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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

全 红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过程中，思考时代背景下的妇女问题，保障落实妇女群体基本权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全面促进妇女解放

与发展。但是，从全球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于内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于外与性别平等先进国

家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需要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实践，回顾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而在新时代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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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 日，《2017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

告》①发布。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在性别差距方

面的世界排名与 2016 年相比下降 1 位，创历史新

低，在全球 230 个国家中位列第 100 名。在中国的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

时，在中国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同时，不得不对中国的性别平等主流化进程进行

回顾和反思。本文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的妇女解放运动实践，回顾了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旨在新时

代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
一、起步和奠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的妇女解放运动

随着“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妇女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江泽民在“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妇女被

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参

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妇

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妇女在创造人类

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对男女两

性作出了政策安排、行动安排，在客观效果上达

到了全国性的、关于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教育。
尽管没有实现绝对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但是无疑

为中国女性主义日后的发展提供了较高的平台。
中国妇女借由国家话语自上而下的强力干预，被

赋予了一种“在场”的状态，在历史舞台上以群体

的身份获得主体性的地位。在集体意识浓厚的

中国，将妇女解放置于国家解放、民族独立的事

业中，是符合中国历史国情和现实需要的。
二、深化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全面停顿

的全国妇联的工作重新恢复生机，为改革开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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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迎来第二波高潮奠定了基础。
( 一) 引介多元性别思潮

伴随着改革开放，一大批西方思潮被引介入

国内，丰富了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建构，也使得

一部分女性在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觉醒之后，能

够寻求到更多的理论支撑。虽然西方的女性主

义运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进入了“第三波”

浪潮，而中国则刚开始“补习”女性主义理论的前

期积累，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上而

下的“国家女性主义”①从制度、法律、意识形态方

面为中国妇女提供了较高的解放平台，与西方国

家相比，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很高

的，在教育、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权利也是受

到法律明确保护的。因此，国际化视野的引入既

为中国提供了补习世界妇女运动历史的机会，也

为当代妇女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提供了更多元的

解释框架和解决路径。
( 二) 参与国际妇女运动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期发生的，是世界范围

内性别主流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985 年在第

三次世 界 妇 女 大 会 上 首 次 提 出 了 性 别 主 流 化

( gender mainstreaming) 的概念，其核心在于使不

同性别的人们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发展的进程

中，并从中受益。1995 年，中国作为东道主，在北

京成功举行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性别主流化

被写入《北京行动纲要》，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

球战略。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向全世界郑重

承诺:“我们十分重视妇女的发展和进步，把男女

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2011 年，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实

体( 又称妇女署) 成立，中国积极配合，重点推进

四个关键领域内的性别平等: 反对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 女性领导力与参政权; 妇女经济能力; 性

别平等与气候变化［1］。

此外，1995 年之后，中国还牵头组织了多次

世界性会议，以监测《北京行动纲要》的进展情

况。2015 年，为了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20 周年，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主办了“全球领导人

会议”，讨论性别平等问题。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也发表讲话，重申了中国致力于将妇女权利“作

为全球议程的核心”，强调了中国对于“男女平

等”国策的坚持，以及对全球男女平等事业的承

诺:“为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和联合国妇女署工作，

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 1000 万美元，用于支持落实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 2015 年后发展

议程相关目标。……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设立

的有关基金项下，将专门开展支持发展中国家妇

女能力建设的项目。”

同时，1995 年北京世妇会以来，除了全国妇

联领导下的各项工作，中国各个非政府组织也在

推动国内外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

贡献。比如成立于 1992 年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

合作促进会在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长期开

展扶贫发展项目，帮助贫困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

妇女加强就业创业能力提高，形成社会性别意

识，支持女性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 三) 深化本土实践

“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我国妇女

运动健康发展的永恒使命。”［2］在改革开放的历

史机遇下，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

第一，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的丰富和发展。
1961 年邓小平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

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妇女工作

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妇女干部和妇女群众都

要关心政治、有思想。
1990 年 3 月 8 日，江泽民同志发表《全党全社

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肯定了中国妇女

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群众运动重要一翼的历史作用，

重申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的必由之路。1995 年 9 月 4 日，在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开幕式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把男女平等

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社会各界都要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落

实到更加自觉地尊重妇女、关心妇女事业、支持

妇女工作上来”［3］。2010 年 3 月 7 日，在纪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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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胡锦涛对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的妇联组织提出了要求: “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联系和服务妇女的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吸引

力、凝聚力、影响力，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党开展

妇女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广大妇女信赖和热

爱的温暖之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

景下，习近平主席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做好党的妇女工作，关系

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关系到

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关系到巩固

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坚持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充分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如果说世界妇女运动，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妇

女运动仍然是以公民社会通过直接参与社会运

动或寻求代理人来争取更多的妇女权益为主要

路径的话，那么中国的妇女运动则呈现出两种面

相: 一方面是继续以国家为主导，以妇联为主要

机构，继续推进在妇女健康、教育、就业、生育等

主要领域内的工作; 另一方面则是仍在孕育中的

公民社会中，在男女平等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

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开始用多元的

性别理论来思考自身或生活中所遇到的性别问

题，不 仅 仅 是 传 统 的、更 多 与 生 存 相 关 的 问

题———如教育、医疗、就业等，而且还有新的时代

背景下出现的，或者可以说是以前就有但是一直

被时代所掩盖的旧问题———如性别认同、性取向

等等。

第二，通过分阶段制定 1995 ～ 2020 年的《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家庭生活等领域的权益作出了详细的规划。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充分体现，用发展

的、辩证的眼光，抓住主要矛盾，与时俱进。这具

体体现在: ( 1) 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妇女参政问题

的大讨论，强化了妇女的参政意识，宣传了妇女

在政治权利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思想，推动了妇女

参政②。( 2) 在妇联的推动下，加大对拐卖妇女儿

童、卖淫嫖娼等社会问题的打击力度，在妇联框

架下成立了法律顾问处( 后成立权益部) ，维权成

为妇联的重要职能之一。1989 年，国务院成立了

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 1995 年后改成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 。( 3) 随着国外性别研究理论的

引介，国内的妇女研究活跃起来，成立了各种研

究组织和机构，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妇女群

体开始从理论上审视和反思妇女运动中的经验

和教训，为思想上的觉醒和全面解放奠定了基

础。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女性

自我解放意识被唤醒了，开始有了作为个体“我”

的女性主体意识，而不是群体“妇女”中的一员。

这一新的变化符合在男女平等意识形态下成长

起来的新一代女性群体的认知需求，也是对把妇

女解放置于国家话语之下而未能充分考量个体

女性具体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有益补充。
( 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妇女群

体投身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中提高了社会地

位。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在妇女赋权方面的

成绩，也用具体的数字让国外学者信服: 中国白

手起家的女亿万富翁人数超过美国，两倍人数的

私营部门首席执行官，在社会媒体中有着更好的

位置———占记者行业总人数的 44%，占出版社和

媒体编辑行业总人数的 50%———在制造业的人

数占比相比美国也更高，此外还享有更长的带薪

产假③。( 5) 在法律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妇女权益

的保障和落实，“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

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

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4］

三、全球视野下的性别平权运动: 现有问题

及未来走向

50 年前，一个中国性别平权的口号———“妇

女撑起半边天”在全世界回响，至今仍然是西方

一些女权运动的标语口号。当前，社会性别主流

化战略的一大弊端在于，其过分强调了导致性别

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及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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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社会性别机制。因此，需要引入全球女

性主义的多元理论视角加以完善。而全球女性

主义运动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 虽然这也是

其生命力所在) ，导致长久以来在妇女问题的具

体表现上始终处于各自为营、单打独斗的状况，

容易被资本和政治力量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全球女性主义也需要借鉴社会性别主流化

的官方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中国经验的

普适性虽然仍旧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但是在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参与世界妇女运动、推动世

界性别平权运动的中国力量，却是不可缺失的。

就中国自身来看，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并不断将其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一些问题

也是显而易见的，“与妇女发展的需求，与时代变

革的迫切性，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基础相比，还有

很大距离”［5］:

第一，如何回应日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和性别

主体意识，不仅仅需要理论解构来厘清，更需要

通过实际的政策、制度加以保护和发展。国家主

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是出于社会主义 /共
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考量，而不同于女性主义关

注具体的、具有个体特殊性的女性个体，因而在

具体的运动中，难免顾此失彼。把中国妇女群体

当作整体来对待在过去是成功的，也确实为社会

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进入新时代，人

民群众对革命、国家、个体、群体的认知都发生了

变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个体的选择

愈加多元化，因此需要正确把握这些变化了的历

史条件。与此同时，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体意识到

自身需要更大的社会空间，意识到要自觉自发维

护自身利益，过去自上而下国家主导安排的模式

需要对这种自下而上的新需求作出回应。

第二，如何缩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正

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保障、法律制

度规范、行政手段干预下，中国的男女平等状态

在字面上 /理论上应该是很高的［6］，但是在同样

的监测指标下，如《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所显示

的，中国的性别平等实际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这

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第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其他女

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

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仍然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之所以在中国

广泛传播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并不仅仅在于

它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

部分，也在于其对中国妇女问题的解释力。但

是，这并不代表其他理论就无法对中国的妇女问

题作出合理的解释、提供可行的方案。相反，因

为中国已经深刻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

的妇女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封闭的国家内部的问

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的妇女运动、与

政治－经济－社会多领域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多一个理论视角，便意味着找到多一个问题起源

的可能性，也就多了一个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

案。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好，其他女性主

义理论也好，严格来说都是舶来品，因此在运用

的时候，既不能完全地照搬照抄，也不能“病急乱

投医”，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在充分结合本国实际

的基础上，建构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

四、余论

目前为止，世界上尚未有哪个国家真正实现

了性别平等。在经济、政治、文化、卫生、教育、健
康等诸多领域，性别始终与阶级 /阶层、种族、民

族、宗教等种种传统因素夹杂在一起，给妇女的

生存状况持续带来压力和压迫。没有一种普适

性的理论或方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具有多元

性、复杂性的妇女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法的视角来看，需要的是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的过

程中，不仅要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在世界民族

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也要深刻联

系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以及

相互借鉴的可能性。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命

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

国与国之间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作

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在新时代历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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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的新发展，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实现性别

平权，使所有人都能充分享受发展的成果并从中

受益，既是这一理念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期需

要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以趋达成的目标。

注释:

① “国家女性主义”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术语，因为女性

主义流派作为一种批判理论，从本质上是反对父权

的、权威的国家的。此处使用这一表述，是为了强调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由国家领导和主导这一特征。

② 比较典型的讨论如全国妇联 1990 年在长春召开的

首次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会议所引发的讨论。

③ 相 关 数 据 参 见: Chloe Sorvino 的 It’s a Ｒecord －

Breaking Year for Self－Made Women Billionaires，Here’

s Why’，Forbes，21 March 2017; Kevin Lam，Paul

McGuinness 和 Joao Paulo Vieito 的 CEO Gender，Ex-

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Listed Enterprises，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Vol．

21，No． 1，January 2013; Sukti Dasgupta，Makiko Mat-

sumoto 和 Cuntao Xia 的 Women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ILO，Geneva 201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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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QUAN Hong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theory of wome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long been guided by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reflecting on the women issues within certain historical context，working towards realizing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s well as shar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so as to compre-
hensively promote women’s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from a global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women’s liber-
ation movement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is facing new conditions and new challenges domestically，on the
other hand falls behind many countries which are doing well in gender equality internationally． To better pro-
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dvanced socialist gender culture，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s China has made to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 by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as implemented．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Marxist view on women; women’s liberation;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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