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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研究·

中国妇女发展七十年: 回顾与展望
黄桂霞，马冬玲，刘晓辉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妇女在经济、教育、健康、参政、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救助等领域发展和进步

很大:妇女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大;妇女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与男性差距日益缩小;妇女健康水平显

著提升;妇女参政取得显著进步;妇女社会保障程度大幅提高;贫困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新

时代妇女在城乡、性别、两种生产发展中存在不平衡，妇女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妇女权益保障还不够充分。

妇女发展不平衡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中的集中体现，妇女发展不充分是妇女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促

进妇女全面发展的策略包括夯实妇女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妇女发展的制度保障，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

境，以及妇女自身提升主体自觉、男性支持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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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十年来妇女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

义国家，自成立起就重视广大劳动妇女的权益，
对几千年来的妇女受剥削、压迫的落后状况，给
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制定了系列制度政策，促进
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为妇女发展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七十年来，国家关于保障
妇女权益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建立和健全了提高
妇女地位的全国性机构; 妇女就业人数增加，参
与经济的领域不断扩宽;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
程度进一步提高; 妇女保健和妇女教育事业有了
较大发展; 社会保障覆盖面大大增加; 大多数妇
女摆脱了贫困，生活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 一) 妇女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

提和途径。七十年来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与意
识形态宣传等为妇女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更多空
间，妇女就业规模、结构与层次不断提升和改善。
一是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妇女在
劳动力中的比重高位企稳。1949 年，全国女职工
总数仅有 6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7．5%［1］173，2017
年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 43．5%［2］38。目前，我国
超过 70%的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女性成为城
乡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妇女就业质量不断提
升。妇女就业范围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更加合
理，就业层次不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女性就业范围极其狭窄，主要集中在轻、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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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女性的传统行业”［1］178。七十年来，女性
投身到国民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之中。到 2018

年，女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的 30%，在互联网领
域创业者中女性占 55%，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新
产业新业态［3］。1982 年科研人员中女性比例为
28．20%［1］196，2017年中、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
员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48．6%和 38．3% ( 其中正高
级职务也达到 32．5%) ［2］70。三是妇女收入不断
提高。妇女依法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并
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虽然两性收入仍有差距，
但世界上妇女工资达到男子 80%以上的国家只
有 5个，中国妇女收入是男子收入的 80．4%［4］。

( 二) 妇女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与男性差距
日益缩小

在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观念
剥夺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前，妇女文盲人口占全国文盲人口的 90%以
上［1］3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教育，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推进力度较
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性别差距缩小。2017

年，女性文盲人口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下
降到 7．34%［2］32。具体来说，教育领域的性别平
等表现为: 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已基本消除性别差
距。2016年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为 99．9%，与
男童基本持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3．4%，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重为 46．4%［5］3。

二是中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提升，性别差距缩
小。194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女学生数 2． 32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9．8%［1］336。2017 年，普通高
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重为 50．8%［2］29，普通专科、

本科、硕士、博士在校学生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为
50．8%、53．7%、53．1%和 38．6%［2］30，根据 2017 年
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6 岁及以
上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中的
女性比例分别为 48．6%、47．6%和 45．9%［2］32。

( 三) 妇女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医疗卫生事业极

不发达，广大人民贫病交加，七十年来中国妇女
健康水平大大提升。一是妇女平均预期寿命提
升明显，1949 年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 35

岁［1］356，到 2015年，妇女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9．43

岁，比男性预期寿命多 5．79 年［2］4。二是孕产妇
死亡率持续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孕
产妇死亡率高达 1500 /10 万［4］，2017 年下降到
19．6 /10 万［2］16。三是孕产妇保健水平继续提高。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从 1985 年的 43． 7%提高到
2017年的 99．9%，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等分
别从 1992年的不到 70%提高到 2017年的 96．5%

和 94．0%［2］18。四是妇女生殖健康水平显著提
升。1985～1994年每年妇科病的普查中，患病率
均在 26．2% ～ 29．9%［6］182，2017 年妇女常见病筛
查中患阴道炎、宫颈炎、尖锐湿疣、宫颈癌、乳腺
癌和卵巢癌的比例分别为 12．3%、7．5%、28．1 /10

万、45．6 /10万、51．2 /10万和 3．2 /10万［5］28。
( 四) 妇女参政取得显著进步
1949年之前，除了极少数上层知识女性，绝

大多数妇女没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和机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政治制度逐步
建立与完善，党和国家注重妇女的社会参与，重
视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
会事务的权利依法受到保障，参政意识与参政水
平不断提高，妇女参政议政取得显著进步。一是
妇女参政议政水平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
女代表的比例从 1954 年第一届的 12．0%提高到
2018年的 24．9%［2］56，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女委员
比例从 1954年第一届的 6．1%提高到 2018 年第
十三届的 20．4%［2］57，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中的女代表比例从 1956年第八届的 9．3%［1］162提
高到 2017 年第十九届的 24．2%［2］58，女党员占党
员总数的比例从 1949 年的 11． 86%［1］161提高到
2017年的 26．7%［2］58。二是妇女积极参加政府工
作，一批优秀女性走上领导岗位。1951 年，中国
有女干部 15万余人，占干部总数的 8．5%［1］90，而
到 2017年，全国党政机关女干部人数达到 190．6

万人，占干部总数的 26．5%［7］。1949～1955年，中
国仅有 2 名女中共党员担任省部级领导干
部［1］163，而 2018 年有 12 名女性担任省级“一把
手”，全国 31个省区市共选出副省级以上女性领
导干部 106 名，占 813 名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
导班子成员的 13．0%［8］13－14。三是妇女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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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妇女很
少有机会参与基层民主管理，而 2017年居民委员
会成员和主任中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 49．7%和
39．9%，村民委员会成员与主任中的女性比例分
别为 23．1%和10．7%［2］64。

( 五) 妇女社会保障程度大幅提高
七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以新中国为起

点，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国有单位职工到
覆盖城乡居民，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到和
谐社会中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不断改革、发展
和完善，妇女权益和发展得到更好的保障，广大
妇女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显著提升。一
是女性生育保障程度提高。在社会主义建设初
期国家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劳动保险条例和
中直机关的相关政策规定: 女工人、女职员以及
机关女工作人员均可享受生育待遇，经费由所在
单位承担。1994年颁布《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
办法》，正式建立了社会统筹的城镇职工生育保
险制度，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快速发展。2000 年城
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仅为 26．0%，2010 年提高
到 95%［9］。1993年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仅为 557．2

万人，2017 年达到 19300 万人，其中女性达 8428

万人［2］42。城乡居民则可以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中报销部分生育费用。二是女性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面扩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各级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依托城市的国有企业和
农村的集体经济分别建立了劳保医疗、农村合作
医疗和公费医疗。改革开放后，医疗保险快速崩
溃。1998年开始逐步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本
实现了医疗保险全覆盖。2015 年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参合率达到 98．8%。2017 年，全国女性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 5．2 亿人，其中参加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3．8 亿人［10］。三是女性同
步享有基本养老社会保障。1951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针对企业职工的“退
休养老制度”，男女职工同等享有。2009 年开始
试点建立新型农村保险制度 ( 简称“新农保”) ，
2011年开始试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 简称
“城居保”) ，2014年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为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居民身份为基础更好地保
障了城乡未就业女性的权益。1990 年女性能够
在单位享受到养老退休金的比例为 19．8%，比男
性低 5．3 个百分点; 2016 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比例分别
为 39．3%和 46．6%［5］5。2017年，全国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女性近 3．9 亿人，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女性近 2．1亿人［2］39－40。

( 六) 贫困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基本实现应保
尽保

计划经济时期建立了国家负责与依托集体
经济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以自然灾害救
助、城市单位和农村集体救助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逐步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农村“五保户”制度等。1992年全国贫困人
口为 8000万人，其中妇女儿童约占 60%［11］;国家
扶贫重点县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 2002 年为
24．2%，2010 年下降到 9．8%［12］，2017 年，全国农
村贫困发生率为 3．1%，男女无明显差异。截至
2017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 1261．0 万人，其中
女性 561．4 万人; 农村低保对象 4045．2 万人，其
中女性 1649．2 万人; 农村特困人员 466．9 万人，

其中女性 61．5万人［2］46－47。

二、新时代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是发展质量
不高的表现，妇女又是社会不充分、不平衡发展
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性别发展不平衡是现阶段男
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妇女发展不充分不仅是性
别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是城乡妇女发展、

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 一) 妇女发展不平衡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

集中体现
目前，我国男女在权利、机会、资源分配方面

仍然不平衡，城乡妇女发展以及妇女物质生产与
人口再生产之间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现象。

一是性别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已经出
台了一系列保障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法规政
策，但在实践中，妇女发展与男性相比仍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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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不足，

就业率降低，下岗失业的人较多，再就业困难，工
作得不到保障; 就业质量较男性要差，男女同工
不同酬依然存在，收入差距拉大，职业发展更加
困难。高薪、高技术行业职业，女性比例明显低
于男性，2016 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女性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仅占 38．3%［5］4，城镇就业人员女性也

只占 36．4%［5］46。2016 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
皮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7》称，在最
近的十多年时间里，职场高学历女性与同等条件
下的男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2010 年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上一年城镇在业女
性平均劳动收入为男性收入的 67．4%，1990 年城
镇在业女性月收入为男性的 80．3%，收入的性别
差距呈扩大趋势。

二是城乡妇女发展的不均衡。我国城乡二
元分化虽然得到缓解，但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农
村妇女无论在发展机会和权利享有方面都弱于
城镇妇女尤其是城镇女职工。2017 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6396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3432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445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955 元，全国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74318 元，2017 年
末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 3485 元［13］，存在明
显的城乡差距。而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政策，在
待遇方面差距更大，2014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为 90 元 /月，企业离退休人
员月人均养老金 2061 元 ( 离休人员月人均养老
金 4664元)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6 年城
市为 494．6元 /人月，农村为 312 元 /人月［14］。不
同区域妇女发展的不平衡甚至体现在生存机会
上: 2016 年东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为 13． 5 /10

万，而西部地区为 26．9 /10万［15］。

三是妇女物质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发展
的矛盾与不平衡。女性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创
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妇女能顶半边
天”; 同时，女性一直作为主要责任者担负着生殖
抚育、家庭照顾以及家教、家风的传承与发展的
重任。但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育儿精细化等加
剧了家庭的照顾负担，加之市场经济对职业和全

职工人效率和工作时间的要求，使得兼顾工作—

家庭越来越难，妇女在以生育为主的家庭劳动与
物质生产为主的市场劳动之间面临越来越多的
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为照顾
孩子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女性自我发展需
求提高，很多职业女性推迟结婚、生育，甚至不婚
不育，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生育率却远不及预期，

是最有力的明证。
( 二) 妇女发展不充分是妇女发展质量不高

的重要因素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可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16］135。妇女发展的高质量，说到底就是
充分发挥妇女人力资源优势，尤其是提高妇女教
育投资收益率和人力资本含量，需要妇女平等进
入劳动力市场、全面参与社会劳动。但目前，社
会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和发挥仍然不
充分，权益保障也不足。

一是女性未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法律赋
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女性
受教育程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都逐渐提高。
2016年，高等教育女性比例超过一半，在校女研
究生比例为 50．6%，普通本专科女性占到 52．5%，

成人本专科女性占到 57．8%［5］3。但是，不少青年
职业女性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甚至退出劳动力市
场。1971～ 1980 年期间非农劳动女性因生育中
断职业比例仅占 5． 9%，2001 ～ 2010 年达到
35．0%，2014年城镇女性中有 37．9%的人因为料
理家务而失业，男性这一比例仅为 3．8%［5］44。职
业中断不仅会影响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导致女性人力资本贬值，制约女性的发展和男女
平等进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二是女性人力资本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即便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亦
明显低于男性。《2018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
报告》显示，女性整体收入低于男性 22 个百分
点。在工作选择中，职场女性的首要考虑因素是
“上下班方便”，而男性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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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长和发展”。女性高等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低，研究领域学术带头人女性比例锐减。例如，

中国科协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
经超过了 2400 万人，但两院院士中只有 5%是女
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 3．9%;中国青年科
技奖获奖者中，女性仅占 8．4%［17］。“管道泄漏”

导致基数如此之大的高学历女性没有发展到应
有的高度。

三是女性权益保障不充分。我国妇女生存
发展总体环境越来越好，但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
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发展受限。一方面城镇
妇女在业率下降，遭受就业和职业发展歧视，主
要是女性就业保障的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化，就业
保护相关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生育的社
会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支持职业妇女发展的
生育保险、公共托幼服务等相关社会政策和服务
不到位。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妇女
的失地问题日益突出。调查显示，2010 年没有土
地的农村妇女占 21．0%，比 2000 年增加了 11．8

个百分点，也比男性高出 9．1 个百分点［18］。而农
村妇女的社会保障待遇又较低，难以适应新发展
要求，她们的获得感也难以提高。

三、新时代妇女全面发展的展望与实现
马克思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
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9］。妇女全面发展是社会
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目标
与重要尺度。妇女全面发展，不仅仅是妇女的问
题，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须全面深刻把握
新时代的丰富意涵，明晰妇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矛盾与挑战的本质，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从夯实物质基础、加强制
度保障、优化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妇女自身提升
主体自觉、争取男性支持合作等方面促进妇女全
面发展。

( 一) 夯实妇女发展的物质基础
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前提，是推动

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
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纵观人类历

史不难发现，妇女解放与发展观念的提出，妇女
参与社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家务劳动社会化、

落后腐朽性别文化的彻底变革，以至妇女全面发
展的实现均离不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
物质技术基础。

当前，解决妇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的
关键，在于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
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通过“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16］135－148，为不断
满足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公平、

正义、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奠定更加坚
实的物质基础。

( 二) 加强妇女发展的制度保障
妇女发展不会随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实现，需

要党和国家坚持不懈且实实在在地“将性别意识
纳入决策主流”，在立法决策中充分体现性别意
识，在改善民生中高度关注妇女需求，在社会管
理中积极回应妇女关切，为妇女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与社会支持，使妇女全面发展理念真
正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断建立和完善以妇女的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卫生保健、扶贫减贫、收
入分配等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权利、机会、规则、结
果公平的法律、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和完
善鼓励男女共担育儿、养老、家务劳动、家风传
承、家庭教育等家庭责任，以及针对双亲的家庭
休假制度等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家庭友好”

型政策;鼓励、激励用人单位制定相对灵活的弹
性工作机制; 大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给家庭提
供可获得、人性化、价廉质优、可持续的公共托
幼、家庭照料服务; 缓解妇女职业发展与家庭照
料责任之冲突。为承担繁重养老和育幼责任的
职工提供经济帮助，如育儿补贴、家政补贴等，以
减轻其家庭负担和育儿成本。激发女性的创造
力和发展活力，提高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率与人力
资本收益率。

( 三) 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妇女发展困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社

会、文化根源。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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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中心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传
统性别观念及市场经济的效率取向与腐朽性别
文化相结合加剧了女性被物质化、商品化的倾
向，这些因素至今掣肘妇女发展实际进程，成为
妇女全面发展最顽固、最深层的障碍。

大力倡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价
值观，坚决摒弃一切有碍妇女发展的落后观念和
陈规旧俗，多措并举贯彻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20］。尊重、肯定和
认可女性人口再生产、家务劳动的社会贡献和社
会价值，给予其公正评价和合理补偿，不使女性
因生育、家庭责任而被歧视和限制。让尊重和关
爱妇女成为国家意志、公民素养和社会风尚［21］。

( 四) 妇女切实提升主体自觉与男性支持合作
不论国家和社会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多么优

越的社会条件，如果妇女没有追求平等与发展的
主观意愿与主体能力，以及男性的理解、支持与
合作，妇女的全面发展也最终无法实现。

女性要切实增强主体意识和提升主体能力。
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女性主体意识
的增强和主体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女性持续不懈地努力与奋斗，在社会的大熔炉
中历练与成长。一方面，妇女应全面走向社会，
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 另一方面，妇女要牢固树立“四
自”精神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全面提高自身的能
力与素质。女性的发展滞后，也意味着男性承受
着过多的压力责任与重担，真正“人”的意义上的
男性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推进妇女发展
的进程，理应获得男性的理解、支持与合作。对
于男性来讲，也应提高自身的主体觉悟: 觉悟到
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伤害，进而支持、帮助
女性获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空间;觉悟到父权文化
和体制对男性的伤害，进而和女性一同行动起来
向父权制提出挑战，为改变性别不平等作出积极
努力。男性与女性应携手前进，互尊互爱，平等
和谐，共谋发展，共建共享。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妇女全面发展是一场
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方面的
变革，是一种目的，更是一个过程，还需要走一段
艰难而漫长的路。妇女全面发展之实现，是一个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命题，其目标是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其道路在于坚定不移地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其前途在于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妇女的全面发展，是女性、男
性和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
妇女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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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f Chinese Women’s Development: Ｒeview and Outlook
HUANG Gui－xia，MA Dong－ling，LIU Xiao－hui

(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Beijing 100730，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women in the economy，education，
health，political participation，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assistanc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Ｒe-
public of China: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have been expanded; the level of
women’s educa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and the gap with men has been shrinking; women’s health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women’s social
security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 number of women in poverty has decreased substantially，and basic
insurance has met requirement． Based on the above recogni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women，genders，and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
tilization of women’s human resources，and the inadequat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It concludes that the imbalance of women’s development is result of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develop-
ment． The inadequate women’s development results in the low quality of women’s development． Finally，it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wome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including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
al foundation，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optimiz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women’s development，and enhancing women’s self－awareness and man’s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women’s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adeq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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