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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性别作用

蒋颖荣

(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伦理学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关注女性的自

由和解放问题。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嵌入下，我们在伦理学、女性学、民族学等学科视域下，以女性自我意识为切入

点，通过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经由“无我”到“觉醒”再到“自主”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女性

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历时性变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身份被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以及少

数民族女性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女性在与男性的性别角色分

配、性别互动与性别观照下发挥着她们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性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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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80 年代以来，社会性别问题的提出促成

了女性主义哲学研究三个方面的转换: 第一，理

论基础转换。女性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主要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理

论为研究依据，强调某一种因素对女性的作用。
进入 80 年代中期至今，女性主义哲学转而主要

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框

架，关注社会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近

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多元化、重差异、反普遍

主义和反传统等趋势。第二，研究主体的转换。
女性主义哲学最初主要是“有话语权”妇女的心

声，即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上层妇女，社

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妇女

自身也存在差异，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

更多阶层的妇女参与到女性研究的行列中。第

三，研究客体和主题的转换。女性主义哲学研究

最初只局限于对妇女本身进行研究，社会性别概

念的提出，使女性主义研究扩展到对妇女内部的

不同群体、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妇女与社会

结构等因素的互动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研究

主题相应从追求男女“绝对平等”到强调“绝对差

异”，再到“在社会中求公正”的转换［1］。进入 21
世纪，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成果主要可以概括为三

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经典原著的翻译和解读; 二

是对女性主义哲学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包括对

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研究、对女性主义关怀伦

理学研究的深化以及对应用伦理学理论和问题

( 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 的关注、对“差异”以

及“性别差异”与平等的研究。当代女性主义哲

学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考察和研究了“女

性问题”，既促进了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推动

了女性和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2］。女性自我意

识在女性对自我的反思与观照中成为了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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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伦理学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美好生

活的同时，也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关注

女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11 月 2 日在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时指出，做好家庭工作，发挥妇女在社会

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是妇联组织服务

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点。要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抓实抓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

领，引导妇女既要爱小家，也要爱国家，带领家庭

成员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

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

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

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等方面发

挥优势、担起责任。要引导妇女带动家庭成员，

发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抵制歪风邪气，

弘扬清风正气，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

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全面展示了党中央对

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充分发挥女性性

别作用，为社会发展和家庭建设作出贡献所寄予

的期待。发挥少数民族女性作为女性这一群体

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性别作用

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嵌入之下，我们从女性的

自我意识切入，通过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经

由“无我”到“觉醒”再到“自主”的发展历程的梳

理，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

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历时性变化过程同时也是女

性身份被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以及少数

民族女性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的过

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女性在与男性

的性别角色分配、性别互动与性别观照下发挥着

她们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性别作用。这一

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新时代下进一步挖掘少数

民族女性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树立良好家风，并以良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

社会风气方面独特的性别作用。

二、从“无我”到“自主”: 少数民族女性自我

意识的发展历程

“自我意识是一个经历了感性世界和知觉世

界的自身反映，而且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历了他者

的自身回归。自我意识是一个运动。……自我

意识仅 仅 是 这 样 一 个 静 态 的 同 语 反 复: ‘我 是

我’。由于自我意识认为差别并非和自我意识一

样也包含着存在的形态，所以存在不是一个自我

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认为他者是一个

存在，或者说是一个有差别的环节，但自我意识

同样认为它自己与这个差别构成的统一体是另

一个有差别的环节。……自我意识的现象与自

我意识的真理之间的对立在本质上包含着这样

一个真理，即自我意识是一种自身统一。自身统

一必须成为自我意识的本质，也就是说，自我意

识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从现在起，意识作为自

我意识具有了双重的对象: 首先是一个直接的对

象，亦即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认识的对象，

但这个对象在自我意识看来具有否定事物的标

记。其次就是自我意识本身，这个对象才是真实

的本质，但一开始还仅仅是与前一个对象相互对

立。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呈现为一个运动，

它在这个运动中扬弃了上述对立，并发现达到了

自身一致。”［3］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自我意识是对

意识的意识，是一种反身意识，是自我认知的结

果，是真实的本质。我们每个人之所以为人，之

所以和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

这个自我意识不仅包含着我去生存的意识，同时

还包含着我对我生存过程、生存状况的观察、观

看、观照。女性自我意识是女性对自我社会性别

角色肯定性观察和认知的过程，是女性对自我独

立人格、自我价值、自我权利和义务的自觉意识，

是女性获得本真性自我、获得解放、实现自身全

面而自由发展的关键。纵观历史，少数民族女性

对性别的自我意识经历了缺乏自我意识的“无

我”阶段、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和自我意识的

“自主”阶段。
( 一) “无我”阶段

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女性缺乏自觉的自我

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先验地具有自我意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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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主体性没有凸显之前，人们只是按照

祖上遗留下来的某种传统、某种规范去展开每一

天、每一年甚至是一辈子的生活，不需要对自己

产生任何怀疑，因而不存在对自我认知和认同的

问题。表现为对自身性别压迫的生存状态的无

条件接受。

第一，性别压迫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阶段

性产物。母系社会后期，狩猎工具的改进和农耕

工具的出现，使得男性可以为氏族提供更多更稳

定的食物，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

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母权制自然

过渡为父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

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

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4］54“在包

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

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

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

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

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

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

的服务; 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除在社

会生产之外。”［4］71换言之，也就是社会出现了“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女性的活动范围渐渐

开始局限于家庭之中，生育与抚育子女以及操持

家务成为女性的当然之责。而男性的活动范围

则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他们控制着社会的政

治、经济，从而控制着女性。社会性别分工因此

就加重了女性经济上对男性的“期待”，“唯其不

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

之，于是妇女极苦。”［5］

第二，性别压迫是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产

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恩格斯

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

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

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

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

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

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

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

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

实现的。”［4］63长期以来，由于少数民族自身发生

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与文

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女性被选择性

地塑造成家庭、家族乃至于本民族不繁荣的根

源、民族矛盾产生和加重的根源，被选择性地悬

置在男权( 父权、舅权) 的话语体系中而成为一种

依附男性的存在者，丧失了自我的性别意识和性

别认知。
( 二) 觉醒阶段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现代

性的语境之下成为了一个问题，女性不再只是一

种先验的存在;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女性在获得受

教育机会、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活动机会的同时，

逐步产生了对自我存在状态的观照。少数民族

女性意识到自身与男性的不一样，她们不仅意识

到“我在生存”，而且有意识地观察、审视、思考自

己的存在状态。换言之，她们在强调现代性、主

体性的理论背景之下，在知识的启蒙和与他人接

触的对照中，开始了对“我是谁”“我应该是谁”
“我能做什么”的自我认同和追问，对自我价值、

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追问，对现实生活世界中女性

与男性之间相互关系的追问。

第一，获得受教育机会是少数民族女性自我

意识觉醒的契机。少数民族女性获得教育的途

径主要有: 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濡化教育，以村落为中心的

村寨文化涵化教育和以民族宗教祭祀圈为中心

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渗透在少数民族女性的日

常生产生活世界、人情往来、人生仪式、民族节日

和村寨、神灵祭祀之中。“单单为了要使自己的

潜在性成为现实性，意识就必须行动，或者说，行

动正是作为意识的精神的生成过程。所以说，意

识要根据它的现实性，才知道它是什么。”［6］265意

识为了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意志，必须把自己

从纯主观性中解放出来，走向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统一( 即单一性) 。“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能做别

人做的事而不表示自己是具有特异性的人，至于

没有教养的人，正是要表现这种特异性，因为他

们的举止行动是不遵循事物的普遍特性的。在

·3·

蒋颖荣: 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性别作用



对其他人的关系上，没有教养的人还容易得罪别

人，因为这些人只顾自己冲，而想不到别人如何

感觉。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

径合乎事物的本性。”［6］20 易言之，缺乏自我意识

的人不可能通过他自己的内部行为得到自我发

展，必须给予外力的推动，这个外力就是教育。

教育是使人由无教养迈向有教养、由感性的盲目

迈向理性的自觉的前提。教育是把人从自然存

在即消极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达到理性自由

进而实现人的自由的环节，就是对人的普遍性的

提升，它确立了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历史

主体状态，从而使人成为应该成为的人。

第二，少数民族女性获得的在当地就业或外

出打工的机会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又一契机。

当地就业、劳务输出到国内 ( 比如云南少数民族

女性到 省 城 昆 明，到 北 京、上 海、广 州、深 圳 等

地) 、国外( 比如跨境而居的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女

性到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 的就业机会

为少数民族女性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活动场域

和生存空间，而不再局限于传统村寨的生产生

活，其劳动价值得到了量化、体现和回报，这无疑

是少数民族女性意识中“认不同”的起点，越来越

多的少数民族女性直观地感觉到“现在的我”和

“过去的我”不一样了，“我”和这里的人也不一

样，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里的生活和村庄的

生活、这里的家庭生活和村庄里的家庭生活进行

比较，自我的价值性得到了肯定，性别意识被唤

醒，性别责任得到了物质上的肯定、强化和激励，

对性别权力的追求也随着对两性对立、两性不平

等问题的追问而逐渐彰显。
( 三) 自主阶段

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女性意识到自身社会

性别的独立性、特殊性，因而也特别强调女性的

独特性和特殊性，她们在注意到女性和男性事实

上的性别不平等( 比如同工不同酬，再比如一些

重要岗位对女性的排斥和拒斥等等) 问题，注意

到虽然少数民族女性在获得就业机会以及社会

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改变的同时，也更多地注意到

无论是在公共事务领域还是在家庭生活领域，她

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话语权、决定权和

控制权，以及其所处的相对弱势的地位都没有得

到根本性的改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部分少

数民族女性以及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女性文化精

英群体对这一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基于女性立场

的两性对立转向基于男女两性作为命运共同体

的两性平等与和谐，这样，问题也因此转化为不

再是男女两性斗争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合作与共

同发展。具体体现为少数民族女性随着生产力

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主动追求自身

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自觉承担起自己的性别责

任，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发展、本民族发展和国

家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重要性，有着对男性

性别的关怀和互动，有着对来自男性的性别关怀

的期待，以及对性别平等与和谐的关切、民族和

社会发展的关切、国家繁荣昌盛的关切。

三、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性别贡献

大量的田野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女性与男性

拥有同样的生命质量和生命意义，在人生仪式、

传统节日、日常生活中，拥有社会公共活动参与

机会和家庭活动参与机会。在公共活动空间和

家庭、家族活动空间里，少数民族女性自觉地扮

演了家庭生活和族际交往中的重要角色，承担了

许多重要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在“在场”( 女性能

够与男性同时出现的场域) 和“不在场的在场”
( 女性不能够与男性同时出现的场域) 中通过与

男性的携手互动共同完成了社会公共活动和家庭

家族活动，从而完成了对社会发展的性别贡献。
( 一) 少数民族女性通过自觉承担家庭伦理

角色进行代际间的道德教育

“儒家角色伦理学的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亲

属亲情不仅是道德能力教育的切入点，而且也是

在所有 人 类 生 活 秩 序 层 面 的 最 佳 化 激 励 与 模

式。”［7］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基于血缘姻亲关

系建立起来的直接亲属亲情是人伦关系和睦的

纽带，而建立在亲属亲情关系之上的家庭则是少

数民族女性进行代际间道德教育的重要场域。

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社会发展水平和独特的

地理环境，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族个性特征

鲜明、形态多样、结构复杂的多种民族文化。同

时也由于外来宗教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影响(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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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程度) 不尽一致，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佛教

( 藏传佛教、小乘佛教) 、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

教等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并存。只有在将

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置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历史性

展开的过程中，才能深刻领悟少数民族对人与人

自身、人与人 ( 包括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民族之

间) 、人与社会 ( 村落) 、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思

考，从而客观、全面地揭示少数民族地方性文化

的精神意蕴。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女性是日常生

活中具体事物的承担者、人生仪式( 诞生仪式、成
年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 、宗教仪式( 这里主

要指的是家庭祭祀) 的主持者和主要承担者。而

仪式是少数民族族际交往的一个场域，不仅是血

亲、姻亲、地缘关系表达的场域，也是联结着家

族、本民族与异族之间关系的礼物流动的重要场

域，同时还是代际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贯穿在仪式中的由少数民族女性承担着的富有

道德教育意义的祝词、歌曲、舞蹈在具体的场域

中强化和深化了道德教育的内涵和效果。

以哈尼族的诞生仪式为例。诞生仪式是人

生仪式的起点，哈尼族诞生仪式包括降生仪式、

保魂和处理衣胞仪式、命名仪式、见天仪式、认舅

舅仪式、贺生仪式等程序。在哈尼族的诞生仪式

中，蕴含着诸多的伦理文化内容。哈尼人通过婴

儿的诞生仪式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家族发达

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哈

尼族的诞生仪式十分强调劳动的价值，劳动使得

个人的生命获得了意义。哈尼族诞生仪式中的

“认舅舅”仪式是哈尼人尊敬母亲和重视舅权血

缘伦理的集中体现，为哈尼族社会的有序运行奠

定了血缘伦理的根基。哈尼人通过诞生仪式确

认与婴儿的家庭( 家族) 伦理关系，而这样的家庭

( 家族) 伦理关系又将在婴儿的未来成长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血缘性和亲属性的社会关

系网络是新生命成长过程中足可依赖的伦理情

感资源。有了这样的伦理情感作为依靠，个体在

成长的道路上将不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因其能够

获得来自家庭 ( 家族) 以及族群的强有力的道德

支持。其二，家庭( 家族) 伦理关系是新生命习得

伦理知识、形成道德观念和道德意志的重要平

台。个体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其所生存

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家庭 ( 家

族) 伦理、族群或共同体的伦理文化是影响个体

道德演化的主要因素之一［8］。
( 二) 少数民族女性通过自身性别发展带来

对女性的性别激励、对男性的性别拉动，带来乡

村振兴的新思路新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的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通过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使自

身得到发展，或者在当地获得就业机会，或者通

过流动获得就业机会。就外出流动方面而言，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 10 年前相

比，无论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流动女性因

经济原因流动比例都上升了约 10 个百分点; 与

跨省流动女性相比，省内流动女性具有更高受教

育程度、有更高比例是专业技术人员或商业服务

业人员; 同时流动年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15 ～ 24

岁男女两性在迁移率上升阶段的差距显著缩小。

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

了重要贡献，而女性在其中的贡献应当占四成以

上。”调查进一步显示，“多数女性离开农村进入

城市或到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是为了从事有更

高收入的劳动。尽管有些女性的主要外出动机

并不是帮助家庭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但无论是因

婚嫁、随迁，还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女性在流入

地多数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同时，“根据返乡者

的报告，在通常情况下，男性返乡以经济和工作

原因为主，而女性返乡的原因主要是家庭需求，

如结婚、生育和照顾上学的孩子等，这显示出在

返乡决策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同研究还发现，与

农村非流动女性相比，返乡女性的非农就业比例相

对较高，她们仍延续了在城市中的就业特征，与返乡

男性相比有更高的商业服务业工作的比例。”［9］

从郑真真对迁移流动和农村女性发展的回

顾与展望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 少数民族女性)

通过流动进入城市或者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是

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都获得了与异文化接

触、交流的机会，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技术技能，

获得了高于流出地的经济收益，由此提升了自我

发展的能力。女性( 少数民族女性) 返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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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庭需求，但是她们的返乡

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现代文明熏陶下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回到家乡，身体力行、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周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于家庭生活而言，走出家庭就业的女性在职

场中能够感受到来自他者 ( 外地流入的商人、外

来打工者) 的文化浸润，从而或多或少会带来少

数民族女性在生活方式、婚姻家庭、人生价值方

面的观念思考和行为改变，少数民族女性获得自

身性别发展的同时必然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对女

性的性别激励、男性的性别拉动，引发他们在比

较当中、在女性的行为示范中，对原来长期积累

下来的习惯进行反思与革新。

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走出家庭就业

的女性是当地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的

性别力量。无论是在当地就业还是外出就业返

乡的少数民族女性，都在她生活的村寨和地区，

通过经商、民族文化旅游、种植业等成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带头人，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促成了当地经济增长方式的多元化。身体力行

的示范作用，还能够让当地原来不想干活、靠享

受政府给予的扶贫政策的“等靠要”的观念意识

逐步改变为个人主动的创业就业行动，从而实现

劳动致富和创新致富。
( 三) 少数民族女性通过文化比较形成更加

和谐的交往伦理观念，有效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性别和谐与族际和谐

少数民族女性在自身性别意识觉醒和对自

身、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过程中，有意识地汲取

不同文化之间的观念意识，能够重新审视男女两

性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交往规范，

在继承本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同时，通过比较、

吸收和借鉴异文化在性别和谐、族际和谐方面的

伦理文化观念，形成尊重、理解、包容的交往伦理

规范，并具体运用于现实生活世界，有效促进了

男女两性的性别和谐，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和

谐相处。

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以熟人社会为主要模

式，人情、面子、礼物的流动依然在其生活世界中

占有很大的比例。少数民族女性在日常生活世

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多样，但都是一而二、二

而一的。杨华将农村人情分为“日常性人情”和

“仪式性人情”［10］，其中仪式性人情主要指伴随

着仪式的举办而形成的人的聚集和交往，常常是

为了纪念某个人或某件事，如诞生仪式、订婚仪

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宗教仪式等。这些仪式

通过礼物的馈赠，能够将一个家庭因血缘、姻亲

而形成的亲缘关系聚集起来，形成两个家族之间

不定期的礼尚人情往来。仪式的程序性、庄重性

甚至是神圣性内在地要求少数民族女性具体而

适时地出现在各个细节或具体执行中，需要认真

处理好自己所扮演的各个角色，从而能够强化少

数民族女性的自我定位，促使她们更好地发展自

我，促进其家庭与家族的和睦、村寨的和谐; 同

时，少数民族女性走出家庭，担任村落妇女主任

等角色，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的治理，促进了农村

社会和谐与发展。

李兰芬教授认为，性别平等是一种需要接受

基于不可更改的生物属性的自然差异而导致的

事实“不平等”之上的正义价值的评价与规导的

制度安排和行动准则。较之性别平等，性别和谐

是一种基于“不同而和”与“和而不同”双重理念

基础上注重性别个性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发展的

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图景、生活

模式和生活理想的和谐社会需要以性别和谐为

其性别生态，回归生活的生活方式则构成性别和

谐语境中实现女性发展的基本实践路径［11］。在

叶文振教授看来，性别和谐是一种新型的男女相

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性别尊

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是性别和谐

的基本内涵［12］。少数民族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

不仅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观照，也是对自己所生

活世界的未来图景的关切，体现着少数民族女性

对获得男性尊重的诉求，以及对“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期待。这就必然地在生活实际中体现

为男女两性的携手、两性性别的良性互动与合

作，从而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族际和谐关系是人们对民族之间交往伦理

文化良性互动的期待，形成于民族之间彼此接

触、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中。日常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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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着血缘、姻亲、地缘关系的你来我往、在生产

活动中类似哈尼族与傣族认“牛亲家”的彼此合

作、农忙时节的“换工”、在人生仪式与节日活动

中的礼尚往来，少数民族女性在其中都起着不可

或缺的纽带作用。对两性性别和谐的愿景转化

为对彼此认同的群体之间的尊重、友好和协作期

待。笔者在拙著《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视

野———以哈尼族为中心的道德民族志》中认为，

我国西南地区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民族间

各自不同的地方性交往文化，民族之间的交往也

直接表现为民族交往文化之间特别是民族交往

伦理文化之间的互动，表现为不同民族的伦理文

化所规定了的道德规范之间的调适、整合以至于

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从而保证交往在彼此尊

重、互相宽容、平等友爱的基础上进行，以形成和

谐的民族关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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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der Function of Ethnic Minority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JIANG Ying－rong
(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While Ethics concerns the pursuit of happy life in a community of all mankind，it stresses the devel-
opment，perfection，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females． In light of social gender，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
ics，women studies and ethnology，we started from ethnic minority women's self－conscious，analyzed the de-
velopment of self－conscious from“nothingness of me”through“awakening”to“self－reliance”，and finally
revealed that the diachronic process of those women's development was also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de-
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s identity and the process of self－growing，self－development and self－
perfection of ethnic minority women． It is right in this process，they played their rol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of society through fulfilling their special tasks，an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with and care for men．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wowe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gend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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