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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欧美及东亚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魏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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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下半叶，由于二战的影响、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以及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社会生产领

域，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了真正的“两栖”女性。 在工作领域，人们开始接受并鼓励女性去寻求自己的社会价值，女性

的受教育程度保证了她们可以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就业范围不断拓展；作为家庭一分子，女性对于婚姻有了更多的自我意

识，夫妻关系更加平等。 这些变化使得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女性权利的政策，社会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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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在 美 国 兴 起 的 反 性 骚 扰 运 动———Me
Too 运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人类一半的女

性所面临的困境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 事实上，20
世纪下半叶， 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各国

的重视，学术界关于女性问题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

但主要集中在对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反女权运动等

具体现象的阐释与分析上，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女

性社会地位变化的整体研究较少。 本文主要对欧美

及东亚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进行剖析， 描述这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整体

趋势。

一、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背景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地女性的社会地位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

可分，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死

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

大战死亡人数高达 5500 万人， 其中军人约 3200 万

人。 由于军人伤亡数量巨大，后期各国兵源紧缺，
女性不得不参与到战争中。 据有关资料显示，二战

期间有 600 万以上的美国妇女首次参加工作，在劳

工 中 的 占 比 从 1940 年 的 25%增 加 到 1945 年 的

36%[1]（19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男性的大量死

亡导致女性更大规模进入社会公共领域。 战后各国

经济残破不堪，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社

会生产， 而战争中大量的人员伤亡使得社会生产难

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女性遂走出家庭，进入了社会

生产领域，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这在以前是不可

想象的。

（二）战后经济的发展

二战后各国经济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这很大

程度上归功于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依

赖于信息技术，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这使得任何接

受过相应教育的人都有可能掌握这门技术， 为女性

进入工作领域创造了机会。 二战后，为发展经济，各

国大力发展教育， 这给女性提供了更多进入高校学

习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雇主

在雇用职员时越来越重视员工的能力， 性别越来越

不重要，这为女性到社会上工作提供了机会。

（三）教育的发展

二战后，各个国家因发展经济，急需人才，对教

育的投入不断增多， 这使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

加。尽管一些欧美国家的知名高等学府可能在 18 世

纪、19 世纪时便已出现了，但直到二战后，很多高等

学府的大门才真正向女性开放。 在东亚，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女性接受高

等教育提供了更多机会。 战后日本在教育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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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投资， 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 大学男女生的比例已达到

各占 50%，到 2010 年，美国大学生中女生占 57%。

高等教育对女性开放也成为战后教育民主化的一个

突出特征。
同时， 女性大学生的专业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具有女性化倾向的专业， 女性的思想观念发生

了重大变化，她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不再只是想

做一个家庭主妇，而更希望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工作，
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回馈给社会， 从而改变自己的单

一身份。 美国在 1991 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只有 1%的女大学生认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

成立家庭做准备，而 40%的人则认为“高等教育主

要是为发展自己的事业做准备”[2]（304）。 由于获得了更

多知识， 女性对于自己的定位及其待遇也都有了新

的认识， 女权运动就是女性争取权利的一个典型表

现。因此，教育给予女性的不仅是一个获得知识的机

会，更是女性提高自己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表现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是社

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 这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

变化主要表现为女性就业领域的变化和女性家庭地

位的变化。

（一）女性就业领域的变化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就业领域的变化主要表现

在全社会女性就业观念的变化、 女性就业人数的增

长和女性就业领域的扩大。

1． 全社会女性就业观念的变化。 二战期间男性

的大量伤亡使得女性作为替补进入了生产行列，正

是由于这一“临危受命”才使得女性发现自己原来可

以胜任社会生产。 这一新情况首先使女性自身的就

业观念发生了转变， 并最终使普通民众已经完全习

惯于将重要的任务交付给女性完成[3]（49），人们开始倾

向于接受女性在婚前及结婚初期外出工作， 孩子年

幼时退回家庭，待子女达到上学的年龄，就返回劳动

市场，将孩子托付给家中的老人照管。这时的女性已

经成为两栖女性[4]（289）。 女性既可以成为优秀的母亲

和妻子，对家庭履行其应有的责任；也可以成为社会

中独立自由的人。 女性在社会中工作将自己所学贡

献给社会，这是女性承担其社会责任的体现。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出去工作挣取双份

工资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普遍现象 [5]（193），表明

人们对女性进入职场去享受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愉悦

体验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

2． 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 尽管在二战之前和期

间已经有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 但当时只是由于

战争的特殊原因， 并且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仍然只

占一小部分。 但 20 世纪下半叶，由于战后经济发展

的需要、女性受教育率的升高，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

域的比例越来越高。法国女作家吉尔·里波韦兹基就

曾提出，到 1990 年，有 80%的法国人认为不从事工

作的女性不可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6]（196-197），英国也

有类似的认识。 下图中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

比例的变化表明了这一趋势[6]（196-197）。

英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1951—1981）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英国劳动力市场中的

女性第一次超过了男性的比例，1994 年女性参加有

偿工作人数已经占到了所有工作人数的 53%，这一

点在年轻女性当中尤为明显[7]（472-473）。 女性就业人数

的增多是女性社会地位转变的一个最有力且不可否

认的证据，因为只有大量的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中，

且人们不再为之惊讶或认为不可思议时， 女性的社

会地位才获得了社会的真正认可。

3． 就业领域的扩大。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的就业

领域不断扩展，女性的职业不再仅仅是护士、教师等

带有女性色彩的工作，在医学、物理学、材料分子等

理工科的职业中， 女性的身影也不断增多。 除此以

外，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大量出现也不可忽略。 20 世

纪下半叶， 女性出现在国家管理高层的几率越来越

高。 在英国，代表职业女性最高成就的便是 1979 年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 并连任

11 年。 虽然其本人并不愿意强调身为女性的事实，
但她的存在毕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因为事实表

明，现代女性完全具备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8]（341）。 从

亚洲来看，中国、韩国、泰国等都有女性官至国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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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层。 在中国，新中国赋予女性参与政权，在中国

行政体系中， 像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和现任外

交部发言人之一的华春莹都是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

女性。韩国和泰国都曾出现过女性担任总理的情况。

（二）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女性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 在家庭中担任着重

要职责。 20 世纪下半叶，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女性

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明显提高。如果婚姻不幸福，女性

会勇敢地解除婚约，并继续寻找真爱。

结婚对于女性具有重大意义， 进入婚姻意味着

她将由一个独立的个体转变为妻子， 并在有了孩子

之后成为一名母亲， 因此女性在对待婚姻方面一般

比男性更为谨慎。研究表明，母亲的素质被看成是决

定儿童心理素质的最重要的因素， 父亲对孩子的成

长来说却只能起到第二位作用[9]（15）。 但 20 世纪下半

叶教育的发展使得女性掌握了生存于社会的技能，

女性对于结婚的渴望逐渐弱化。在传统的社会中，女

性需要依靠男性生活，因此女性的结婚年龄偏早。但

女性在受教育后， 她们能够获得自己生活的物质来

源，导致女性结婚年龄推迟。 在法国，实际的平均结

婚年龄普遍迟于法定结婚年龄， 女性为 26.3 岁，男

性为 28.3 岁。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

观念的变化， 结婚率不断降低，20 世纪 60—70 年

代，全法国每年只有 35 万对到 40 万对男女结婚[10]（66），

较 60 年代之前明显下降。女性在选择伴侣时也有了

更多的主动权。

在对待离婚方面，女性也更加勇敢。由于女性经

济上的独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在遭遇婚内

矛盾时，更多的女性选择离婚，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

比例不断上升， 社会上也不再对离婚女性报以恶意

目光。女性在离婚后仍然会积极追寻真爱，并在遇到

合适的对象时再次步入婚姻殿堂。

三、20 世纪下半叶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已是不争

事实，这一改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女性社会地

位的提高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

看，在二战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领域对员工

的要求逐步提高，女性与男性一起接受高等教育，为

社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这使得社会充满更加

强烈的竞争，有利于造就高质量的员工，最终促进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在政治上，各国为了更好地保护女

性的权利，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政策。 1985 年，日本出

台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2005 年，中国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 世纪 60 年

代， 美国联邦层面开始出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的

法律；1970 年，英国公布了《男女同工同酬法》和《禁

止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法》。 从社会层面看，女性社

会地位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

步。 著名女权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曾预想，一个男

女平等的社会是男女都有机会选择和发展自己，女

性可以选择做一名优秀的母亲， 也可以选择做一名

认真负责的“工作狂”。对于女性来说，强调母亲的福

利不是为了将她关在家中， 而是为了给予其更大的

自由，使之不仅能实现一个好母亲的角色，也能在家

的范围之外找到自己的天地，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

获得真正的自由[11]（184）。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

之一。正确认识和理解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社会地位

的变化， 有助于我们在新环境下进一步提高女性的

社会地位，实现男女两半的和谐。但我们也应该认识

到，任何社会变动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女

性若想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 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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