，爱情将成为对婚姻家庭起作用的唯一因素。
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夫一妻制将失掉他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特征，即: 男子的

统治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基础———私有制和阶级压

迫将会被消灭，随之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也必然会消灭。婚姻的不可离异性是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

的结果，随着男子统治的崩溃，男女地位的平等以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实现，婚姻的不可离异性也将

会消失，女子将会获得自由离婚的权利。因此，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制度，爱情才能成为而且必然成为婚姻家庭的唯一基础，两性才能完全平等的、妇女才能实现

真正的解放，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才能建立起来。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所提供的条件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男女平等和爱情为基础的。恩格斯指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

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

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2］( p80)

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爱情才能真正成为

婚姻的基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才能得到实现。
“一化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从根本

上被消灭，父权家长制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由于符合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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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为妇女的解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建

立了大批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家政公司、干洗店、食品加工店等服务业也蓬勃

发展，这样就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使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逐渐解放出来。越来越多

的妇女冲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和男子一样在工厂和机关里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

位，从而消除了妇女对男子在经济方面的依附，使出于金钱方面考虑缔结婚姻失去必要性。另外，我国

在分配制度上逐渐实现了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在就业问题上提倡男女平等，在教育方面注

重男女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男女生比例的平衡，在计划生育方面规定不准歧视、虐待和遗弃女婴的政

策。这些规定和政策都为我国实现男女的平等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在政治法律方面，我国也为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 年，我国公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布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实行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个体

婚姻，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唯一合法的婚姻形式，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夫多妻、一妻多

夫及同性恋家庭等家庭形式。我国法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保护相对比较完善，例如我国婚姻法反对

买卖、包办婚姻，废除了童养媳和纳妾制度; 我国刑法规定了重婚罪、聚众淫乱罪和引诱、容留、介绍他人

卖淫罪等罪名，从根本上保障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男女平等。我国颁布实施

了保障妇女基本人权和特殊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了实施全面推进妇女发展

的国家行动计划《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我国还成立了国家妇女儿童工作部门和各级各类妇女儿童工

作协调机构。总之，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得到了坚实的政治保证和可靠的法律保障。
从总体上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已为以男女平等、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建立提供了根本的

社会制度保障。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和旧的社会残余的影响，真正的一夫

一妻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还存在着对建立以男女平等、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的一些不利条

件。首先，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

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还没有完全归社会所有，所以对选择配偶有巨大

影响的派生的经济考虑( 如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 仍然存在，所以爱情还不能对婚姻家庭的建立充

分发挥作用。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解放的程度有限，男女平等尚未完全实现，妇女参加公共

劳动的机会相对较少，报酬薪水相对较低，这形成了妇女依赖男子的经济基础，使一些妇女在择偶时不

得不考虑经济因素。再次，个体的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经济单位，而未成为社会的劳动部门，抚养和教育

孩子仍然是家庭尤其是妇女的重担，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还不可能使之成为完全的公共事

业。由于从事家务劳动的生产资料属于私人及家庭所有，家务劳动依然是私人劳动，妇女的家庭负担依

然较重。另外，旧社会的各种痕迹，私有制的残余、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男尊女卑、门
当户对、一夫多妻制等封建思想还会以习惯的力量继续发挥作用。

三、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上构建和谐家庭

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家庭史上最为理想、和谐的一种家庭形式，因为它消灭了男

性对女性的奴役，抛弃了一切处于经济派生的因素的考虑。在恩格斯家庭理论指导下，在一夫一妻制基

础上构建和谐家庭，对于进一步推进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

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一) 充分认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步意义

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一夫

一妻制具有婚姻的稳固性、个体性和内容的丰富性等特点，它是人类不断排除近亲交配的结果，是生产

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家庭史中的一次伟大的革命。一夫一妻制改变了以往脆弱、随意的婚姻关

系，具有较强的稳固性，维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一夫一妻制家庭具有婚姻的个体性的特

点，表现为其婚姻生活是一种个体行为，而不是集团行为或以某种集团组织为单位，大大维护了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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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提高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一夫一妻制家庭具有丰富的婚姻内容，它既是家庭单位，又是生活、生产

单位，夫妻双方共同生产、消费，共同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
一夫一妻制严格地排除了血缘亲族之间的通婚，使之前的血缘家庭、群婚家庭和对偶制家庭存在的

群婚或乱婚状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维护了人类尤其是女性的尊严，提高了人类自身生产的质量和数

量，使人类婚姻家庭形态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夫一妻制另外一个伟大进步体现在它为男女爱

情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的实现。恩格斯曾说:“从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专偶制之中———
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与它相反———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专偶制的最伟大

的道德进步: 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2］( p67)

( 二) 深入批判西方性自由论，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尊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的一些腐朽思想也变本加厉地在国内流传，在婚姻家庭领域影响较

大的就是西方的性自由论。性自由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不良社会思潮，在西方社会一度引起

了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已引起西方各国的深刻反省，而今天在中国却愈演愈

烈。近年来我国屡现的离婚率高、包二奶、婚外恋等不良现象是和西方性自由论的传播有着极大联系

的，这些不良现象对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前，一部分人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

自由论的影响，不仅不正视这些现象的危害性，而且还叫嚣着一夫一妻制压抑人性，要求恢复一夫多妻

或一妻多夫制，公开支持“换偶”、“换妻”、“乱伦”等荒唐行为; 在法律上则要求取消“聚众淫乱罪”，实

行卖淫合法化，为性自由打开法律上的大门。更为严重的是学术领域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受西方性自由

论的影响，大肆宣扬西方的性自由观念。其宣扬的错误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性分离论，即性行为

与爱情婚姻相分离; 二是性与法律无关论，即性行为是个人的事，法律无权干涉; 三是性无害论，即双方

同意的性行为都是无害的性行为; 四是青少年自由性交论，即青少年可以自由地进行性交; 五是性交年

龄线论，即年满十四周岁的少女便有权承诺与他人发生两性关系。这些错误的理论践踏了一夫一妻制

的尊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使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给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污

染，影响了婚姻家庭的幸福，必须坚决地给予反击和取缔。
当前，西方性自由论在我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深刻揭发、批判其错误本质。它倡导性欲无

节制，宣扬人们可以冲破婚姻家庭的束缚自由地进行性交活动，并认为这就是人性的解放。实质上，西

方性自由理论不是人性的解放，而是一种把人降低到动物水平的反人性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

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特征和生物特性。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

而具有的形态和特征。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

表现为人和动物一样具有食欲、性欲和自身保存( 防卫本能) 三种基本机能。但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的

本能是有本质区别的，人的自然属性渗透着社会性、受社会性制约，并在社会形式内得到实现。人的性

欲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宣泄，而是在爱情基础上的一种合理满足，要通过缔结婚姻得以实现。人的两性

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是双方感情、志向和谐的统一。如果像性自由论者提倡的那样人可以毫

无束缚地进行性交，这不但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低层次水平，而且会导致人类退回到史前杂乱性交的状

态，这不仅是人类道德的沦陷，更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将会导致人类社会极度混乱。性自由不但会

导致艾滋、性病泛滥，更可悲的是会导致父方近亲交配，使人类的体力和智力大大下降，遗传病率、畸形

率、早夭率快速上升。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步意义和西方性自由论的腐朽性和危害性，旗帜鲜明地

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尊严，只有这样我国的婚姻家庭才能摆脱畸形的状态，才能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和

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使家庭稳定社会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 三) 提高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质量，构建和谐家庭

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步意义，而且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提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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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妻制家庭的质量，构建和谐家庭，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夫一妻制家庭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人们才会

对一夫一妻制家庭充满信心，并从根本上认同它。
第一，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道德观，提倡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缺乏正确的婚姻家庭道德

观是包二奶、家庭暴力、婚外恋、未婚同居和未婚先孕等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必须要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道德观。首先，人们要发扬我国优良的传统婚姻家庭道德，强化家庭意识和责任意

识，夫妻双方要相互忠诚专一、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其次，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明确爱情在婚姻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力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婚姻家庭观念，抵制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等价值观的侵蚀，破除买卖婚姻、金钱婚姻。最后，要大力宣扬共产主义婚姻道德，引导人们建立

以男女平等和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提倡夫妻双方平等、负责、互爱，倡导婚姻自由。树立正确

的婚姻道德观，还要求我们大力提倡健康向上的生活力式，自觉抵制“黄、赌、毒”等不良行为。
第二，处理好家庭内部的重大关系。首先，夫妻双方要敢于承担家庭的责任。责任是家庭的支柱，

夫妻双方对于家庭建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包括权利义务相等，因此，

在承担责任方面双方应遵循平等的原则。其次，要遵守家庭秩序。一个和谐的家庭必定是一个上慈下

孝、长幼有序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明确各种角色关系，遵守家庭规范。最后，要正确处理夫妻关

系。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以男女平等和爱情为基础的家庭，所以夫妻双方应做到互敬、互爱、平等、尊重。
夫妻双方要注意不断沟通感情和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进夫妻的和睦。

第三，提高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文化素质。“妇女的素质状况不仅决定着妇女自身发展进步，而

且直接影响着国民素质提高。”［1］一般来讲，女性文化素质越高，其协调家庭关系的能力，抚养教育子女

和管理家庭事务的能力就越强，家庭的氛围就越融洽。妇女素质的提高也意味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程度的提高，这也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和谐家庭的重要条件。所以，要提倡广大妇女勤奋

学习、刻苦求知，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女性。社会有关方面也要创造条件，提高妇女的教育水

平，不仅要重视在校女生的教育，而且要对在职女工、农村妇女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城乡妇女的政

治、文化、科技素质，从而提高她们参加社会劳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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