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行为 ,依法监督村居委会对集体财产、土地安置

费、土地补偿费的合法使用。

农业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土地承包仲裁机构 ,

完善仲裁程序 ,妥善解决农村妇女与村委会之间的

土地权益纠纷。同时 ,就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落

实问题开展全国性的督查 ,在二轮承包无法解决承

包地的情况下 ,对未能享受土地承包权益的人口 ,应

在经济补偿、相关政策、税费等方面进行利益调整。

司法机构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 ,确定村民权益

受到村委会侵犯可采用的法律救济措施 ,对一些明

显侵犯出嫁女和离婚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件 ,指导地

方法院依法受理 ,切实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从长远来看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个人化是

解决农户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必要措施 ,在这

个前提下 ,家庭承包经营权才能在家庭内部基于婚

姻、继承等原因发生流转。法律上可以考虑明确家

庭承包经营权由承包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的家庭成员按份共有 ,但同时也要明确不具有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成员可因婚姻或者继

承等原因而取得家庭承包经营权或者成为共有人 ;

对于家庭成员因退出家庭或者其他原因而要分割、

处分或者继承共有份额的 ,可设置一定的限制性条

件 ,确立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成员、

继承人或者共有人等的优先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妇女健康权的立法保护

中华 女 子 学 院 副 院 长 、法 学 教 授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明舜

　　健康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

妇女的健康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关注 ,更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表现。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 ,妇女的健

康权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

法律法规和政策 ,为妇女健康权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一、妇女的健康权是妇女一项基本人权 ,是有关

国际人权公约关注和保护的重要内容

健康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早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 ,就

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

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

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

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

时 ,有权享受保障”。联合国大会 1966 年 12 月 16 日

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强

调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

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并要求“本公约缔约

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

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 : (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

亡率 ,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 ; (乙) 改善环境卫

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 ; (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

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 ; (丁) 创造保

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 ,不仅提出了明确具

体的健康要求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健康要求

的统一标准。其后 ,1977 年世界卫生组织第 30 届世

界健康大会倡导“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运动以来 ,则

使“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

一项社会准则。为了促进健康领域的男女平等 ,保

障妇女的健康权 ,联合国在其出台的很多人权公约

中都强调和关注了妇女的健康问题。例如 1980 年

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2 条规定 :

“1、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消除在保健方面

对妇女的歧视 ,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取

得各种保健服务 ,包括有关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

2、尽管有上面第 1 款的规定 ,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

女提供有关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 ,于必

要时给予免费服务 ,并保证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得到

充分营养。”1993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第 85 次全体会

议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不仅强调了

要求保护妇女享有“身心健康方面达到其所能及的

最高标准的权利”,而且要求各国采取有效措施禁止

和消除危害妇女生命和健康的各种暴力行为 ,并要

求“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应理解为包括但并不仅限于

下列各项 : (a) 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

的暴力行为 ,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

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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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

有关的暴力行为 ; (b) 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

性方面的暴力行为 ,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

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

强迫卖淫 ; (c) 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

性方面的暴力行为 ,无论其在何处发生。”1994 年国

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再次重申 :“人人有权

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基础上 ,“各国

采取适当措施 ,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获得

保健服务。”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主题

是 :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 ;次主题就是 :健

康、教育和就业。妇女与健康成为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 12 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2000 年妇女问题特

别联大提出的目标也包括 : 加强努力 ,确保不迟于

2015 年实现在整个生命周期获得优质初级保健 ,包

括性保健和生殖保健 ;维护世界和平、减少武装冲

突、消除对妇女暴力以及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活动等。2006 年 12 月 13 日 ,第 61 届联合国大会

正式获得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不仅第 3 条强调

了男女平等原则 ,而且在第 25 条特别规定 ,“缔约国

确认 ,残疾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 ,不受

基于残疾的歧视。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

确保残疾人获得考虑到性别因素的医疗卫生服务 ,

包括与健康有关的康复服务。”

国际人权公约关注和保护妇女的健康权 ,不仅

对健康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标准 ,而且要求禁止和消

除侵害妇女健康和生命的违法行为。不仅将之作为

一项基本的人权 ,而且强调了健康权保护方面的男

女平等 ,要求健康领域也要纳入性别意识并将性别

意识主流化的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对健康问题认识

不仅要有医学的视角、法学的视角和人权的视角 ,还

需要有性别的视角。

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护

妇女健康权的法律体系

中国作为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 ,历史上

被法律确认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比比皆是 ,在妇女健

康权的法律保护上也是如此。例如宋代的法律就明

确规定“诸殴伤妻者 ,减凡人二等”而“诸妻殴夫者 ,

徒一年 ,若殴伤重者 ,加凡斗伤三等”。①也就是说丈

夫殴打妻子要比殴打其他人减轻处罚 ,而妻子殴打

丈夫就不但不能减轻 ,反而要加重。这种赤裸裸的

男女不平等却堂而皇之地规定在了当时的法律中。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确保妇女免受歧视 ,不仅完全否

定和彻底废除了旧中国遗留的那些歧视、压迫、残害

广大妇女的法律 ,而且还及时地颁布了体现男女平

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新法律 ,以法律的形式对妇女的

权益加以确认和保护。从 1949 年制定的起临时宪

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到 1954 年颁布的第一部宪

法 ,再到 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1982 年宪法 ,它

们之间虽因制定时的历史条件各异而在内容上各有

不同 ,但在保障妇女人权、坚持男女平等方面却是一

脉相承并逐步发展的。在妇女的健康权方面也是如

此。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

律和政策 ,有效地保护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公民的健

康权 ,形成了包括宪法和有关民事、经济、行政、社

会、刑事等方面的法律在内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法律

保护体系。

从宪法保护的角度来看 ,1982 年宪法在规定 :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

医药 ,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

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 ,开展群众

性的卫生活动 ,保护人民健康”的同时 ,强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

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从民事法律保护来看 ,民事法律不仅确认了妇

女享有健康权 ,而且规定了侵害妇女健康权应承担

的民事责任。1980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在结婚条件上明确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

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 ,这一规定为保障结婚妇女

免受传染性疾病的危害以及为下一代的健康提供了

法律保障 ;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在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和“侵害公民身体造

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

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造成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

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的基

础上 ,特别强调了“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

利。”1993 年 10 月 3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不仅特别要求“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①参见 (宋)窦仪等撰《宋刑统》,中华书局 1984 年 6 月版 ,第 346 —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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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应当

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

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存在严重缺陷 ,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

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 ,应当立即向有

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 ,并采取防止危害发

生的措施。”而且规定了“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应当支付

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

用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

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

的生活费等费用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 2001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中 ,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

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禁止溺婴、

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明确规定了有关家庭

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 ,

为保护以妇女、儿童、老人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家庭成

员的健康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行政法律保护方面来看 ,为了保护包括妇女

在内的全体公民人体健康所需要的环境 ,我国 1984

年制定、1996 年修正、2008 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1987 年制定、1995 年修正、2000 年

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9 年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95 年制定、

2004 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1996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2002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这些环保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充分体

现了我国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

1984 年制定、2001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明确了其立法目的就是要“加强药品监督管

理 ,保证药品质量 ,保障人体用药安全 ,维护人民身

体健康和用药者的合法权益”。为了防止传染病由

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 ,实施国境卫生检疫 ,保护

人体健康 ,我国 1986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境卫生检疫法》,并在 2007 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改。

为保证食品卫生 ,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

的危害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增强人民体质 ,1995 年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1 年 12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

育法》,则明确要求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应当

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

妇女地位相结合。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 ,防止

来自交通事故和他人违法行为的伤害 ,我国于 2003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2005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从经济法的保护方面来看 ,1991 年 6 月 29 日第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规定了 :“国家加

强对烟草专卖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提高烟草

制品的质量、降低焦油和其他有害成分的含量。国

家和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 ,禁止或者

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 ,劝阻青少年

吸烟 ,禁止中小学生吸烟。”为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

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
(以下简称病虫害) 传入、传出国境 ,保护农、林、牧 ,

渔业生产和人体健康 ,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

1991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1993 年制定、2000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 ,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 ,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 ,人

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未制定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 ,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 ,人身、财产

安全的要求。同时 ,为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维护

公众健康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2006 年 4 月 29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从社会法保护的角度来看 ,不同群体妇女的健

康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残疾妇女的

健康权 ,1990 年制定、2008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要求 :“国家保障残疾人享

有康复服务的权利。”对于未成年女性的健康 ,1991

年制定、2006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在对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给予了特别

关注的同时 ,强调了“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

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平等地享有权

利”。1992 年制定、2005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则规定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

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 ;禁止歧视、虐待生

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 ;禁止用迷信、暴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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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残害妇女 ;禁止虐待、遗弃病、残妇女和老年妇

女”的同时 ,特别强调了“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

的特点 ,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 ,保障

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对于女职工的健康问

题 ,1994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

了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

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

医学观察期间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法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在 2001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对于

老年妇女的健康问题 ,1996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不仅要求赡养人对患病的

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 ,而且要求国家建

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

疗需要。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险办法 ,应当对老年

人给予照顾。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医疗待遇必须得

到保障。老年人患病 ,本人和赡养人确实无力支付

医疗费用的 ,当地人民政府根据情况可以给予适当

帮助 ,并可以提倡社会救助。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

人就医提供方便 ,对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医 ,予

以优先。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为老年病人设立家庭

病床 ,开展巡回医疗等服务。提倡为老年人义诊。

国家采取措施 ,加强老年医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

养 ,提高老年病的预防、治疗、科研水平。开展各种

形式的健康教育 ,普及老年保健知识 ,增强老年人

自我保健意识。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 ,提高出

生人口素质 ,1994 年 10 月 2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母婴保健法》,对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幼

儿保健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从刑事法律保护方面来看 ,1979 年制定、1997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妇女健康权的

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害妇女健康权的犯罪行为追

究刑事责任 ,以及在采取强制措施方面对妇女的特

殊保护。例如我国刑法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

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过失伤害他

人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

非法堕胎、制造贩卖假药等犯罪行为的处罚等。此

外 ,我国参加的有关人权公约对妇女健康权的保护

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9 年制定、1996 年修改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应当逮

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如果患有严重疾病 ,或者

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可以采用取保

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为了使法律关于保障妇女健康权的规定落到

实处 ,中国政府还明确确定了保障妇女健康权的具

体措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 —2010 年)》从

提高妇女生命质量着手 ,提出提高妇女预期寿命、

保障妇女享有计划生育权利、为流动人口妇女提供

卫生保健服务、控制妇女艾滋病病毒感染、提高妇

女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等 6 项主要目标。并在宏

观政策上强调在国家的卫生改革与发展规划中体

现妇女健康的主要目标。妇女卫生保健以预防为

主 ,以农村为重点。在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中 ,合理

安排妇女卫生保健服务经费和科研经费。引导卫

生保健产业发展 ,不断满足妇女的健康需求。通过

宣传教育 ,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妇女健康观念 ,普

及健康知识。此外 ,在有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中也有相应的保护妇女健康权的规定。

综上不难看出 ,我国对妇女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既有

国际公约的要求和倡导 ,也有国内法的规范和保

护 ;在国内法体系中 ,既有宪法的原则规定 ,也有相

关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表现形

式上 ,既有关于健康问题的专门性的法律法规 ,也

有其他法律法规的专门条款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内

容方面 ,既有关于确认健康权的规定 ,也有对侵害

健康权的救济 ;在有关健康权的救济措施方面 ,既

有消极的事后救济 ;也有积极的支持性保障 ;在事

后救济的手段中 ,既有对受害者的补偿 ,也有对施

害者的惩罚。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以宪法为依据 ,

以专门法律法规为主体 ,包括有关保护妇女健康权

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国参加的有

关人权公约在内的妇女健康权法律保护体系。

当然 ,我们在看到我国已经形成保护妇女健康

权法律体系的同时 ,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法律体系并

非无懈可击。一方面 ,同其他的任何法律都有局限

性一样 ,我国保护妇女健康权的法律也同样具有局

限性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保护妇女健康权的法

律规定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 ,而妇女健康问题特

别是妇女的健康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无限的 ,以有

限的相对稳定的法律规定来调整不断变化和无限

的现实生活 ,总有不到或不当的情况出现 ,这就需

要我们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以与之适应 ;

另一方面 ,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上 ,我国法律

23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8 年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

背景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

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常常会有不同的形式 ,加之任何

国家的法律都有其固有的一面 ,因此很难将有关的

国际公约对妇女健康权的规定原文照搬 ,而是必须

予以转化 ,在转化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表达形

式 ,不同表达形式是否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相同的

含义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

家在有关妇女健康权的实现程度上也会呈现不同

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必须承认和尊重的事实。

中国法律与性别主流化进程观察

———妇女维权的另一种视角

西北工业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中心教授　郭慧敏

　　中国法律与性别主流化仍在一个开始的进程

中。与其他学科相比 ,性别进入法律的步子仍然较

慢。法律与性别问题的提出 ,当是在 1995 年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在中国这是一件划时代的

事 ,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史的分期意义 ,性别提

供了一个新的法律的分层视角 ,使人们在过去习惯

地认为法律的阶级属性之外 ,才知道法律原来还有

一个不为人知的性别属性。当然这只是回过头来

的反思 ,而于 1995 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上 ,法律界远没有这么敏感 ,多在主流法律意识形

态的影响下 ,当然地认为 ,妇女随着阶级的解放早

已解放 ,甚至比男性解放的幅度要大得多 ,改革开

放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构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也拨乱反正 ,得到重新的阐释 ,“人人”自然包含

了性别、民族、宗教等一系列范畴。当那个法官论

坛以家庭暴力为主题谈中国的家庭暴力时 ,实际上

暗含着一种展示 ,想让全世界的妇女知道 ,中国在

治理暴力方面是一贯的、有力的。当真正拿起一具

性别眼镜来看时 ,情况却不一样了 ,历史原来是想

走进那个门的 ,结果走到这个门里来了。

今天看来 ,法律遭遇社会性别 ,是外来影响和

本土实践提出内在挑战组成合力的结果。外来的

影响主要是世界人权运动中的女权法律运动 ,成为

妇女运动的重要力量 ,并通过妇女的议题产生国际

影响 ———而女性主义法律运动 (一种理论认为女权

主义法律是一种运动实践) 经由美国向世界传播 ,

又通过学术转介和 1995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两种

途径传入中国。之前女权主义法律虽然作为一个

流派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介绍 ,但犹隔岸观火 ,世界

妇女大会将之推到中国人面前 ,成为中国妇女不得

不面对的一个实践。其时 ,中国妇女正面临市场改

革的竞争的初步考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国家

的保护性福利正在逐渐从市场机制中退出 ,人们逐

渐开始反思“男同志能办到的事 ,女同志也能办

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平等的神性话语 ,人们开

始思索其特殊语境及与妇女的真正关系。另一方

面 ,市场化中女性权益问题增多 ,很多妇女的问题

不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救济 ,也使人们提出“法律

有性别歧视吗”的疑问。比如性别歧视问题是为什

么是不可诉的。人们也希望能有外来的制度可以

得到借鉴。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性别”

引起人们的关注。

与其他舶来语一样 ,“社会性别”( Gender) 进入

中国本土之后 ,作为一个内容空洞的大词曾在中国

的法律之门外徘徊相当一阵。但是法律中只要谈

到男女分别的使用的仍是生理性别 (Sex) 的概念。

因为在法律是很难以 Gender 认定权利主体的。

让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

首先是妇女法律援助 ,据新华网北京 2008 年 3

月 7 日报道 ,中国已建成近 40000 个妇女法律援

助、服务机构 ,其中妇女法律帮助机构、服务站点

27000 多个 ,家庭暴力投诉站、报警点 12000 多个 ,

妇女庇护所、救助站 400 多个 ,家庭暴力伤情鉴定

中心 350 多个。

全国妇联与司法部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开展

“中国妇女法律援助行动”,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妇

女、女性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①从事妇女法律援

助的组织从妇女的自身利益出发 ,审视以往法律的

　　①璩静 ,李亚杰 :《中国已建成近 40000 个妇女法律援助、服务机构》,见 http :ΠΠnews. qq. comΠaΠ20080307Π00363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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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会影响刺激妇女立法的走向。“在转型期的社

会里 ,妇女的发展需从女性为主体的角度加以重

估。在社会改革、普及教育和专业服务等方面 ,都

应突出妇女的独特需要 ,从长远来说 ,两性的关系

应有重新整合的发展。学术研究单位宜率先负起

领导的责任 ,从性别的角度去探讨男女两性在现代

社会面临的改变、这些改变与历史文化有何相合或

分歧之处 ,以及对未来社会结构可能带来的新挑

战。”[8 ]当然 ,我们不得不承认 ,性别立法研究固然

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也面

临许多复杂的问题 ,例如 ,如何在权利、责任和性别

平等中取得平衡 ;如何使性别平等符合各种不同状

况妇女的利益 ,特别是当前妇女群体内部同样存在

着不平衡 ,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

乏就业保障的下岗妇女、农村妇女、无业、失业、半

失业妇女等群体的状况尤其值得关注。

显然 ,为了实现性别公正的理想图景 ,无论是

外部冲击 ,内在需要 ,还是学术发展的策略 ,都会刺

激我国寻求从妇女立法走向更为理想的立法模式。

对最终是否会走向性别平等立法这条路 ,笔者虽然

无法给出肯定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 ,社会性别视

角也好 ,女性主义法学也好 ,它们共同的政治目标

是服务于所有妇女 ,同样应该成为我国妇女的良师

益友而被接受。性别平等立法因其从妇女和男性

双头的角度入手同步改变 ,以期创建有利于两性共

同发展的法律框架 ,值得我们在立法时参考借鉴。

当然 ,在参考借鉴的过程中 ,应看到尽管世界各国

妇女有过相似的历史境遇 ,却有不尽相同的经验和

教训 ,我国妇女的成长历程和现实社会环境 ,与西

方女权主义生成的土壤和发展 ,既不同质 ,也不同

步。因此 ,不能依靠所谓的精心设计或复制西方女

权主义法学的现成结论 ,而是必须注重利用我国的

本土资源 ,注重我国本土的性别与法律文化的传统

与实践 ,寻找保障妇女权益的现实策略和探索我们

的经验。“国家制定法的出现和增加只是由于社会

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变化而引起的制度变迁之一

⋯⋯其实 ,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 ,恰恰

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3 ]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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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year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Women’s Rights Safeguarding in China
———Pen Notes of Experts and Professors

Abstract: In 2008 , China has tak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policy for 30 years , and Chinese women’s rights

safeguarding have developed and made achievements for 30 years. Under the guideline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

China has received remarkable progress on women’s rights safeguarding , such as political rights , cultural and edu2
cational rights , labor and social safeguarding rights , human rights , marital and family rights , property rights. Re2
viewing and summ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30 years’women’s rights safeguarding , we believe there is an impor2
tant theoretic and realistic value in studying the proble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existed , as well as in analyzing

the tendency and regularities and raising women’s stat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t this moment . For this reason ,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invited some experts who are engaged in women’s

rights studying and collected articles on the topic of“China’s 30 - 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omen’s

Rights Safeguarding”. This act aims to deepen academic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s rights safeguarding to a higher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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