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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性别社会学内容与方法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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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外关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性别社会学学科慢慢地从边缘性学科

发展到中心学科，但是学科体系仍然不够完善。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视角，基于已有的性别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国情，探讨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社会学的内容与方法，对于建构符合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和全方位提高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学科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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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性别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经历了从经典社

会学到女性社会学，再到性别社会学的漫长而艰

辛的发展历程。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外关于性

别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它是女权主义思

潮进入学术界及社会学领域的结果。在我国，随

着女性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女性学等相对比较成

熟的学科。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性别社会学

学科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逐渐从边缘性学科发

展到中心学科。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逐渐从关

注女性研究转向关注社会性别研究，同时一些高

校相继开展相关课程和设立学位点，并在国际国

内范围内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笔者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结合不同学者对性

别社会学或者女性主义内容、理论、方法等知识

体系的研究，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在女

性 /性别社会学学科中多以女权主义或者社会性

别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女性 /两性问题进行分析。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理论基础比较单一，

导致出现仅用这些理论不能分析中国日益增多

的新社会问题的现象。第二，女性 /性别社会学

的学科内容不够全面。随着时代变化和新的社

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性别问题越来越突出，我

们应该适当补充与时代相呼应的性别理论，以便

更好地解决性别问题，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第

三，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多

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为主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缺乏更全面地了解妇女问题的其他方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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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比较少，

大多数的学科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缺乏本土化的

特点。结合当今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来看，构建中

国特色性别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显得尤为迫切，这

个学科体系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体现中国风格和

中国特色。

目前性别社会学学科建设还不完善，性别社

会学学科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存在着不足，理

论基础比较片面和单薄。在当今时代，性别社会

学的发展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应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嵌入到性别社会学中，使性别

社会学 学 科 的 内 容 与 方 法 更 加 丰 满 完 备、更

科学。

性别社会学属于应用社会学，社会学学科又

隶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新形势新

要求下，中国特色哲学与社会科学应该立足于我

国国情，把握当下我国的新形势新潮流，充分体

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也应该是完

善性别社会学内容与方法的方向和具体路径。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思想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

同创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

者继承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其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在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妇女学说和资产阶

级人类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进

程中的妇女地位的演变进行探讨，阐述了妇女解

放的道路和途径，从而使其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

的妇女运动乃至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

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国家领

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

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

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2］他于 1958

年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妇女解放理论，非

常关注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同时对妇女婚

姻问题、同工同酬、禁止缠足、产假等问题也进行

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邓

小平同志提出:“党的事业需要妇女群众，妇女解

放也只有在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过程中才能逐步

实现。”［3］1990 年，江泽民同志在国际劳动妇女节

上发表的《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重要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出了定

义，并概括了内容。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在开幕式上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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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首次提出，是我国政府对

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4］。

2013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保证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5］，

以此促进男女平等发展。2014 年习近平同志说: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

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我国妇女事业发

展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使我国亿万妇女肩负

起更重要的责任担当。”［6］对于妇联工作，习近平

同志提出:“坚持走出机关、走向基层，沉下身子，

拓宽工作渠道，创新工作手段，用自己的眼睛看

最真实的情况，用自己的耳朵听最真实的声音，

帮助广大妇女排忧解难，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妇联‘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广大

妇女心中”［6］。“要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群

众，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经常同群众

进行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的零距离接触，增进

对群众的真挚感情”，“要大力健全组织特别是基

层组织，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希望妇联

干部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党的群

众工作的行家里手”［7］。

在 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

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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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

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

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

庭成为国家发展、文明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8］。2015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同志在全球妇

女峰会上指出: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创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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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妇女和

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

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

国际环境”［9］。

学术界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

再认识方面，认为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中的“特

色”专指妇女与党 /国家 /民族之间的关系，强调

将三者融为一体; 强调妇女与男性之间的关系、

妇女自身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和妇女“结团体”的

组织模式［10］。刘亚玫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 ( 1) 新时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最基本特

征: 坚持党的领导。( 2) 新时代中国妇女运动的

时代 主 题: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 3) 新时代中国妇女运动的路径: 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4) 新时代中国妇女运动

的目标: 实现“三个平等”，第一，平等依法行使民

主权利; 第二，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平

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5)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

战略举措: 包括“四点主张”，第一，推动妇女和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 第二，积极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第三，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 第四，创造

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 6) 新时代妇女

“半边天”作用: 发挥两个独特作用，第一，妇女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作用; 第二，辩证看待

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

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7) 新时代妇女组织

的根本任务和妇女工作的根本要求: 保持和增强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11］。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发展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

础上，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进

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三、当今中国特色性别社会学研究应有的

内容

尽管性别社会学从经典社会学开始，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晚期女性主义者发动妇女运动的

“第二次浪潮”后，女性主义思潮逐渐由实践领域

进入到理论领域，开始了对经典社会学的挑战，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从内部与外部对其进行了批

判与质疑，促使学界对女性社会学视角进行了重

新审视，将对男性的研究引入到了女性社会学研

究中，不再单纯地以女性视角解决问题，形成了

今天的性别社会学。性别社会学是从人类两性

和谐统一的目标出发，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两性

在社 会 运 行 中 所 形 成 的 角 色、地 位、作 用 等 问

题［12］17。从国际范围看，性别社会学是一门新兴

学科，还处在建构阶段。区别于其他女性学科，

性别社会学在性别价值取向上更多地是倾向于

女性弱势群体，但同时尽可能地关照到男性的生

存与发展，试图改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构建

平等的性别观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社

会学内容，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已有的基础上重构性别社会学的内容，完善性别

社会学的内容体系，使性别社会学的内容体系满

足广大妇女的需求，达到两性平衡发展。性别社

会学应以“多元化”为视角，对与性别相关的内容

和问题予以充分的了解，并且深入研究。由于国

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性别问题层出

不穷，比如女性参政比例下降、女大学生就业中

的隐形歧视、女童被性侵、女大学生被骚扰、女性

健康与休闲、性别与反贫困、二孩生育政策、女性

创业，以及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平衡等问题。女

性 /性别社会学学科为了满足新形势下各种性别

议题的解决，应构建至少包括以下多方面内容的

中国特色的性别社会学:

( 1) 性别与文化: 对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 关

注男女两性语言的性别差异和两性身体的不同，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改变大众视野中女性的刻板

印象; 注重“家风”的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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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等。( 2) 性别与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制度

中的两性关系; 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 恋爱与

婚姻家庭问题以及剩女现象; 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对男女两性生活的影响，及其对女性角色发出的

新挑战等; 怎样提高在婚姻家庭中两性的福利，

平衡两性的关系。( 3) 性别的生命历程与社会

化: 对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中的两性形象再现进行

批判，正确引导两性关系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

向上的互补功能，培养大众正确的性别观。( 4)

性别分层与流动: 男女两性分布在不同的职业领

域中，职业被赋予了性别色彩; 教育资源占有的

性别差异; 两性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不对

等; 城市妇女与农村妇女的差异。( 5) 两性的劳

动与工作: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女性就业时

遭遇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的就业困境;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为女性提供了创业的条件，使其在

创业创新潮中彰显“半边天”的力量。( 6) 性别与

社会工作: 传统社会工作中的性别差异; 女性主

义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三大工作方法及其在中国

的实践; 在推进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

工作中，具有中国特色且与国际接轨的女性主义

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7) 性别与健康: 男女两

性的生殖健康;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性别观念

影响下的医疗保健行为以及性病 /艾滋病的预防

措施。( 8) 性别与犯罪: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犯罪

原因; 性侵女童问题，通过性别社会学分析女童

遭遇性侵的多方面原因以及预防性侵女童现象

发生的措施，使针对女童的犯罪率减少; 性骚扰

事件层出不穷，公共空间的性骚扰事件频发，应

该如 何 预 防 与 惩 治 此 类 型 事 件，减 少 犯 罪 率。

( 9) 性别与教育: 男女两性在受教育过程中对不

同教育课程的接受度; 两性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

衡; 当代我国性别差异教育的问题; 女童辍学问

题，怎样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同

时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 10)

性别与政治: 性别社会学要从女性主义政治学角

度分析女性参与政治的决策;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

妇女参政，提高妇女参政意识等。( 11) 性别与法

律: 法律中对女性的忽视问题; 出台有利于两性

工作的法律法规，以保障男女两性在分工过程中

的平等;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 12) 性别与

反贫困: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贫困的原因; 我国

针对妇女的反贫困政策的解读以及反贫困所面

临的困境; 推进扶贫政策性别主流化将是妇女反

贫困事业长期面临的挑战，一些决策部门也开始

关注性别问题，但是大部分发展政策没有充分考

虑社会性别问题。

总之，现有的性别社会学内容还不完善，我

们要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特色，以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为指导，重构性别社会学的内容，使之

更符合中国的特色，为男女平等找到平衡点，以

提升女性地位，达到两性和谐。

四、中国特色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性别社会学的方法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

不足，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吸收女

性主义 的 方 法，完 善 我 国 性 别 社 会 学 的 研 究

方法。

( 一) 马克思主义方法是构建性别社会学的

根本方法

国内学者仝华、康沛竹认为女性学最高层次

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所以我们在建构性别社

会学研究方法时，应该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作

为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会议上指出: “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

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

活的灵魂。”［1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时指出:“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

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

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

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

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

正把 马 克 思 主 义 这 个 看 家 本 领 学 精 悟 透 用

好。”［14］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

思主义方法作为行动的指南，才能更好地构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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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社会学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包括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不

是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和纯粹思辨的方法，而是

马克思在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科学的方法论，

它来自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在马克思探索社会

发展规律和谋求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方法是

到达彼岸的桥梁，是实现成功的工具，方法论是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本质规定性和规律性在逻辑

上的反映，它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方法，是客观事物的普遍

规律［15］。

总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

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

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的

科学分析与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

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将为建构

中国特色性别社会学方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

指南，为性别社会学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 二)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1．女性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关系。

女性主义吸收借鉴了诸多其他理论，其中包括马

克思主义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

主义女权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史观、阶

级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越来

越被西方不同的女权主义流派所认同。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始终贯彻女性学研

究进程，这是女性学根本的指导原则。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仅能清晰

呈现过去和现实妇女问题存在的一切因由，而且

能捕捉与驾驭现实中和发展着的妇女运动的内

在规律［16］。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来解析当前和即将出现的纷纭

复杂的妇女问题。女性主义借鉴吸取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其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与特殊、共性

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反对分割两者的片

面性。但当将其运用于妇女解放问题时，很多理

论者往往受理论模式、思维方法、实用需要等因

素的影响，倾向于强调普遍性、共性，而在有意无

意中抹煞、忽视了特殊与个别性［17］。

2．女性主义的具体研究方法。女性主义者研

究的目的在于批判和挑战现状，寻求变革，女性

主义研究方法希望能提供对于权力关系的结构

性审视，重新建构新的权力理念。相关学者的研

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8］: 女性研究中的

访谈方法; 人种志的方法; 调查研究和其他统计

的方法; 实验研究方法; 跨文化研究的方法; 口述

史的方法; 女性主义个案研究方法等。

总之，我们应该立足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

方法，结合我国的本土经验，构建性别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中国社会学以经验研究为主，这种研

究方法具有“大规模、大样本、重描述、浅分析”的

特点［19］，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重视社会学与社会性别视角方法的结合，强调性

别与阶级等其他社会因素的交叉和嵌入，从底层

的妇女开始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建构出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体系。

( 三)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社会学研究

方法

1．我国 性 别 社 会 学 研 究 方 法 存 在 的 不 足。

( 1) 性别社会学方法单一，缺乏多样性。回顾国

内的女性 /性别社会学的著作和文章发现，性别

社会学的方法主要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社会

学的方法比较单一地将社会看成一个单位，具有

较高的普遍性，没有考虑到男女两性的差异，缺

乏多样性，不利于性别社会学深入地探讨性别

问题。

( 2) 缺少本土化的性别社会学研究。性别社

会学从西方女性社会学中发展而来，我国性别社

会学的大部分方法是吸收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

究方法，但它不完全等同于女性主义，其应采用

更为多元化的研究范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

问题变得多元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已不能

满足我国妇女发展的现状。西方女性主义研究

方法存在着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对其全盘吸

收不利于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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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存在缺陷。性别社

会学的方法和范畴以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

定量研究采用的是归纳法，强调通过随机和非随

机的抽样选择观察对象，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从而把握现象和本质，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化抽

象并形成理论。质性研究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方

法，它是多种方法的集合，是一种针对所要研究

题材开展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虽然

质性研究包容性很大，效果很好，但是对它的批

评也很多。我们可以对普遍的议题用定量研究，

对于独特的文化和经验的展示用质性研究。性

别社会学既不应仅局限于女性的立场，也不应局

限于性别差异立场，而应从男性被性别文化所影

响的立场来阐述问题，例如男性的压力、男性过

劳死、男性性焦虑等。

2．完善 中 国 特 色 性 别 社 会 学 方 法 的 措 施。

( 1)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性别社会学的统领方

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就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并把握其精神实质，

而不是照搬照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为指导，把性别社会学看成一个系统，将性别社

会学的内容与方法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即从

“人”的角度切入，以男性为参照物，对女性进行

聚焦，从两性的立场出发，从而解决女性的本质、

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同时女性问题亦是

社会问题，应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

和人类学等角度对女性和各种女性存在的普遍

现象进行多角度研究［12］173。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要对我国现阶段

的女性问题进行重新梳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与方法进行解析和论证，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这便于结合我国的国情，尊重妇

女的主体性，切合女性的实际情况并最终解决性

别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可

以为提升女性的地位，改变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

象，更好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的性别社会学体系，

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理论基础，为解决

我国各种性别问题提供方法指南。

( 2) 整合女性主义的方法。整合女性主义方

法首先是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中

的合理成分。这首先要求将这种女性主义方法

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研究其产生的历

史因素及其演化的脉络，考察其历史意义，然后

分析中国现实环境及与西方女性主义产生的历

史背景的异同，探究该理论与本土妇女运动需求

的契合点，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吸收其对当前妇

女运动有益的成分。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必

须注意原则和方法。第一，依照毛泽东“洋为中

用”的方针，批判地加以吸收; 第二，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防止受西方女性主义某些

偏激情绪的影响; 第三，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资源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反对照抄照搬，一切从

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凡是有利于中国

妇女解放的思想都大胆地吸纳，但绝对防止盲从

与照搬［20］。整合女性主义的方法，我们应该结合

我国的国情，立足于本土化，吸取其有利的部分，

更好地构建我国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3) 建立本土化的性别社会学方法。性别社

会学学科方法的本土化是指建立在对中国文化、

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基础上，分析和解释

两性不平等的状况和内在机制。虽然西方的理

论方法相对成熟且有一定的理论框架，但只是给

中国性别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性别社会学

核心的问题应是对中国社会性别关系进行分析，

并寻找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

下的理论解释力［21］。性别社会学的方法在吸收

西方女权主义的方法时，必须反思中国的性别认

同、性别角色、性别身份等问题。另外，性别社会

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可以融合不同学科的概

念、方法等，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

等知识范畴，这可为其提供创新思维和新方法，

为重构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打下基础。

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方面，可以将社会性别

研究与社会学方法结合，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

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但包括对女性的

研究，也包括对男性的研究; 它不是完全以妇女

为主体和目标的研究，而是由两性共同参与的研

究，其目的在于强调对社会性别关系的分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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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者在理论上比较偏向于社会性别视角

下的问题的研究，在具体的实践上更多的是采用

社会学方法。我们可以将两者结合，更好地弥补

性别社会学研究上的不足。社会性别作为一种

分析的范畴落实到个人是差异的问题，落实到社

会是结构的问题，落实到制度是权利的问题，落

实到文化是象征的问题。研究者如果能够在解

读一个人、群体、组织和社会的时候，运用社会性

别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看到的现实将会更加完

整，更接近事实本身。

总之，建构我国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我

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顺应当下的时代主题，

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有益部分，体现出中国特

色，为解决广大妇女问题提供方法指南。表 1 列

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社会学研究方法。

表 1 中国特色性别社会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一般的研究方法 以定量、质性为主的社会学方法

具体学科方法
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女性口述史、
个案研究等方法

五、小结

性别社会学以多元化的视角对与性别相关

的内容与问题予以充分而深入的研究，构建中国

特色性别社会学的内容与方法是一个不断吸取

经验、不断总结和发现规律的过程，我们要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国情，

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挑战、突破传

统的封建思想，建立与国情相符合，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的性别社会学体系。性别社会学要同

时站在两性的视角，以男性为参照物，以女性为

主体，构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具有中国特色

的性别社会学内容与方法，可为贯彻男女平等国

策提供理论基础，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妇女的需

求，提升妇女在政治、经济、家庭等方面的地位，

重新塑造女性形象。完善性别社会学学科的内

容与方法是任重而道远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

展，我国性别社会学的内容与方法都会发生变

化，我们应该与时俱进，顺应当下的潮流与新形

势，立足于我国国情，不断发展性别社会学学科。
目前，我国性别社会学学科发展过程中除了内容

与方法不足之外，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性别社会学学科队伍中老年学者退

休，学术新人匮乏，缺乏学术人才队伍的可持续

建设，具有性别社会学背景的人才越来越少，或

者研究者因为种种原因放弃对性别社会学学科

内容的研究，导致学术队伍的断层。第二，性别

社会学学科面临着由中心学科变成边缘学科的

危险，高校中性别社会学学科的普及程度不高。
我国的高校中，开展性别社会学课程的比较少，

一些高校因为老一代学人退休，新人青黄不接而

导致此门课程停课，这致使从事性别社会学研究

的人越来越少。第三，性别社会学学科教学过程

缺乏实践特性，在开课的高校中，教师的教学模

式普遍集中在课堂授课，学生也只局限于课堂上

参与，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将理论知识联系或运

用于实际生活中，使性别社会学缺少群众基础和

生机活力。
总之，性别社会学存在的这些问题将是我们

今后的关注点，我们应该在立足于发展性别社会

学的基础上，通过对性别社会学内容、理论、方法

等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推进性别社会

学学科建设，以培养更多的性别社会学人才，使

性别社会学学科更符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为

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寻找

男女两性发展的平衡点，从而提高我国妇女的社

会地位，并最终实现两性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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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and Methods of Gender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iews Women

ZHU Ping－yan，ZHANG Zhen
( Centeal China Normal Unive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Foreign research on gender sociology emerged in the late 1970s． It is the result of feminist thoughts
entering the academic and sociological fields． Since then，the discipline of gender sociology has slowly evolved
from a marginal discipline to a central one． However，its disciplinary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Based on the
Marxist viewson women，gender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ims to construct a new disciplinary
system with Chinese style，conforming to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gender equality，harmony between sexes，
and the all－round improvement in social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ender sociology; Marxist viewson women

( 责任编辑 赵莉萍)

·65·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