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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2006－2015 年十年间性别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的检索与研究发现，该领域学位论文涵盖了较为广阔的研

究议题; 在研究内容上，紧扣时代脉搏和社会热点; 在研究类型上，以实证研究为主，行动研究近年来逐步兴起，本土理论研究

也开始起步; 在研究方法上日趋规范、多元; 在研究立场上，也表现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未来性别社会学研究学位论文

还应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对话，不断回应时代议题与呼唤，持续推进不同类型研究之间的相互启发与借鉴，并逐步建

立性别社会学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的收集、整理、出版和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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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retrieval and research of the M． A． and doctoral thesis of gender sociology in the decade from 2006 to 2015，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thesis of the thesis in this field covers a wide range;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types of research，action research has gradual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theoretical re-

search still has a large room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methods are increasingly standardized and diverse; it also presents a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research attitudes． Future thesis on gender sociology research shoul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depth and dialogue of re-

search; constantly respond to the issues and calls of the times; continue to promote mutual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collection，compilation，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hesis．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学经历了学科重组与发展

的过程，妇女 /性别议题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其他议

题一样，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95 世妇会

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性别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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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2005 年之后的十年，更是性别社会学自身

独特的研究领域、话语体系和研究范畴形成的阶段。
在这十年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对培

育和引领性别社会学青年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本文以 2006－2015 年硕博学位论文发展状况为

例，透视中国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研究概述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社会

学”学科专业中，以“女性”“性别”“妇女”等关键词

进行相关主题的文献检索，2006－2015 年共检索到

相关硕博学位论文 796 篇。从检索结果看来，这 10
年间性别社会学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局面: 2006－2008 年，该领域的研究论文每年仅

有 40 篇上下; 到 2009－2011 年，该领域的研究论文

每年有 80 篇左右; 2012－2013 年，性别社会学主题

的论文已达到百篇之多( 见表 1) 。

表 1 2006－2015 年性别社会学主题硕博学位论文发表数量 单位: 篇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文章数量 31 48 39 75 77 88 129 129 105 75 796

仅以中国知网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为研究资

料来源有其不足之处: 一是中国知网硕博数据库收

录的学位论文需要征得作者本人的签署同意，因此

仅包含了部分硕博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的收

录涵盖仍然非常有限; 二是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

学位论文往往存在 1 至 2 年的时间滞后，这或许也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2015 年的硕博学位论文数量比

之前略有下降的情形。同时目前各校的硕博学位论

文仅在本校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存有纸质学位论

文，不方便读者借阅查找。为了弥补单纯依赖中国

知网硕博论文数据库的不足，笔者又通过个人研究

途径搜寻了一些该领域的硕博学位论文作为补充。
二、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2006－2015 年，性别社会学学科认同不断确立

和增强，自身研究领域和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在

这十年间，硕博学位论文主要呈现出下述发展趋势

与特点。
( 一) 涵盖了广阔的研究议题

性别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涵盖了较为广泛的研

究议题，既有女性与劳动就业、女性与婚姻家庭等传

统性别社会学经典议题，也有伴随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而兴起的关于城市生活中女性白领消费、闲暇、身
体建构等议题，2010 年之后还出现了围绕“男性气

质”的相关研究议题。
1． 劳动与就业

有相当数量的性别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围绕性

别与劳动就业方面的话题展开，这其中有专门围绕

女性就业权益保护、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以及某种具

体职业群体的女性劳动现状研究。这一领域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清华大学何明洁对女性服务

业工人“性别化年龄”分化的研究［1］以及北京大学马

冬玲对护士这一专业化群体的社会性别研究［2］。
何明洁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成都市一家大型连锁

酒店服务业女工的劳动过程为例，探讨了女性服务

业工人的劳动过程与女工自身的主体性塑造。研究

发现，社会文化对不同年龄阶段女性的家庭角色和

社会责任具有差异化的建构，小妹年轻靓丽，充满新

城市人的梦想，大姐则作为这个城市的过客对家庭

承担着诸多的责任。对年龄的差异性建构一方面使

大姐和小妹在处理与资方、顾客、家人的各种关系时

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它被资方纳入用工策略，使大

姐和小妹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方

的依赖程度、劳动分工性质上出现分化，导致资方对

大姐实施以女性家庭责任为基础的专制型统治，对

小妹实施基于“城市新市民”梦想的霸权型管理［1］。
该文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关注揭

示出资本经由劳动过程将女性气质拆裂使用以确保

占有剩余价值的事实; 通过“性别化年龄”概念的提

出，加深了劳动过程研究与性别视角的结合。
马冬玲的博士学位论文《专业化关爱》从社会

性别视角出发，探讨了护士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的

职业群体的劳动过程及其社会建构。研究指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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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业的诞生具有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

嵌入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医疗和组织制度之中，因而

是更为广阔和矛盾性的社会建构的产物。护理劳动

的本质是关爱，但是社会文化却在关爱和女性之间

建立起某种本质主义的自然关联，从而导致了护理

工作的女性化。现代生物医学在离不开护理工作的

同时，却仍然将护理视为“伺候人”的次等工作，在

医－护工作之间建立起某种专业壁垒和话语优势，从

而贬损照料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导致护理工作在市

场竞争和组织内部都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2］。这一

研究的贡献在于: 通过对某一具体行业女性劳动者的

职业社会学分析，加深了我们对护士这一专业技术群

体的社会处境与劳动过程的理解，同时有利于推动公

众对这一职业群体的进一步承认与尊重。
这两篇研究的共性在于，以某一特定职业群体

的劳动过程为例，揭示社会性别因素是如何在与社

会结构、文化建构、工作关系等其他社会因素相互关

联与构造，通过将性别视角引入劳动社会学的分析，

丰富了对劳动过程中性别差异的理解并认识到性别

文化及其建构如何被纳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 婚姻与家庭

受到闫云翔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个体主义

趋势研究的影响［3］，复旦大学沈奕斐的博士学位论

文提出了“个体家庭”的研究概念［4］。研究指出: 受

到现代个体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家庭展现出不同于

传统父权制家庭的种种特征。但中国的个体家庭与

西方的个人主义亦不尽相同，仍然保留了代际之间

的紧密联系与互动，并展现出亲子主轴的重要联结

与纽带。华中科技大学陈讯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离婚现象的研究也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 伴随着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等多重转变，

中国农村地区婚姻的功能经历了从“双系抚育”向

“个体性生活体验”的转变。人们愈加追求个体性

生活体验和当下的生活享受，使得婚姻成为追求个

人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并最终导致农村社会中婚

姻纽带的脆弱性和易瓦解性［5］。

社会结构和家庭观念的急遽变迁也带来了新的

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6］［7］。山东大学刘晓静的硕士

学位论文通过对农村地区失婚女性自杀问题的研究

指出，伴随家庭中地位和权力的提升，市场化改革之

后的农村妇女希望得到更多的主观支持，但妇女的

社会处境与其期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个体家

庭的发展使得婚姻生活的价值主体由家庭向个人本

位转化，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张力使得一部

分农村婚外情受害女性在面对生活秩序的失序时选

择失范型自杀［8］。

上述研究聚焦于近年来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的重

要变化与趋势，从不同角度涉及女性的家庭地位、家
庭观念和家庭关系的日常实践方式，对我们理解转

型社会过程中的婚姻家庭议题有所推进。但实际

上，近年来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一系列变化，

中国社会又出现了代际联系增强的“再家庭化”趋

势，闫云翔本人亦提出了“新家庭主义”的概念［9］［10］，

作为对上述家庭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
3． 身份、消费与闲暇研究

除了上述经典的性别社会学议题之外，伴随着

社会经济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

的日渐提升，身份、闲暇与消费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性

别社会学研究广泛关注的研究议题。华东理工大学

林晓兰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上海外企白领女性的身份

建构为例，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两个维度探讨都

市女白领的文化生产机制，分析和反思中国当下都市

白领女性在职业、收入、身份区隔、关系建构等方面的

行动逻辑。研究指出，与男性相比，都市白领女性在

职业发展道路上面临更大的社会期待与身份张力［11］。
中国人民大学方亚琴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华中师

范大学王慧的硕士学位论文则探讨了性别社会化如

何形成女性身份认同。在市场化经济蓬勃发展的背

景下，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升使其具有更

多的购物自主权，女性试图通过消费来彰显自身的

主体性。然而在消费主义浪潮所裹挟的“平等”和

“民主”幻想之下，则容易使得女性陷于新的隐患与

压抑之中［12］［13］。於红梅的博士学位论文则以上海市

中产阶级家居营造为例，探讨了这一新兴群体对其特

定生活方式的想象和追求。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建构

的性别特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家居空间的打造与

呈现［14］。

吉林大学张馨月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女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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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与“塑形”为例，剖析现代消费理念如何一步步

加深对女性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形塑。比起单一维度

的体重标准，塑形消费不再是将女性的美丽停留在

平面世界的数字中，而是要在更加立体、精确与严格

的范畴中全方位地呈现和打造女性的曲线维度，这

也使得当代女性在新的标准下不断卷入更深层次的

消费与钳制之中［15］。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多元文化的兴起，在

未来一段时期内，关于男女两性身体、消费和闲暇的

日常生活研究还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与可能。如何

将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发

展和变迁结合起来，呈现时代发展的特征与风貌，是

这一类型研究不断推进的重要基础。
4． 男性气质研究

除了对传统女性社会学相关主题的研究之外，

2010 年之后还逐步出现了一批以“男性气质”为主

题的研究论文，从而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性别社会

学的相关研究领域。
天津师范大学的一批硕士学位论文围绕着幼

教、美容美发等行业中的男性群体与男性气质展开

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中，梁珊的硕士学位论文指

出，职业特性、个体偏好、大众传媒、女性客户群体、
行业文化特征等因素都影响了美发行业男性从业人

员的气质类型与特征［16］。穆怀奕的硕士学位论文则

通过量化研究发现，社会分工和家庭内部的性别权

力关系是男性暴力发生的基础性结构因素; 男性童

年时期的暴力经历和创伤是形成其男性气质和暴力

行为的重要养成机制; 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受害者的

污名化则使得暴力行为进一步合法化。男性气质与

男性暴力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使得二者在互相强

化的同时，也蕴含着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矛盾和

脆弱［17］。

中共中央党校唐双捷的硕士学位论文考察了上

海核心家庭中的男性角色与地位。研究发现，从思

想观念上来看，上海男性对于性别平等意识的接受

程度相对较高，受到传统性别分工意识形态的束缚

较少; 但在现实生活中，上海男性在家务分工、子女

照料等方面则依然残留着传统模式的烙印。男性角

色地位传统获取方式的缺失、性别角色与气质的双

性化融合、女性角色的变迁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上海

男性目前的社会角色气质［18］。男性气质的研究是性

别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之前却长期被忽

略和遗忘。上述研究丰富了性别角色理论的内涵，对

深化对性别气质与性别关系的理解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 二) 紧扣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

2006－2015 年性别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的另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紧跟时代发展的脉搏，积极探索并

回应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时代议题。
1． 受流动影响的女性

过去 30 余年来，城乡二元体制与人口流动的放

开使得中国出现了涉及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社会影

响大的乡－城人口流动，也正是这场空前绝后的人口

流动奠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场社会流

动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与家庭结构，

但也遗留下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流动儿童社会融

入等诸多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亟待社会学学生和

学者的研究与关注。2006－2015 年性别社会学亦有

相当数量的学位论文围绕“流动妇女”“留守妇女”
“农业劳动女性化”等社会现象与议题展开。

北京大学杨可的硕士学位论文考察了流动过程

中的女性农民工如何在遭遇既有生活形态转变和知

识库存危机时，重新在城市生活中提高生存能力，实

现再社会化的过程［19］。华中农业大学定羡的硕士学

位论文认为，妇女的外出务工经历改变了传统的以

男性家长为主导的家庭性别关系，塑造了新的更为

灵活的性别分工模式［20］。南京师范大学周莹洁的硕

士论文指出，迁移不仅受到流出地对男女两性在家

庭生产与再生产分工上的角色设定的影响，更是受

到流入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塑。尽管外来打工女

性其自身的行动具有主体性，但由于受到教育程度、
职业隔离、家庭责任等的影响和牵绊，她们实际上处

于结构性的边缘位置，且很难摆脱劣势位置［21］。

在部分农村地区，男性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造

成了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华中农业大学魏丹的硕

士论文指出，农业劳动的女性化趋势使女性在家庭

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但上述变化并未从

根本上改变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性位置，表现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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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家庭重大支出和决策方面仍然具有绝对的主导

权，而女性则仍然需要承担大多数家务劳动［22］。上

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迁徙和人口

流动的社会后果及其对性别权力关系的多重复杂影

响。不难看出，这种影响并不是一维和单向的，而是

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面貌，需要研

究者做出更加深刻和敏锐的理解与洞察。
2． 人口结构与生育政策的转变

过去十年间，在经历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

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增长过快

转变为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

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妇女的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成为近年来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关注的重

要研究话题。华中师范大学齐萌通过个案访谈发

现，中国大城市职业女性生育抉择过程中，普遍存在

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相悖离的现象: 生育理念保持

在更替水平，生育抉择低于更替水平，实际生育水平

在二者之间表现出不确定性［23］。还有论文指出，女

性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生育自主性的提升是导致女性

选择高龄生育的内置动因［24］。

伴随着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对工

作价值的内在要求也使得她们更多地走出家庭，进

入劳动力就业市场，从而造成青年白领女性的工作

和家庭角色紧张［25］。中南大学罗月婵的博士学位论

文回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妇女在人口再生产

过程中体现的重要社会价值和贡献，以及女性主义

理论希望对妇女人口再生产贡献进行社会补偿的努

力和尝试，希望通过借鉴北欧国家的福利保障体系建

设，真正促进妇女在劳动生产和人口生产领域的双重

解放［26］。上述研究对中国社会当下所面临的人口结

构转型和生育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3． 网络媒体与大众文化

网络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极大地影响和

塑造着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建构方式。网络信息平台

作为一种新兴的人际互动方式，来源于现实并对现

实生活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2010 年之后的硕

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会事件为对

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华中科技大学左志香的硕士

学位论文以搜狐社区“婆媳关系”论坛中的网络互

动为例，探讨了网络恶婆婆的建构过程以及背后所

折射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年轻一代在网络文化

的建构中往往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她们通过典型事

件描述、情境假设、重复与强化、自我弱者化等方式，

建构了虚拟社会中的“恶婆婆”形象，并由此折射出

中老年人在网络社区与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边缘

位置［27］。

南京大学吴夏艳的硕士学位论文选择了近年来

文化流行词“剩女”作为其研究切入点，研究发现，

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

的背景下，人们对传统“男高女低”择偶梯度的继续

延续所导致的当代后果。“剩女”群体多将自身建

构为独立自主的反传统现代女性，追求着自由、多元

的生活方式; 但大众舆论则存在对这一群体边缘化

和标签化的负面评价，这两种建构之间的矛盾与张

力凸显了当代女性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28］。浙江师

范大学郑艳蓉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网络流行语“女汉

子”出发，试图分析这一社会事实背后的社会结构性

原因，认为当下社会文化中的中性化气质是女性对

自身所遭受的隐匿在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处境下自我

压抑与反抗的具体呈现［29］。

多篇近年的硕博学位论文均以当时热播相亲节

目《非诚勿扰》为例，分析大众传媒所呈现的女性形

象、两性关系以及婚姻期待。以南京大学杨瑾瑜的

博士学位论文为例，该研究指出，父权、消费主义与

媒介文化共同打造了一个“后规训社会”，在其中，

权力对于女性身体的专政更微妙和缜密。而女性受

众则通过拒绝减肥、拒绝女人味的装扮以及自主的

身体消费等策略来挑战性别化的身体规范，对抗权

力规范机制，打造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力空间［30］。

综上可见，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既能够紧随时

代发展脉络，回应社会发展变迁中提出的重要社会

议题，也能够密切结合社会热点议题，推进性别文化

的反思与传播，充分彰显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时代感

与生命力。
( 三) 行动研究逐步兴起，本土理论研究开始起步

在研究类型上，性别社会学仍然以传统的实证

研究占据主导型位置。但是近年来，伴随专业社会

工作的不断发展与推进，行动与干预研究也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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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的态势。性别社会学主题的理论研究在这

十年间也有所推进，但在数量上还远低于另外两种

研究类型。
1． 行动研究逐渐兴起

行动研究是指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研究课

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

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

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目的的研

究方法。
2015 年 12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这一法律的正式颁布与推进也有赖于长期

以来研究者针对家庭暴力的行动与干预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王向贤的博士学位论文揭示了

亲密关系中暴力的普遍存在及其不同表现形式［31］。

南开大学杨娜和复旦大学周冬然的硕士学位论文均

提到，内部自我认知偏差和外部社会支持系统缺乏

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受虐妇女对家庭暴力的消极应

对，进而长期身陷家庭暴力。由于正式支持系统和

非正式支持系统的分离状态，中国家庭暴力受虐妇

女很难得到持续和有效的帮助。社会工作针对家庭

暴力的干预应结合个案、团体、社区的工作方法对受

虐妇女内部认知模式和外部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双重

干预，促进受虐妇女远离家庭暴力危害［32］［33］。华中

科技大学卢雅倩、西北大学王瑜等的硕士学位论文

则选择了遭遇家庭暴力的具体个案，探讨专业社会

工作介入家庭夫妻暴力的具体操作流程、介入技巧

与影响作用［34］［35］。云南大学郝佳星的硕士学位论文

比较独特，即以“男性支持”视角介入家庭暴力的行

动干预展开研究［36］。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家家的硕士学位论

文则从社会工作者促进乡规民约制定的角度探讨农

村妇女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

原因，农村妇女权益极易遭受各种力量的侵害。该

研究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和增权理论出发，协助

妇女们通过小组讨论等方式发现村规民约中不合理

的侵权条款与农村妇女的关系，并通过确立和打造

自身主体力量最终影响资源分配的现状，推动农村

基层社会的性别平等［37］。

行动研究推动了学术发展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对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关系与实践具有直接的

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这一类型的研究也转变了传

统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二元对立关系，开拓了新

的知识生产的来源与渠道，对性别社会学的实践发

展与推广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 本土理论研究开始出现

与正在兴起的行动研究相比，性别社会学领域

的理论研究数量非常有限，在每年的硕博学位论文

中理论性研究论文不到 2 篇，其中理论研究中虽以

引介西方社会学理论为主，但本土化理论框架的探

索也开始出现。
北京大学范譞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对美国女性

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身体物质化理论”的引

介，探讨了话语与身体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巴特勒

的身体观强调身体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嵌入与形塑。
在此背景下，一些新的、替代传统强制性身体的意象

还存在释放的可能与空间，而在这种剔除压迫和控

制性话语的形态学作用之下，身体有可能摆脱性别

话语的操控，完成某种相对的解放［38］。

吉林大学那瑛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是这一时期少

见的从本土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与民族国家

对妇女话语的建构的研究。研究指出，20 世纪上半

叶，伴随着民族国家解放话语的建构，推动了妇女的

“身体解放”与“精神解放”，开始走出家庭，参与社

会; 1949 年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以“离家”为标志、以
“同一平等”为理论依据、以“生产劳动”为标准，通

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化”方式推动了妇女的“社会解

放”，但却内含异化机制; 8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与

产业结构调整催生了“妇女回家”大讨论，妇女在

“差异平等”与“多元选择”的背景下，重新开始了新

的解放探索与尝试［39］。

性别社会学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与行动研究的

重要基础，性别社会学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的搭建

决定了其他类型研究的起点与深度。尽管从目前的

发展趋势上看，实证研究仍将占据性别社会学研究

的主流位置，行动研究亦有上升趋势，但是多元、开

放、深入的本土性别社会学理论研究仍然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有待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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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方法的运用日趋多元、规范

过去十年间，亦是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研究方

法日趋多元和规范的发展时期。深受女性主义理论

的影响，性别社会学实证研究多以质性研究方法为

主; 伴随大规模数据库的不断丰富完善，近年来也涌

现出一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中国健康

与营养调查 ( CHNS)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全

国大规 模 调 查 数 据 或 其 他 数 据 资 料 的 定 量 研 究

论文。
1． 质性研究方法的多元运用

由于女性主义视角自身的特点，在实证性的学

位论文中，质性研究方法仍然居于主导位置。除了最

常见的个案访谈、焦点小组、参与观察等研究方式之

外，研究者还综合使用了生命史、文本研究、虚拟人类

学等其他多样化的质性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孔海娥

的博士学位论文［40］和华东师范大学徐改的博士学位

论文［41］都采用了生命历程 /生活历史法的研究视角，

追溯了女性早年生活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所遭

遇的重大事件 /重要个人对其生命历程和性别角色

的影响。
在文本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刘芳的博士学位论文

以《世界时装之苑 ELLE》作为分析文本，探讨了 20 世

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的流行女性时尚杂志对中产阶级

女性的呈现。研究指出，市场改革浪潮下媒体所呈现

的中产阶级女性身份所吸引的是渴望以形象、外貌、
消费实现跨阶层流动的中下阶层女性。时尚杂志所

塑造的美丽、性感和自由消费者的形象并不具备女性

的主体意识，而毋宁说是一种新的物化与压力［42］。

哈尔滨工业大学于慧的硕士学位论文关注了同

性恋群体背后的婚姻状况。由于这一人群自身的敏

感性，研究采用了虚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

为期近 10 个月的研究中，通过在 5 个虚拟社区和网

络交流平台上与 35 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同

时，采用参与及非参与观察法浏览数百条“同妻”、
“同夫”及已婚同性恋者讲述生活经历的帖子，与他

们交流互动，以此作为研究分析的一手资料。研究

发现: 无论是婚姻的维持、解体或是再婚，“同夫”
“同妻”群体都是受害者，“同妻”相比于“同夫”处于

更为弱势的地位［43］。

女性主义注重研究的主体性、反思性和批判性，

与质性研究方法有较高的契合度和共生性，这也使

得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通常能够综合采用各

种不同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做到运用自如、相映

成彰。
2． 定量研究方法更趋规范

与质性研究相比，定量研究在性别社会学领域

中的运用则更加晚近，但在这十年间也日趋规范和

完备。
南京大学李开颜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对比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资料 2006 年和 2010 年的数据，比较

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研究发现，

仍有相当比例的人群是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支持

者，男性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性程度低于女性; 同

时，与观念上的性别不平等相比，现实中的性别不平

等更加严重［44］。厦门大学石红梅在其 2006 年的博

士学位论文中基于对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及其他相关统计数据的研究指出，中国已婚女性时

间配置呈现出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增加、绝

对家务劳动时间降低、时间支配能力强化等新特

征［45］。然而浙江大学陆利丽 2014 年的博士学位论

文基于中国城镇调查微观数据和中国健康和营养调

查夫妻配对样本的分析指出，中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

与率呈现出逐年缓慢下滑的趋势，劳动力市场中性别

收入差距的增加和社会文化观念对“母职”要求的不

断加深，这进一步强化了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和

照料责任［46］。

复旦大学的多篇学位论文则采用了国内较为少

见的实验法对性别角色和观念展开系统研究。其

中，陈雪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内隐社会认知视角出发，

考察大学生被试对自我及两性与家庭、工作、教育三

种角色之间的内隐联结偏向。研究发现，被试仍持

有较传统的“女主内”观念; 男性被试者比女性被试

者在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上更具传统倾向; 在工作方

面，男女两性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平等倾向［47］。丁志

强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样采用实验研究法关注压力

感、性别、性别角色在压力的内隐行为反应上的差

异。研究发现，男性特质对战斗和逃跑行为反应有

显著而稳定的预测力，而女性特质对照料和友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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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应有显著而稳定的预测力［48］。田芊的博士学位

论文则在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得出了中

国青年女性择偶的三个主要考虑因素: “好基因”
(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外形) 、“好资源”( 更好的

社会经济地位) 以及“好爸爸”( 具有为后代提供良

好成长环境的性格特质，如: 愿意照顾孩子、温和、忠
诚等) 。文章继而分析了经济、健康和生育状况对女

性择偶偏好的影响，以及女性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

测量中更多关注性格特质，而阈下实验室测量则仍

然凸显了经济物质因素的首要影响作用［49］。
上述研究方法对推进男女两性内隐性别观念的

分析和理解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努力和探索。但是总

体而言，基于定量研究方法的性别社会学论文在数

量上仍然不多，一些定量研究的设计略显粗糙，仅仅

是在传统的定量分析中加入了“性别”这样一个分

析变量，在研究设计、提出假设、数据分析、结论推演

等方面还显得不够深入。
( 五) 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研究取向

中国社会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重建以来，就具

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社会关怀和研究导向，从早

期的“三农问题”“小城镇建设”研究到之后的“流动

人口”“农民工研究”等都倡导研究者关注和解决社

会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一研究取向也影响了性

别社会学的早期选题和定位: 关于“性别平等”“妇

女就业”“工作－家庭平衡”等选题被认为是更加“妥

当”与“合适”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学

术界开始出现关于“性观念和性行为”“同性恋及其

相关群体”的研究［50］［51］，但却在事实上处于相对边缘

的位置。然而上述研究取向和定位却在这一时期经

历了重要转变。
1． 早期探索和质疑

2005－2010 年可以看作性社会学学位论文选题

萌芽的时期，但此时尚未形成围绕相应研究主题的

集中研究和对话，而只是由散落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等机构中的少数学位论文所构成。
中国人民大学黄盈盈的博士学位论文从“身体”和

“性”的概念界定入手，考察中国本土语境下关于女性

“身体与性”的话语想象和关系实践，并透过分析“性

感”这样一个流行文化对“身体与性”关系的具体表

达，揭 示 中 国 城 市 青 年 女 性 的 身 体 呈 现 和 主 体

建构［52］。
北京大学钟巍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对虚拟网络

中女同性恋者的讨论内容与方式的研究指出，这一

群体在网络社群中已建立起初步的现代权利自由论

辩模式，规则、自由、尊严等抽象而普遍的价值是群

体讨论的核心范畴。参与讨论的人群已经对同性伴

侣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同志群体应该同等

地享有结婚的权利、同志群体不应该受到社会歧视

和排斥等公共观念达成共识［53］。
另一篇在当时同样具有代表性和争议性的论文

是 2007 年中国人民大学方刚的博士学位论文《男性

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该文以男性

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接触式调查，了解这一边

缘群体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气质实践［54］。尽管该

文的理论关注点是“男性气质”的建构，但却由于其

研究对象的边缘性而在面世之初遭到了学界和大众

媒体的一些否定和质疑，认为其脱离现实社会的迫

切需求，是炒作和猎奇的“无用之学”，认为社会学

者应当关注当下更加“紧迫”和“有社会意义的”
研究①。

2． 持续推动与发展

经历了上述早期学者的共同探索和努力，社会

公众和学界开始对“性”“亲密关系”“性少数群体”
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2010 年之后，性别社会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围绕相关

主题开展集中研究的一系列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叶青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女性主义视角

出发，探讨了都市青年女性白领人群中存在的“蓝颜

知己”关系及其特性。研究指出，这种情感关系以亲

密、自由、平等为主要特征，这种新型人际亲密关系

的产生是都市中产女性对现代社会个体自由的一种

积极尝试。它的出现是以性别气质———尤其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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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气质的改变为基础，亦是情感民主化的一种实

践形式与可能［55］。武汉大学刘婧的博士学位论文探

讨了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背景下，配偶不

在身边的已婚流动人口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临时

家庭”现象，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双

重诘难，使得流动女性在现实中面临着“结构性紧

张”的压力［56］。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可变性在增加

人们建立各种亲密关系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得这种

关系更加脆弱和多变。上述研究的共性在于避免了

对边缘性亲密关系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嵌

入在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直面当下社会情

感选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这一时期亦出现了一批以性少数人群及相关群

体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学位论文。与前一阶段钟巍对

互联网话语分析的判断［53］不尽相同，中央民族大学

赵万智的博士学位论文认为，新兴网络媒介虽然以

其挑战传统的空间形式迎合了同性恋人群构建身份

认同的需求，但却在现实中消解了他们对群体权利

开展集体性抗争的诉求，从而限制了这一群体在现

实中开展西方式“同性恋”运动的可能性［57］。宁可

的博士学位论文则通过对近年来中国网络社群中兴

起的耽美文化分析，描述耽美小说如何通过对一般

意义上男性和社会关系的改写———从“团体利益同

盟”到“个体情感纽带”，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的性别

观看模式，成功构建了女性同盟的主体地位和双向

情感满足模式［58］。耽美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男性气质

是对传统异性恋模式的挑战和回击，但似乎也难逃

“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浪潮与被主流文化的收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李亚楠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华东

师范大学田欣的硕士学位论文都关注了男同性恋者

背后的“同妻”问题及其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压力。研

究指出，“同妻”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大部分男

同性恋者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进入异性恋婚姻，由此

导致其面临其真实性取向与婚姻关系之间的撕扯。
“同妻”的反抗行为是个人情感、道德因素与理性思考

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同妻”问题需要社会性别文

化与相关法律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59］［60］。
上述研究推进了学界对各种亚文化与边缘性群

体的了解和关注，这些群体的声音和诉求通常被主流

社会所忽视，性别社会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增进

了我们对社会丰富性与多元性的理解和认识。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与进步，呈现出蓬勃发展、多元包容、严谨规

范等时代特征，但该领域的学位论文也存在以下问

题和不足，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可能。
( 一) 研究不足

1． 分析的理论性需进一步增强

尽管有一定数量的硕博学位论文能够密切结合

社会实际和热点问题，展开新颖、独特的深入分析，

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学位论文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

上，或只是简单陈述某些公认的现状与常识，在概念

工具和理论分析的力度上还显得不足。有一些研究

的选题稍显陈旧，分析内容的原创性也有待进一步

增强。创作者在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工具的基础

上，有必要扎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历史与经验之中，

提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分析概念和框架。
2． 不同类型的研究之间缺少深入持久的对话

在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在理论研究、实证

研究和行动研究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隔阂。
以研究方法为例，经典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基于反思、
批判和阐释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在已有的学位论文

中较为常见的是采用个案访谈、参与观察、生命故

事、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手段与方式。近年来，性别

社会学研究亦出现了基于调查研究、实验法等方法

的定量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使用基本规范，但在假

设提出与结果分析等环节与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及质

性研究的发现结果之间缺少密切、深入的对话。不

同方法论之间的隔阂与屏障仍然存在，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分析深度与力度。
3． 行动研究在性别社会学领域中还处于早期阶

段，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和研究分析的力度上仍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有很强的实践取向，但如何

将这种实践和行动的取向与理论分析、经验调查、反
思概括有机结合有待进一步发掘与思考，最终使得

性别社会学行动研究在调查与干预、理念与实践、理
性与激情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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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在收集、整理和传播、推
广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

囿于数据库本身收集学位论文方式的局限②，

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的收集、整理

和传播工作还存在不足，在公共资源平台上很难检

索到相关领域的博士论文，性别社会学博士学位论

文出版工作也缺乏系统规划，导致这一学科领域的

知识传播仍然受到局限。
( 二) 研究展望

1． 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对话

性别因素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阶级、
种族、公民权等其他社会制度彼此交织的。以美国

黑人女性主义者为代表提出的“交叉性”( intersec-
tionality) 理论要求研究者不仅注意到女性群体内部

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要关注个体和制度之间的持

续多样的动态作用，在相互交织的不平等制度与个

体的多重身份间建立联系［61］。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

不仅需要进一步从个体经历与叙事中跳脱出来，与

更大的社会制度安排相关联，而且需要进一步考虑

到不同制度范畴与性别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
2． 不断回应时代议题与呼唤

只有始终紧扣时代发展与脉络，性别社会学才

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并保持学科生命力。在中国人口

结构转变、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性别观念多元化等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性别社会学研究大有作为。例

如，人口结构与生育政策的调整，使得养老、抚幼、社
会性别与家庭照料、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妇女就业

与家务劳动等社会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又如，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用

工和劳动方式，新技术浪潮下的劳动就业与性别角

色地位又将发生何种新的调整与变化? 上述社会议

题仍有待性别社会学领域的年轻研究者们不断思考

与回应。
3． 持续推进不同研究之间的相互启发与借鉴

推动理论研究对实证研究和行动研究的指引作

用，注重对实证研究和行动研究的理论概括与抽象，

避免一厢情愿、先入为主的行动研究，增强不同研究

范式与方法论之间的相互对话与促进，避免不同类

型的学位论文之间自说自话、相互隔离的局面。这

对推动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的深化发展将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
4． 推动性别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的收集、整理、

出版和传播工作

近年来，中国妇女研究会持续开展了妇女 /性别

研究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对优秀性别

研究作品的奖励与推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未

来可借鉴这一发展思路，动员社会各界资源，进一步

推动性别社会学等相关研究主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出

版资助工作，以进一步推动该学科领域研究成果的

传播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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