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层设计视阈下的中国妇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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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目前我国把“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要求提到重要位置的背景下，中国妇

女理论研究也面临着如何进行总体性思考与设计的问题。从这样的要求出发，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思

路选择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突出实践中公平公正的实现在妇女理论研究中的中

心地位；倡导中国特色前提下妇女理论研究的包容性；推进妇女理论研究产生更多的制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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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的主题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在使改革、
发展处于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同时，也把“更加重视

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1]的要求，提到了十分突

出的位置。改革与发展如斯，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同样如斯。如何在加强顶层设计

的视阈下深化妇女理论研究，是当前需要关注的时

代课题。

一、强化顶层设计是

加强妇女理论研究的现实选择

顶层设计的概念来自于“系统工程学”，其字面

含义是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胡锦涛同志在 2010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

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使用有一个全面的表述，概

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

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

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

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

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

生的紧迫任务。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性障

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体制创新。[2]强调改革发展中的顶层设计，表

明我们对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有了更为深入、
成熟的认识，同时也打开了分析、解决当代中国发

展问题的广阔视阈。而处于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当代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它在

客观上也存在一个顶层设计问题。
中国的妇女理论研究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

其中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然而，

就整体性研究现状来说，如何破解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其一，轰动效应之后的深入拓展如何加强。无

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理

论研究，其在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体制环境下的迅

速崛起，确实形成了较大声势的轰动效应。改革开

放之后，伴随大量性别问题的突出和域外性别理论

的引入，扑面而来的新锐气息加之较长时期内封闭

的研究环境，造成了社会性对妇女理论研究的极大

关注，且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同时，与同一时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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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本身不断深化的实践发展相比较，以不断

提出的需要破解的现实妇女问题来衡量，妇女理论

研究在经历一定时期的轰动之后，开始徘徊于诸如

概念推演、重复论证、表象说明等急需深入却又深

入不下去的状态中，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某种研究

疲惫的困顿境遇中，因此，如何使研究深入下去的

问题变得极为突出。
其二，问题研究基础上的总体研究如何深入。

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妇女问题分析解答，是妇女

理论研究必须关注和特别加强的内容。同时，就问

题研究问题的“撞击反射”式思维方式，“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个性分析，以及个别研究人员渐有增

强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学理式逻辑推演等，从研

究思路、方法上，已经暴露出缺乏全局统筹、宏观设

计、整体推进的倾向。它告诉我们，尽管问题研究为

总体性妇女理论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

但问题本身并不等于系统构架，围绕问题形成的具

体对策，也替代不了总体性理论体系，如果只有前

者而忽略后者，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则会缺乏深度

支撑。
其三，学术话语体系下的大众认同如何实现。

理论研究总是要和实际结合的，妇女理论研究更需

要亿万妇女的广泛认同。由此而言，妇女理论研究

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和学理氛围，但又绝不是象

牙塔内的自说自话；妇女理论研究无论推导出多少

定理与范式，无论揭示出怎样的规则与原理，都要

通过亿万妇女这一主体的普遍认同和实际践行，才

能具有社会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妇女理论

研究中学术话语多、生活话语少，学理话语多、大众

话语少，宣传性话语多、接受性话语少的状况，需要

在深入的研究中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四，一般阐释进程中的特色研究如何凸显。

这里的特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一般的理论研

究、学术探索比较，妇女理论研究的独到之处和专

长所在；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妇女理论研究

比较，妇女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这样

两方面的内容，在妇女理论长时期的研究过程中，

都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

些成果如果真正放诸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

国风格的特色研究、优势研究的意义上去测量，其

差距还是明显的。
破解现实研究中提出的以上几方面课题，涉及

多重性的因素，也需要作多方面的探索。但是，在改

革发展已经把“顶层设计”的问题提出来的情况下，

把中国妇女理论研究放诸顶层设计的视阈中进行

高端性、总体性思考与设计，是现实的选择，尽管这

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二、顶层设计视阈下

妇女理论研究的思路选择

顶层设计的视阈，不仅反映了妇女理论研究的

现实，打开了妇女理论研究的广阔空间，更为关键

之处，在于它为深化妇女理论研究，提出了总体设

计和规划的要求。按照这样的要求，深化妇女理论

研究的思路，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一）目标定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

论体系

任何学科构建、理论建树，都应有自己的明确

方向。目标方向上的科学定位，实际上决定了理论

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从根

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

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妇女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由此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换言之，中国特色

妇女理论研究，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有机组成部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

展而发展，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

而深入，是妇女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这保证了中

国妇女理论研究既能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又反映了中

国鲜明特色的本质要求。
有了这样的目标定位，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就有

了根本方向，实际研究中事实上存在的或者否定马

克思主义对妇女理论研究的指导意义，盲目照搬照

抄西方话语体系，或者借口国情特殊，拒绝不同国

家、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及闭门造车、就事论事

等倾向，都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克服。由此可以说，作

为占中国人口近一半的中国妇女，她们的发展和前

途命运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是不可能

脱离国家发展的大背景而单独争取自己的独立发

展的。中国的妇女理论研究，也应该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在总结妇女解放运动实

践，提炼妇女工作经验，形成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的

进程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

系。应当说，顶层设计的视阈，要求妇女理论研究必

须具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这也是一个必须实现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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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定位：突出实践中公平公正的实现在

妇女理论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涉及内容极其丰富，但中

心的内容，应以现实实践中妇女公平公正权益的实

现与保障来定位。这里的公平公正研究，主要包括

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法律、规章层面规定要求

的公平公正；二是社会实践中事实上达到的公平公

正。前者为妇女理论研究所不可缺少，后者则为妇

女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结合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深刻变革实践，结合亿万

妇女在深刻社会变革中遭遇的冲突、震荡、碰撞等

不同影响，结合妇女解放实践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

问题，深入研究推动当代中国妇女公平公正的实现

问题，其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

过分。
可以设想，如果妇女理论研究在诸如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中如何保证妇女权益，在统筹就业规划中

如何促进对妇女就业的扶持与服务，在城市化进程

中如何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政策制度、教育

制度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上体现性别待遇的

公平公正，在社会整体性、高层次改革发展稳定的

统筹协调中如何把妇女权益保障作为重点问题予

以谋划等问题上，妇女理论研究能够拿出体现社会

公平公正要求、反映性别平等现实、推进公平公正

实现的具有说服力和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其在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都会有

更多的彰显。反之，如果研究的中心内容不能得到

确定，研究的其他内容不能围绕中心内容展开，妇

女理论研究的整体效应就难以发挥。
（三）路径定位：中国特色前提下推进妇女理论

研究的包容性拓展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唯我独尊，

排斥其他一切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百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和其

他妇女理论研究流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同

时，也汲取借鉴了许多其他妇女理论研究的积极成

果，这是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当代中国，以顶

层设计的视阈探讨和思考妇女理论研究问题，勇于

敞开胸怀，注重借鉴国外妇女理论研究的先进成

果，是推进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基本

要求。实践证明，过分强调外国经验和模式，脱离中

国的具体实际，会导致盲目崇外、生搬硬套，失却解

决实际问题的现实基础和群众认同；但不注重时代

发展和国际范围内妇女理论研究的成果，妇女理论

研究就不仅会缺乏比较、借鉴，也难免出现一些本

不应该出现的、别人已经出现过的错误。[3]就此而

言，在深入进行妇女理论研究中，以开放的视野和

包容的心态[4]，理性对待一切现有的研究成果，合理

借鉴可用的优秀研究成果，对难于定论、尚在探索

和有待时间与实践进一步验证的研究成果留有“多

闻阙疑”的余地，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进妇女理论研

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充满自信的体

现。它不仅对我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研究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对突出妇女理论研究

的中国特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发展定位：推进妇女理论研究产生更多的

制度成果

制度建设具有的根本性、长期性特点，使妇女

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向制度性成果靠拢。一方

面，妇女理论研究要深入实际，归纳、提炼社会实践

中解决妇女问题、体现性别平等、促进女性发展的

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推导实践成果转化为制度成

果；另一方面，妇女理论研究要梳理、整合已有的研

究成果，推进其中具有科学依据、具备实际可行性

的成果转化为制度性成果，上升为法律法规，为理

论成果向实践成果的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在做好这

两方面的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妇女理论特别需要加

强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的实现方式问题的研

究。事实证明，研究成果停留于著述、论文、会议、论
坛圈子内的现象，在妇女理论研究中并非少见，而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一个重

要的方面是妇女理论研究本身对理论研究转化为

制度成果的实现方式问题，尚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

视。倘若解决好这一问题，就消除了制约妇女理论

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主要瓶颈。

三、顶层设计视阈下

推进妇女理论研究的若干要求

顶层设计的视阈，在打开妇女理论研究广阔前

景的同时，也要求妇女理论研究必须适应顶层设计

视阈下的研究思维和研究定位，由此推进研究本身

的拓展与深入。
首先，必须以新的视阈和方位，认识和把握中

国妇女理论研究问题，努力实现在国家发展的总体

规划中筹谋设计中国妇女的发展规划。顶层设计的

宏观性、高端性和全方位视阈，要求妇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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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大的思路、大的视野和大的胸襟，注重从战

略高度把握中国妇女发展的大局和重点，善于从宏

观上认识、研究并逐渐把握妇女问题的发展规律，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问题演进的特点与

规律，由此在关于妇女问题的解决模式、对策建议

中，提出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成果并收到实效，从

而推进妇女实现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发展。
从当前的实际看，应把妇女发展纳入国家发展

的总体规划中思考妇女的发展规划，推动妇女发展

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就是说，由于没有站在宏

观视阈下思考问题，缺乏把妇女发展上升为国家发

展目标的意识，由此形成在国家总体发展规划中女

性发展的规划、目标、要求、指标和检查监督的内容

比重过低，甚至极少涉及的问题。进一步说，包括国

家和地方“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未来五年妇女发展

的目标，都存在一个扩大设计容量、明确发展要求、
增加具体内容的问题。抑或说，占人口近一半的女

性发展问题，仅仅有目前有关妇女发展的单列性发

展纲要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

妇女发展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的总格局中，才能使妇

女平等权益的实现与保障具有目标性、指标性和可

检验性。可以说，如何在国家总体规划的背景下谋

求中国妇女自身的发展并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

关系，是妇女理论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
其次，必须实现顶层设计与实际操作的有效结

合，努力推出具有实际效用的研究成果。顶层设计

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要研究、解决涉及妇女发展

的总体性矛盾与问题，推进妇女发展的统筹规划与

妇女问题的总体性解决。由此所决定，妇女理论研

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纯学术问题，其全部研

究的目的，首先是有用性，这是其根本的价值和意

义所在。如何体现这种价值呢？应该看妇女理论研

究的成果是否能转化为政府决策，通过政策的倾斜

和落实，为广大女性带来切实的利益和权益；是否

转化为激励广大女性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自

强不息，奋斗不止，追求自我价值和人格完善的精

神动力；是否为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具体对策和实际办法。[5]

这些年来，妇女理论研究在解决当代中国妇女

问题，实现妇女权利的决策方面，产生了许多引人

注目的重大影响，如，直接促成国务院 1990 年颁发

“延长具有高级职称的女知识分子的退休年龄的决

定”；推动了改革中旨在保护妇女权益政策措施的

完善；推动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和新的婚姻家庭法等妇女政策的法制化。同时，

在诸如男女知识分子同等年龄退休的政策进入法

律层面，实现妇女参政既保证平等竞争和优胜劣

汰，又使女性参政比例得到真正提高，以及妇女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保障的进一步落实等方

面，都需要加强理论成果如何向法律制度、政策措

施转化的课题研究。总之，妇女理论研究引入顶层

设计理念，从根本上说必须落实于促进两性平等、
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践中，才能在社会发展大格局中

体现其意义。
第三，必须在新的研究和新的思考中，努力实

现妇女理论研究的大众化。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一样，妇女理论研究也存

在一个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

题，是推进妇女理论研究紧密贴近人民大众，为大

众认同，为大众接受，为大众服务。妇女理论研究的

大众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研究的主

要关注点是广大妇女群众的现状、需求和利益，研

究的侧重点是在倾听妇女呼声的基础上，提出破解

妇女问题的思路，研究的目的是能够为她们排忧解

难、提供精神支撑。另一方面，是指把妇女理论的原

理、理念、观点和要求通俗化、生活化、具体化，使之

更好地为广大妇女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并自觉地加

以运用。也就是说，要让理论面向大众，使妇女理论

从晦涩深奥、束之高阁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走出来，

变为广大女性自觉认同和乐于、易于掌握的管用的

思想武器，并用以指导自己追求幸福、实现男女平

等的具体行动。
以这样的要求考量我们的研究，不难看到这样

两个问题，其一，当我们在对艾滋病、同性恋、妓女

等问题的研究力度普遍加大的同时，对众多的广大

城乡妇女，特别是工薪阶层妇女、一线工作的妇女

和基层妇女群众的关注是否也同样加大了力度呢？

对艾滋病、同性恋、妓女等问题研究的意义是不言

而喻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忽略在妇女人口中占有

更大比重的劳动妇女，这是妇女理论研究始终不能

忘却的研究主体。其二，妇女理论研究在不断推出

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如何使这些成果转变为妇女

群众能够听得懂、喜欢听的理念、观点和话语，实现

由宣传语言向大众语言、书面语言向生活语言、传
输语言向接受语言的转变，使研究成果变为贴近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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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现实生活，反映现实妇女运动，解决妇女平等与

发展问题的意识，变成亿万妇女群众想得起、记得

住、用得上的理念，变成众多女性口口相传、相互激

励的话语，这对妇女理论研究的发展会产生极其深

远的影响。进一步说，当我们批判数千年束缚中国

妇女发展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男女授受不亲”等观念时，是否在摈弃其内容

的同时，又可以从其传输方式中，从这种传输方式

对妇女产生的长期影响中获取某种启示呢？显然后

者是值得思考的，妇女理论研究只有实现大众化，

才能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推进自身的

拓展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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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Level Design in Pursuing Chinese Women’s Theory Studies
LIU N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lacing prime emphasis on reforming top level design and overall planning in today’s
China,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making a general plot and overall design of studies in Chinese women’s
theory. It is put forth in this paper that the best line of pursuit in the study of this matter would be to build up the

women’s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ive center stage to the achievement of practical justice and

fairness. We advocate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tudies under the preconditions of adhering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design the studies to obtain system results.

Key words: top level design; women theory studi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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