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佑高校女性学者的学术生涯
———基于对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的探析

邵珮翔 周小李

摘 要： 近年来，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大幅增加，但是高校女性学者仍十分稀缺，而且她们

的研究成果也并不丰富。 德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高等院校中女性学者群体的发展，依

托欧盟政策提出了“女教授计划”，形成政府主导、基金会资助、测评机构保障的自上而下的协同模式，
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其中，对于女性学者的倾向性政策、对生育问题的关注以及友好型家庭关系

的构建，是资助计划中的亮点。 我国要进一步推进高校女性学者群体的发展，无疑可以从德国的经验

中获得启示，探索本土实践的未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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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家庭关系、社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近年来，随着我国男女平等观念的逐渐深入，

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女性的受教育

机会不断增加，受教育年限逐渐增长，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女性群体迅猛发展。《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2017）》显示，中国高校中的女性在学人数已超过

男性，男女比例达到 1∶1．19，性别比排名全球第

一；其中，女研究生的比例达到 43．70%。[1] 在关注

高等教育领域女性数量的同时，也要关注其质的

进步，即培养更多卓越的高层次女性人才，进而实

现其对社会、家庭建设的可能价值。然而，当前中

国高校中的女性学者仍十分稀缺，她们的科研成

果也不丰富。例如，1955—2009 年当选的两院院士

中，女性仅有 98 人，占比为 5．06%；[2] 2017 年新增

7 名女院士，仅占当选院士总人数的 5．5%。世界范

围内，一些国家比较重视对高校女性学者的培养，

例如，德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高校

女性学者的发展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倾向性的鼓励

措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

启发，以促进我国高校女性学者群体的发展。

一、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的设立

背景

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的设立，可以从

国际国内两个背景进行梳理。
首先，欧盟促进女性参与科研的政策和实践，

是促使德国关注高校女性学者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欧洲共同体条约》将性别平等作为其主要

目标之一，因而其所有成员国都需为两性平等贡

献力量；加之高校女性学者及相关团体的强烈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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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最终促使欧盟将“女性与科学”这一主题放入

相 关 议 程 之 中。欧 洲 技 术 评 估 网 络（European

Technology Assessment Network，简 称 ETAN）报 告

显示，在女性与科学这一话题中，最受关注且争

议最多的问题是：欧洲高校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

是女性，然而处于高层次学术研究领域的女性仅

占不到 10%。 [3] 此外，欧洲分子生物学会（Europe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EMBO）在

2001 年的报告中指出，在 EMBO 博士后奖学金申

请者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主要表现为：

女性在申请该奖学金时的成功率比男性低 20%，

或女性需要发表平均多于男性 2．5 倍的论文数才

能获得同样的成功概率。因此，欧盟一直致力于

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进而引发了德国各界对于

女性学者群体的关注。
其次，就德国国内背景而言，长期以来，德国

社会存在着女性天生在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方

面缺少天赋的偏见。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

许多女子学校不开设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课

程，导致德国女性缺乏进入大学深造所必须具备

的自然科学基础，进而影响了她们进入德国高校

学习。[4] 1900 年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

越来越多的德国女性进入大学学习和深造，但直

至 1949 年《基本法》颁布后，德国女性受高等教

育的权利才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保障。及至 1985

年，由于德国《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德国学术界

开始关注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

但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高校性别占比结构，而不是

立足于女性的自身发展。
总体而言，德国高校一方面是女性学者的发

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女性本科生、研究生和

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女性人数一直在增加。截至

2015 年，德国 25—64 岁劳动力人口中，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男性与女性占比分别为 30．8%和 24．4%，

2015 年男女两性高等教育毕业率分别为 36．9%

和 40．7%。[5] 但是，提交大学授课资格申请的女性不

到 30%，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教授为女性。[6] 为了吸

引更多女性学者在高校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改

变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性别不均衡状况，德国于

2007 年起开始实施“女教授计划”。基于此，德国

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相应组织和高校制定了

一系列资助计划，用以支持和保障女性学者顺利

地在高校中开展学术研究。

二、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的具体

实施

本 文 将 从 国 家 政 策 层 面 的“女 教 授 计 划”
（Das Professorinnenprogramm des Bundes und der La

nder）、基金会层面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以下简称洪堡基

金会）资助项目和其他机构支持的卓越女性与科

学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Women and Science，

简称 CEWS）等不同层面，探讨德国高校女性学者

资助计划的整体面貌。
1． 政府政策全局指导

“女 教 授 计 划”是 德 国 联 邦 教 育 与 研 究 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Germany）为

了促进德国女性在大学毕业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培养更多高层次女性科学家以及改善教育科研系

统中女性占比较少的局面而设立，于 2007 年通过

决议并于 2008 年起正式实施。该计划每一阶段历

时五年，配资 1．5 亿欧元，在每阶段的最后一年对

全国的女性教授情况进行统计评估，并对下一阶段

的发展做出规划。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出资，

对积极吸收女教授长期任职并在促进性别平等方

面表现突出的高校进行资助，通过相关机构评估的

大学可以每年获得 15 万欧元的资金，资助期从三

年至五年不等。该计划的目标群体为高校中的女

性，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类等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的专业领域中的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女博士后，

支持她们在相关专业领域进一步深造并进入大学

任教。这项计划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女性个人及相

关团体组织的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建立家庭友好

观念、女性研究及教育等。
以德国弗莱堡大学的“Menta 一对一导师制”

（MenTa Mentoring im Tandem）为例，该制度旨在为

教育专业领域的女博士、博士后提供私人订制的

研究规划以及其他咨询服务。 [7] 其基本操作流程

为：先选定一名女性受托人，根据其研究的专业

选择一名在相关领域有成就的专家作为她的导

师，导师根据该受托人的研究方向，与受托人共

同制定其未来的发展规划。在该制度下，导师不

仅需要关注受托人的研究工作，还需对其家庭生

活进行指导，负有协调受托人家庭关系的责任。不

仅在学期间存在这样的一对一关系，受托人毕业

后，导师仍然与受托人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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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会的协助实施

洪堡基金会秉持“男女在科研中拥有平等机

会”这一原则，力求培养更多高层次科学人才，提

出了比较完整、全面的针对女性学者的资助计划。
要说明的是，尽管洪堡基金会致力于促进男女两

性在科研中的平等机会，但由于现实因素，在洪堡

基金会奖学金的申请人与受资助者中，女性人数远

低于男性。因此，洪堡基金会针对女性学者提出了

十分有吸引力的资助计划，主要包括对其自身学术

发展的支持和对其伴侣及家庭生活的支持两方面，

只要女性学者的科研能力卓越、成果显著，就能够

得到丰厚的奖金支持。根据项目的不同，受资助者

在德学习研究的时间也有所差异。例如，针对博士

后研究人员的资助计划中，洪堡研究奖学金可为其

提供为期 6—24 个月不等的在德研究机构学习及

从事科研工作的机会；针对初级研究组领导研究

员的资助计划中，相关科研项目的主要领导人员可

以使用该资助在德国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五年的科

研工作，并且可以自行成立工作组，该资助的总额

最高可达到 165 万欧元；而对拥有丰富经验的研究

人员的资助则更为灵活，洪堡基金会不仅提供为期

6—18 个月不等的在德科研机构进行研究的机会，

还灵活设置奖学金发放时间，受资助者可以一次

性获得资助，也可以在三年内分三次获得资助。同

时，所有资助计划均提供与德国相关领域专家进行

合作交流的机会，从而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支持女性

学者进行科研工作。
基金会对女性学者的伴侣及家庭其他成员的

生活也提供充分的资助。洪堡基金会明确鼓励学

者将他们的婚姻伴侣以及子女带到德国共同生活，

并在研究资助之外提供家庭津贴（专门用于从事科

研活动的津贴，不允许用于补贴家庭开支，科研津

贴为每月 500—800 欧元不等），前提是其家庭成员

陪伴她们的时间达到三个月及以上 （不间断）。基

金会对婚姻伴侣提供每月 276 欧元的生活补贴，如

果其伴侣在德期间无法赚取收入或收入低于德国

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少于每月 400 欧元），还可额

外申请每月 205 欧元的伴侣补贴。此外，如果女性

学者育有小于 15 个月的婴儿，可以申请父母陪同

照顾，洪堡基金会同样会提供父母津贴。如果学者

的孩子是未成年人（18 岁以下），基金会将支付每

月 194 欧元的儿童福利金；如果孩子陪同的时间在

6 个月及以上（不间断），还可以向德国的相关机构

申请儿童福利。针对单亲的女性学者，洪堡基金会

也设立了相应的资助办法，对其第一个孩子提供每

月 400 欧元的津贴，之后的每个孩子提供每月 100

欧元的津贴。
除此之外，为了帮助女性学者及其家人更好

地适应在德生活和工作，洪堡基金会还提供学者

及其家人参加语言培训课程的补贴。具体而言，

学者及其婚姻伴侣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都可以

在德参加长达 4 个月的语言培训课程，所需的课

程费、住宿费以及餐饮费用均由洪堡基金会承

担，学者还会额外获得每月 610 欧元的补贴，用

以支付培训期间的其他开支。该项补贴目前只针

对女性学者及其伴侣，其父母及孩子暂时无法获

得。此外，在学习研究期间，学者本人以及陪同家

人均可获得每月 50 欧元的医疗及第三方保险津

贴，以保障其顺利地在德研究、学习和生活。
考虑到女性学者自身的特殊性，洪堡基金会

对于在研究期间怀孕分娩的女性学者也有相应

的资助措施。如果女性学者在受资助期间怀孕分

娩，不仅可以根据德国生育保护法获得育儿假

（一般为分娩前六周和分娩后八周），还可以申请

延长 3 个月的资助期。同时，如果因生育原因需

要暂停研究工作，只要研究组的学术主持人批

准，便可申请最长 18 个月的休学期，虽然期间不

提供资助，但不会影响后续研究的资助奖金。此

外，如果女性学者在研究期间需抚养 12 岁以下

的孩童，在德方同事研究员同意的前提下，可以

申请延长研究期和受资助期，最长可以达到 12

个月，且在此期间仍然可以接受基金会提供的研

究资助。
3． 评估机构提供保障

卓越女性与科学中心于 2000 年成立，是由德

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支持的项目，旨在促进德国

高等教育科学和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平等。该中心

主要通过收集分析数据、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提

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实现对女性学者的支持。
首先，该中心通过收集和统计女性学者相关数

据并进行分析，为研究女性学者在科研领域的情况

提供便捷的获取数据的途径，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

供科学依据和重要指标。卓越女性与科学中心独有

的数据库也提供关于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法律的

信息。此外，其论坛还提供了一个以德语为主要交

流语言、关注高校女性科学研究项目的平台，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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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女性学者出版发行相关研究成果。
其次，该中心每年都汇总有关女性与科学研

究方面的资助计划并发布研究报告，为高校中的

女性学者申请资助提供帮助。2018 年 2 月，该中

心发布最新的汇总报告，提供了 82 项涉及各类

高校女性学者资助项目的介绍、49 项高校女性学

者专项奖学金信息、20 项关于女性指导和培训的

计划，以及若干女性学者团体组织的宣传信息。[8]

此外，该中心还致力于解决女性学者在科研过程

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安排专业人员回复信息以

及追踪后续情况，以最大限度上为女性学者提供

切实的帮助。[9]

三、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的实施

成效

德国从国家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到下设各

基金会的辅助实施，再到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严格

监控这三个方面，动员全社会力量改善高校女性

学者的处境，为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理念的确立

以及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通

过资助计划的开展和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德国高

校中女性学者的境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当然，就

目前而言，德国高校女性学者的发展仍存在结构

不平衡、受传统观念制约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德

国高校女教授的数量虽有所增长但总人数仍较

少，从事自然科学及工程类专业领域研究的女性

学者较少，以及女性受到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等。但总体上看，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的

影响深远，实施成效显著，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女

性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德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1． 资助计划取得的实效

德国通过实施多方面措施鼓励女性参与科研

并争取大学教授名额，为女性学者的学术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机会，推动女性学者在科学研究和教

育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收效显著。“女教授计划”
第一阶段结束后，德国高校女教授人数占比由

2008 年的 17．4%上升到 2012 年的 20%，比 2002

年的女教授人数增长了一倍，达到 8900 人。其

中，语言文化学科的女教授占比达到 36%，为所

有学科中比例最高的；其次是艺术领域的女教

授，占比为 30%；其他学科女教授人数则较少，占

比最多不超过 25%；占比较低的学科为工程类学

科（10%）和数学、自然科学类（14%）。尽管工程类

和数学、自然科学类学科中的女教授占比不高，

但对比 2002 年依然有显著提高 （2002 年两类学

科女教授占比分别为 4%和 7%）。 [10]

基于“女教授计划”第一阶段的成果，德国联

邦政府于 2012 年决定延长“女教授计划”实施时

间，以进一步提高女教授占比，加强女性在科学

研究领域的影响。2017 年，该计划第二阶段结束

并完成评估。结果显示，参与计划资助的德国高

校更加重视在学术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女性学

者的声誉和知名度显著提高，其研究成果也大幅

增加。在第二阶段中，共有 184 所高校提交了有

关促进性别平等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数量占参与

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高校成员的三分

之二。与第一阶段（152 所大学）的参与度相比，增

加了 10 百分点。其中有 147 所大学提交的方案得

到了评估机构的积极评价，占参与高校总数的

80%。在具体人数上，第一阶段共资助274 名女教

授，其中助理教授占 40%，正式教授占 60%；第二

阶 段 共 资 助 250 名 女 教 授 ， 其 中 助 理 教 授 占

31%，正式教授占 69%。该计划实施以来，女教授

人数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占比由 2007 年的

16．2%增长到 2015 年的 22．7%，增加了 6．4 百分

点。 [11] 由此可知，“女教授计划”对促进德国高等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8 年 2 月，联邦政府出台该计划第三阶段

（2018—2022 年）发展方案，对“女教授计划”的未

来发展做出了具体规划：首先，将第三阶段的资

助预算提高至两亿欧元；其次，着重关注年轻女

性学者向女教授发展进程中的个人成长问题；再

次，强调高校应注重挖掘和发挥女性的潜能和天

赋，通过增加青年女研究员的数量提高德国高等

教育中的女性人数。[12] 在已经完成的第三阶段第

一轮项目审批中，共有 86 所高校提交的有关青

年女性学者培养方案得到评估机构的认可。
此外，各基金会及企业团体对女性学者的资

助效果也十分显著。截至 2018 年，在德国洪堡基

金会设立的国际顶尖研究员奖中，女性人数达到

14 人，占总人数的 19．7%，而在 2012 年之前仅有

一名女性学者获得该奖项。尤其在 2015—2016 年

间 ， 该 奖 项 的 获 奖 女 性 科 学 家 人 数 占 比 达 到

58%，为历年最高。 [13] 由德国企业欧莱雅公司及

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出资、诺贝尔奖获

奖者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教授创立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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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国家层面人才计划

计划项目 申请条件 项目规模 对女性学者的倾向性政策

青 年 海 外 高 层 次 人 才 引 进

计划［17］

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 年龄不超过 40 周

岁；博士学位，有 3 年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历

每年 600 名 无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8］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和博士学位；有承担

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基础研究经历；申报年

龄 38 周岁以下

每 年 资 助 400
项；期限 3 年

女 性 申 报 年 龄 放 宽 至 40
周岁以下

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 38 周岁，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超过 45 周岁；博士学位，

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担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

每 年 200 名 ； 聘

期 3 年

无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 在 自 然 科 学、工 程 技 术、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和 文 化

艺术重点领域崭露头角，获得国际国内较高学

术 成 就，具 有 较 好 创 新 发 展 潜 力，有 一 定 社 会

影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为 35 周岁

以下，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年龄为 38
周岁以下

每 年 200 名 ； 聘

期 10 年

女 性 ：自 然 科 学 、工 程 技

术 领 域 申 报 年 龄 37 周 岁

以下； 哲 学 社 会 科 学、文

化 艺 术 领 域 申 报 年 龄 40
周 岁 以 下

已婚已育女性学者的资助项目，成立 12 年来已

资助 36 名女性学者，累计资助金额超过 70 万欧

元。正因为有这些资助，德国许多女性学者得以

获得重返科研岗位开展工作的机会，这些学者在

专业领域已有重要的影响力。 [14]

2． 公众观念的变迁

在德国政府的积极推广和引领下，德国各界对

女性学者的关注度明显增强，公众对于女性参与

高等教育的态度从禁止转变为鼓励，围绕此问题的

讨论也越来越多。在 2017 年召开的德国联合国妇

女与女童科学日研讨会上，负责德国教科文组织

工作的伊琳娜·博科娃就表示：“促进女性研究人

员的发展是联合国关注的重点领域，世界需要科

学，科学也同样需要女性，女性也有创造潜力。”德
国洪堡基金会战略与对外关系部主任同样说道：

“我们基金会想网罗世界所有优秀的、有潜力的科

研人员，我们不谈论性别，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科

研工作中同样有非常出色的表现。”[15] 同年，德国科

学研究与艺术部为 Brigitte-Schlieben-Lange 计划内

的 28 名获奖博士及博士后颁发奖金，以支持她们

在艺术、音乐和应用科学领域继续深入研究。科学

研究与艺术部部长特蕾莎·鲍尔（Theresia Bauer）在

颁奖仪式上指出：“女性学者在协调家庭与科研关

系中常常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女性在毕业后，会

面临来自家庭与职业的双重压力。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计划帮助女性学者缓解经济上的压力，让她

们更轻松地面对家庭与科研的关系问题。”同时她

强调：“女教授的数量近年来持续增加，我们希望

继续保持这样喜人的增长趋势。然而 20%的女性

教授人数显然还是太少了，我们需要培养和支持

更多有天赋的高层次女性学者。”[16]

四、德国高校女性学者资助计划对我国

的启示

德国资助和支持高校女性学者的经验做法，

无疑可以为我国提供诸多启示。
1． 制定倾向性政策

德国为了提升高校中女性教授的占比，从国家

层面制定了“女教授计划”，提出了针对女性学者的

倾向性政策。我国正着力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其中，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培养不仅有其必然性，也

有其必要性。然而，如表 1 所示，当前我国政府实施

的几项重要人才计划中，为女性学者制定的倾向性

政策较少，没有专门设立针对女性学者的资助名

额；同时，对优秀人才的认定及引进也主要参考学

术成果及职称，较少考虑性别差异等因素。因此，配

合国家的有关战略计划，建议制定关怀女性学者的

中长期政策，采取多元措施，鼓励女性进入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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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工程技术领域，以及毕业后继续留校从事科研

及教学工作。在学术研究、评委会及各类学术论坛

活动专家的名额上，也应设置一定的女性比例，以

保证女性学者群体在相关学术领域的话语权。
2． 关注生育问题

对于很多青年女性学者来说，承担着哺育下

一代以及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双重压力。现实生

活中，许多女性正是因为生育而放弃或中断了教

学及科研工作。当前，我国仅有少数政策性文件中

明确规定，女性可以因生育、哺乳等原因延长科研

项目结题时间， 并放宽女性申报资助和人才认定

年龄限制。 例如，从 2011 年起，女性申请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放宽至 40 岁。 除此以外，对

于女性学者生育后重回教学科研工作岗位以及职

称评定等问题， 不仅国家层面缺少相关指导性文

件，而且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较少，高校层面也没

有设立相关组织来关怀女性学者的生育及生育后

再回岗问题。 由于缺乏具体的激励措施，生育成为

制约高校女性学者发展的重要原因。 建议政府及

高校更多地关注女性学者生育后再回岗及职称晋

升等问题，制定相应的支持和激励政策，并为其子

女提供一定年限的福利津贴， 以鼓励女教授生育

后能继续深造和发展。
3． 调和家庭关系

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关注女

教授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 还应关注其家庭关系

的构建。 我国高校对于女性学者家庭关系的关注

还比较欠缺， 既没有指导和监测女性学者家庭关

系的体系，又没有相应的疏导及协调组织，忽视了

友好型家庭关系的构建对女性学者教学科研工作

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 对于出国访学的女性学

者， 既没有提供其家人陪同出国生活及参加语言

课程学习的机会， 又没有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其家

人随同出国生活； 政府在对高校进行评选和资助

时， 也缺乏对高校在协调女性学者家庭关系方面

所发挥作用的考核。 建议借鉴德国的方案，设立支

持 女 性 学 者 家 人 陪 同 出 国 深 造 的 项 目 并 提 供 资

助；同 时，在 高 校 中 组 建 专 门 机 构，以 此 为 中 介 搭

建起沟通和咨询家庭问题的平台， 以护佑女性学

者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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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the Academic Career of Chinese Female Scholar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unding Scheme for Female Scholars in German Universities

SHAO Peixiang，ZHOU Xiaol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number of women wh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the current high-level female schola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still very scarce and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re not rich．Since the 1990s，Germany ha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scholars in higher education．It has developed its“Female Professors Program”on the basis of the EU’s policies and

formed a top-down synergy model featuring government-dominance，foundation-funded，and the guarantee of

assessment institutions．This program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The propensity policy for female scholars，

the concern about fertility issue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iendly-family relationship are the highlights of the

funding program．Drawing upon inspirations from German experience，China can come up with its own measur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female scholars．

Key words: Germany experience；female scholars；fund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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