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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妇女地位作用的新定位
———基于习近平关于妇女发展问题重要论述的分析

李 乾 坤，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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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在指导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实践中，运用新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结合国内、国际新形势，深入思考妇女发展问题，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治理、家庭文明新风建

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在性别平等理念下提出要在社会治理中强化妇联组织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的理念; 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中

的独特地位和品性优点，携同家人培育良好家风的理念; 增进各国妇女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建包容

性社会文化的国际妇女发展理念。这些新理念既有思想层面的高屋建瓴，又有实践层面的精心布

局，铸就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妇女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是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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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新时代、新目标为中国妇女的全面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中国妇女如何承担历史赋予的重任、贡献智慧和力量，成为党和政府乃至全

社会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内、国际妇女发展的新形

势、新问题、新要求在多个场合围绕妇女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

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和“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蕴育着新时代妇女发展问题的丰富内涵，引发学术界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发展问题重要论述的挖掘，其主要研究成果有《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的新贡献》［1］《习近平妇女观初探》［2］《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妇女思想初探》［3］《论习近平对妇女工

作的理论贡献》［4］《浅析习近平妇女观》［5］等。这些研究集中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发展问题重

要论述的思想理论来源，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新发展、现实意义等，初步勾勒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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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发展问题重要论述的概貌，为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目前这些研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发展问题重要论述这个“富矿”的挖掘还不够，尚显单

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观点零散，有待通过进一步挖掘将其上升为严密的思想体系。因此，系统梳理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发展问题的系列讲话，进一步挖掘讲话的深刻内涵，拓宽研究视

域，更为全面归纳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发展问题重要论述，对解决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指导新时代妇女工作更好地开展、满足广大妇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妇女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曾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6］480妇女的伟大作用在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正视妇女在革命动员、革命生产、
根据地或边区社会建设、后勤补给、战伤救护乃至对敌战斗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提出了“全国妇女起

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7］的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妇女在土地

改革、旧产婆改造与新接生法的推广、改造妓女、扫除文盲、婚姻法的贯彻与实施、支援抗美援朝、重大工

程建设等社会运动中突出贡献，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重要认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妇女在计划生育工作、儿童少年工作、妇幼保健工作、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妇女就业创业、祖国统一、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妇女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8］，“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有妇女这支伟大力

量的广泛参与和不懈奋斗”［9］的重要观点。这些论断、认识和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各

个历史时期广大妇女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化阐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新形势下如何定位妇女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引导妇女群众共同

应对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机遇、新要求、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社会治理中贡献女性的智慧和力量等问

题作出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新认识。
( 一) 要充分发挥新时代妇女半边天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

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把妇女半边天作用充分发挥出来”［10］。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最高

领导人第三次提“妇女的半边天作用”，每次都有各自的时代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妇女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展现了自己顶起半边天的能力，随后在社会上首次出现“妇女半边天作用”的认

识，后来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妇女能顶半边天”才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后，广大

妇女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新精神风貌顶住了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带来的各种冲击，为党和

国家分忧解难，努力支撑着半边天，胡锦涛据此再提“妇女半边天作用”———“当代中国妇女不愧是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11］。在新时代，习近平认为广大妇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能够顶起半边天，而且将会在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乡村振兴、妇女脱贫、创业创

新、社会公益、最美家庭建设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希望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妇联组织积极作

为、想方设法挖掘广大妇女这种潜力，将妇女半边天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 二) 要充分发挥新时代妇女人才第一资源作用

习近平在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还指出，“把妇女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10］。这一新认识是习近平根据中国女性人才发展的新形势首次提出的。新时代，广大妇女不仅

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而且在受高等教育比重、参与经济管理的程度、在专业人才中的占比

都在稳步提升，显然已是人才第一资源核心构成。据统计，“2016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超过

100 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 50．6%，比 2010 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 普通本专科女生

1416 万人，占 52．5%，提高 1．7 个百分点; 成人本专科女生 338 万人，占 57．8%，提高 4．6 个百分点; 公有

制企事业单位中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1480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211 万人，所占比重达 47．8%，提高 2．8 个

百分点;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61 万人，增加 59．3 万人，所占比重 38．3%，提高 3 个百分点”［1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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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时代女性知识人才的储备已经超过男性且在持续增长，女性技术人才的增长趋势迅猛，女性人才

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将更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深知综合国力竞争归

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于是从国家发展大计出发提出“把妇女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充分发挥”的新认识。
( 三) 要强化新时代妇联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妇联组织自成立以来，作为妇女群众和妇女组织的“龙头”，在引领广大妇女和会员组织紧跟党的

步伐、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凝聚妇女力量建功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党和政府

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13］。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妇联组

织应该进一步提升在广大妇女中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部署、去开展，把党的主张

转化为广大妇女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14］，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成为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和人

才第一资源作用的重要“杠杆”。但习近平认为妇联组织的“杠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妇女工作中

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四化”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在 2015 年首次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开始着力推进

群团组织改革，先在上海和重庆开展群团改革试点工作，并于 2016 年 9 月印发《全国妇联改革方案》，

从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妇联组织“三性”建设的战略高度对妇联组织的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开启了妇

联组织的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妇联组织通过改革创新能够强化其在推进妇女事业发展中

的桥梁纽带作用，从而凝心聚力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重要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女性智慧和力量。
概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妇女是重要的依靠力量，需要以妇联组织为桥

梁和纽带引领激发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

代妇女在社会治理中地位及作用的新认识既有思想层面的高屋建瓴，又有实践层面的精心布局，已自成

体系，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二、新时代妇女在家庭文明新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新时代家庭文明新风的培育，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将家

庭文明新风建设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提出了“三个注重”“四个促进”的新观点，认为“家庭和睦则社会

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15］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深入了解及自身家庭建设的真切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深知若想

顺利实现“顺应全体人民过上家庭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盼”“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促进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16］的初衷，必须发挥妇女在家庭文明新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于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在对妇联组织 2104 年的工作批示中、在 2015 年的

春节团拜会上等多个场合专门对“发挥妇女独特作用培树良好家风”作出明确指示。
( 一) 充分发挥妇女治理家庭的独特智慧和能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则是确保这个“细胞”正向功能作用充分发挥的关键因素。私有制产生

后，广大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6］178，治理家庭、抚育子女

成为其一生的志业。时至今日，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广大妇女仍肩负着外出工作和治理家庭的双

重重任。广大妇女也因此练就一番治理家庭的特殊本领并被传承下来，几千年绵延不绝，如深明大义、
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团结邻里等传统家庭美德。中国妇女在家国利益问题上总能看到二者的一体性，

关键时刻总能深明大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所讲: “革命战争年代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

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15］中国妇女还非常擅长“勤俭持家”，每逢灾荒饥馑广大妇女总能展

现出非凡的创造能力、独特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多难兴邦”，广大妇女在家庭

中这种独特能力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妇女就是在“两勤”方针的指导下将“‘勤俭持家’的

精神贯彻到勤俭建国、勤俭治军、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各个方面”［17］，开源节流，

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妇女在处理家庭矛盾纠纷、维护家庭和睦方面还起着“定海神

针”的作用。妇女是治理家庭的能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希望广大妇女能够发挥她

们在治理家庭中的这些独特智慧和能力，“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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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和睦、家庭幸福、家庭文明为重要基点推动社会和谐、民族进步、国家发展。
与此同时，仍然需要澄清———充分发挥妇女治理家庭的独特智慧和能力并不是让妇女回归家庭。

妇女地位不平等的起源就是私有制产生后妇女被限定在家庭私人领域的劳动中，沦为人类再生产的

“机器”，“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6］178。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

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

能”［6］178－179。中国共产党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建立新中国后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并积极动员广大妇女走

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中国妇女获得了空前解放。尽管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一时难以

实现，妇女承受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及作用确实得到了提升。20 世纪八

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妇女的“回家”与“被回家”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冲击及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就是有

力的反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引导支持妇女的就业创业，一直致力于推动家务劳动

社会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妇女在家庭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并不意味着让妇女回归家庭。
( 二) 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优势

“家教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是塑造人、培养人必不可少的一环。”［16］妇女在人类再生产中的独

特作用决定了母亲较父亲在这关键一环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多，与孩子的交流沟通起也更为自然融

洽，在培育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中的作用也更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妇女在家教中发

挥这种角色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道德品质融入家庭教育中，“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

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

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15］。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传统家庭美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传承，习近平家国情

怀的养成就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如他所述，“我从小就看我妈妈给我买的小人书《岳飞传》，有十几

本，其中一本就是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很深”［15］。他多次谈及孟母三迁、岳
母刺字、画荻教子等有关传统家庭美德的经典故事，就是要突出母亲在家教中的重要作用。而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妇女在家教中的优势并不是要否认或忽视男性教育子女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重视男性

在家教的责任和作用。2004 年 8 月 14 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

人》专访曾说:“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夫妻俩都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对家庭都是共同去建设……孩子

虽然也是经常顾不上，特别是我不能帮着她写作业、辅导功课，但是还是很关心她的成长”。所以，习近

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的是父母双方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15］可见，

习近平总书记对家教中妇女独特作用的认识是基于对男性责任和贡献的肯定，是性别平等理念下对女

性特点和优长的强调。
( 三) 充分发挥妇女在家风形成中的独特魅力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价值取向、文化传承和精神风尚，不仅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而且还会影响整

个社会的风气。”［16］长期以来，广大妇女受文化水平、经济社会地位的限制，在良好家风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即使没有被埋没也是被淡化了。历史典籍中妇女在家庭中作用的最好诠释是“贤妻良母”，侧重于家

庭家教方面; 家风则是以男性家长的“立言”为标志，较著名的有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等，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在家风中的作用多是默默无闻的。其实，妇女在家庭、家教方面的独特作用赋

予其在良好家风形成中独特魅力。
据“中国好家风万户城乡家庭大型调查”，“女性在家风传承中作用最大。在家风传承中，长辈起着

重要的作用，87．0%的被调查者认为，母亲作用最大，排在第一位; 其次依次是: 父亲( 85．7%) 、爷爷( 40．
0%) 、奶奶( 37．2%) 、外婆 /姥姥( 23．9%) 、外公 /姥爷( 23．5%) ”。［18］因此，若想使党风廉政文化形成一种

社会风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充分发挥妇女在新时代家风建设中的独

特作用尤为重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特别强调，“要注

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

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14］。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的深层的意蕴是充分发挥妇女( 特别是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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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家庭中的妇女①) 在家庭中的独特地位和品性优点熏陶、感染、带动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丈夫共同吸

收传播党风廉政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正能量树立良好的家风，内化为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行动规范，然后再将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带到各自工作学习生活中去，用更多健康的

“社会细胞”去改造不良的“社会细胞”，至少抵消不良“社会细胞”不良影响，形成一种家庭和睦、社会

和谐、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乃至社会文化，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助推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国家的发展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妇女在家庭文明新风建设中独特作用的认识是性别平等理念下对妇女长期

以来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特点、优长及独特贡献的肯定与认可，契合了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党风廉政文化的迫切需求，是对“两勤”方针的继承和发扬，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家庭观

及中华民族家国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但如何在这项历时较久的系统工程中建构包容的

性别文化、更好地发挥妇女的独特智慧和力量，仍需妇联组织、教育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精心协作、持
续推进，以及相关研究的及时跟进。

三、新时代妇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拥有了更多的国际发言

权。在这一历史机遇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就“和平与发展”的国际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展现了大国的开阔胸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

及其他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又灵活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审视妇女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

作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新认识。
( 一) 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19］人类

作为一个同呼吸共命运整体是相互依存的，“分则两害，合则两利”，激进女权主义将男女二元对立的殷

鉴不远; 而妇女地位的低下也未必是男性的福利，反而会制约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自国际妇女运动兴起

以来，特别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成立以来全球妇女在妇女发展、妇女参政、妇女教育、妇幼卫生保健

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提升了全球妇女的整体素质，性别平等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又反过来推动了全球

妇女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妇女的生存境遇得以持续改善、国际国内地位不断提升，妇女已经成为推

动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社会

发展的全局看待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并指出，“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

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19］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马克思的“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包括丑的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480观点的继承性阐发。
( 二) 妇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进步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从两个层面讲述了全球妇女发展失衡问题。其一，从社会

性别视角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男性拥有绝对的优势，女性总体上仍处于弱势边缘的地位。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对妇女国际地位作了恰当总结，“现在全球 8 亿贫困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妇

女”;“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仍然不平等，社会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时至今

日，针对妇女的各种形式歧视依然存在，虐待甚至摧残妇女的事情时有发生”。［19］其二，从地域分布来

看，“环顾世界，各国各地区妇女发展水平仍然不平衡”［19］，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国家、国家内

部不同区域之间妇女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非洲一些国家妇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东地区

一些国家的妇女饱受战争之苦; 以挪威为代表的北欧一些国家妇女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参政就业方面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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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都难以企及; 美国国内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妇女发展水平差别仍较大，妇女发展的天花板效应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洞悉全球妇女的发展现状，明了如今全球妇女地位仍不容乐观。他就是

利用全球妇女峰会这个重要平台提醒世界各国妇女发展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
( 三) 加强妇女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全球妇女发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解决妇女发展不平衡国际难题的根本途径———“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

展”［19］。在国内层面，各国应该根据国情适时地调整国家的妇女发展战略和政策，协调国内各方力量推

动妇女发展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在国际层面，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逐渐增强，俨然成为一个休戚

相关的整体，积极作为的空间极大: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实，发达国家应承

担起应有的责任，“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19］，但这是非常有限的;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

各国要秉持开放发展的理念，广泛开展妇女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互帮互助，为世界各国妇

女发展增能赋权。中国率先垂范，在中非、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峰会、“一带一路”等多边关系中

开展了妇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4 年中欧妇女领域交流正式开启，“正在成为中欧交流合作的亮

点”［20］; 在 2015 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上中国联合国妇女署捐款 1000 万美元，并决定“在 2015 以后的 5 年

内，中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 100 个‘妇幼健康工程’，派遣医疗专家小组开展巡医活动; 实施 100 个

‘快乐校园工程’，向贫困女童提供就学资助，提高女童入学率; 邀请 3 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

训，并在当地为发展中国家培训 10 万名女性职业技术人员”［19］，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2018 年 5 月

17 日，首届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举行，“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妇女领域交流与合作创建了一

个有益平台”［21］。习近平总书记希望通过妇女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向前发展的同

时，展现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瞩目成就，增强各国妇女对各自发展道路相互理解和尊

重，增进各国妇女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进而助推各项国际事务的顺利开展，为构建和谐包容的世界贡献

女性的智慧和力量。
( 四) 为妇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首先，要为妇女发展创造友好的文化环境。基于国际社会中男女发展的不平衡，习近平希望越来越

多的男性参与到“他为她”的倡议中来，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共同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

化。［19］其次，要为妇女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发现“每当战乱和疫病来袭，妇女

往往首当其冲。面对恐怖和暴力肆虐，妇女也深受其害”［19］。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一再

表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态度，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在和平发展中解决分歧，

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气魄。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妇女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对国际社会中妇女问题的深思，既肯定了妇女在国

际社会中的伟大作用，又道出了妇女发展的国际隐忧，并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超越了性别、阶
级、种族、宗教乃至国体政体层面的偏见，提出了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战略，重新诠释并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世界各国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在国际社会中地

位和作用的准确定位对妇女发展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妇女处境的主张制定实

施适宜本国的国内国际政策，全球妇女的发展将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会因此

更持久。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实践中，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发展理念，

从国内国际、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在新时代社会治理、家庭文明新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领域

就妇女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认识、新论断、新思想，并就这些新思想认识的落实做出了系统

地精心设计，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妇女发展的论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妇女发展的论述融合

了传统与现代妇女思想精华，以宽广的视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新境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为中国妇女事业乃至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方案，是新

时代广大妇女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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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osition of the Ｒole of Women＇s Status in the New Times
—An analysis based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s on women＇s development

Li Qiankun，Wang Jing
( Department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In his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women＇s cause in the new epoch，Xi Jinping employs the
new progress concept and the community idea of human destiny to think the issues of women＇s development
deeply，according to the ne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He confirms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social governance，the building of family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ies． Un-
der the notion of gender equality，Xi Jinping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strengthening role for bridging the Women
＇s Federation，making full use of the role of women’s holding up half-the-sky and their first resources of tal-
ents in social governance． Women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heir unique status and characters in the
family to foster a good family tradi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the women of every country should enhance ex-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o build an inclusive social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se new ideas
not only seize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thoughts，but also have the careful layout of the practice，which sharp-
en Xi’s thoughts on women’s progress in the new era and enrich the Marx view of women further． Therefore，

his thoughts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auses in the new epoch．
Key words: women＇s development; social governance;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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