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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马克思平等思想对构建我国
性别平等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刘 刚，司晓静

(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社会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而性别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平等发展程度。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现实的具体的

人和反对平均主义等三个观念出发看待平等问题，而这些观念应当成为研究性别平等问题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的平等思想是批判资本主义本质与问题的思想武器，也是构建我国新时代性别平等理论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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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是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中非常重
要的议题。这一概念的出现源自于 20世纪 70年
代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为了区别于传统
的生物性别平等，他们提出了社会性别平等，以
其特指性别气质，强调非生理决定性。改革开放
后，在借鉴西方文化进程中，这一概念被引入进
来，成为国内研究女性主义，推动妇女发展的重
要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性
别平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一、性别平等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一
个重大理论和现实性课题

性别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
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

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
和选拔妇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根据宪法基本原则，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十余部基本
法保障妇女权益，将基于妇女权益的性别平等上
升为国家战略。改革开放后，我国将男女平等作
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而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为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男女尊严和
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社会责任的平等”奠
定了基础，也提供了文化制度保障。新时代以
来，党和国家从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高度重
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
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在党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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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将“坚持和完善促进男
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将妇女作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

( 一) 性别平等是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核心
内涵，是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重要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平等与资本主义社会平等的
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为最终目标，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其实
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性别平等作为社会平等的
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部
分，必然依赖于其存在的社会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语境中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

必须以“四个自信”为根本遵循。其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指定了我国性别平等实现所需坚
持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树立了
我国性别平等实现所需要坚持的制度体系;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平等内涵，是实
现性别平等的思想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集合体，是实现性别平等的精神力量。性别平
等是衡量妇女是否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衡
量社会是否平等的重要参照。性别平等问题具
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不仅是全人类由来已久的共
同追求，也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
这个理论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
的程度，也是对社会制度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
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长期革命、建设
和改革实践中，始终将妇女发展问题和实现性别
平等作为重要工作，囊括在“五位一体”等重要战
略布局中，并从理论上回答了解决性别平等、实
现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许多根本问题。理论的
思考和发展的实践表明，性别平等的实现在宏观
层面上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在微
观层面上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
展，离开其中任何一项，性别平等的实现都是不
完全的。因此，只有根植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历
史及现实，才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别
平等理论，只有将性别平等与社会平等融入到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发展的各种理论问
题。

( 二) 性别平等是共建生活、共享成果的必要
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现实性课题

性别平等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在承认男女
生理差异基础之上的、社会性别角度的平等问
题。在这一平等目标下，隐藏着因历史发展、社
会交往和家庭环境导致的不平等。在中西方历
史发展中，都存在着男权主导的思想和现实，男
女不平等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体现在社会发
展的分工、职业选择和家庭责任等诸多方面。就
社会交往而言，交往者所使用的语言中对女性的
表述、社会职位选择条件的限定等，反映着源自
男女差异而来的不平等。在家庭这个男女共建
的关系中，男外女内、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和
家庭生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构建了不平等的夫
妻关系，而这种“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将女性置于
家庭内部性别结构的边缘地位，从而强化了女性
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1］。因此，性别不平等的
现实是催生不平等理论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

对性别平等的重视成为各国政府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通过宣传和意识
形态教育等形式塑造新的文化观念，试图改变人
们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为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
寻求解决路径。而如果将性别平等纳入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一范畴中思考，则构建了马克思主义
世界理论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关系。女性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是共建
美好生活的主体和共享发展成果的主体。习近
平总书记在 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
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
有人类，就没有社会。”“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
伟大的。纵观历史，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
有人类解放和进步”［2］。这种从性别视角出发的
认识，在现实性上肯定女性价值的同时，也建构
了女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马克思平等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马克思平等思想

批判和革命实践的出发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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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中的马克思，在工人身上看到的是贫困、低
贱、野蛮和愚笨，而在资本家身上看到的却是财
富、高贵、精致和才智［3］269。可以说，资本主义社
会不平等的事实为马克思的批判提供了最直观
的经验性基础。在理论方面，通过异化理论、剩
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马克思揭露了资
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并对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
判;通过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等，

马克思论述了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以及共产主义
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不难发现，这些理论无
一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事实。除了
理论批判之外，马克思还投入革命实践以切身反
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比如，1847 年，马克思
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并为其撰写纲领《共产党宣言》; 1864 年，国
际工人协会( 即“第一国际”) 创立，马克思是协会
的领袖; 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马克思提供
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等等。这些革命实践不仅
是马克思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有力证明，也体
现了他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态度。

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马克思理
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的基点。然而，如果因为马克
思的平等思想是以对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
的批判为基础，就认为这一思想在当代社会没有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话，那将是有失偏颇的。

实际上，通过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的平等思想，可
以发现，从他早期对权利的平等、平等的双重性
的讨论，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对抽象的平
等、“粗陋的共产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
场的批判，再到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视阈下的平等
及其限度的讨论，都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方法论启
示。这些方法论启示既为我们以后讨论平等问
题提供了研究视角，也为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中的
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方法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平等思想所蕴
含的方法论启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一) 平等的观念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抽象
的思辨概念，应具体地而非抽象地讨论平等问题

以往的思想家在研究平等问题时，多将平等

视为一个抽象的范畴。以人人平等为例，他们或
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来论证人类的平等，或从人
与上帝的关系视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然而，不论哪种论证路径，最后论证的都是抽象
的人拥有抽象平等的权利，处于一种抽象的平等
关系之中。不论是抽象的人，还是抽象的平等权
利，抑或是抽象的平等关系，都脱离了现实关系
和客观经济条件，所论证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关系
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无意义的平等。关于这一
点，马克思对法国人通过抽象的平等原则论证共
产主义，以及他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论证
“人类平等”的策略的批判，即是对此最好的阐
明。

与这种抽象讨论平等问题方法不同，马克思
将平等看作历史的产物，强调“把平等问题放到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视野中、放到现实社会形态
中进行研究。”［4］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平等问题的
产生，都是对当下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最真切的
反映。但凡出现了不平等的地方，一定会产生平
等的呼声; 面对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不平等，

所产生的平等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倘若脱离了
不平等产生的现实关系寻求解决不平等问题的
方法，或者无视平等要求产生的客观经济条件尝
试实现这些不尽相同的平等要求，所产生的结果
要么是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平等的要求没
有得到实现，要么是抽象地解决了不平等问题、

抽象地实现了平等的要求，后者在实质上与前者
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这表明，对平等问题的讨
论应当深入其产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现实经济
关系，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对它们进行剖析，以寻
求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真正方法，进而找出社会变
革和社会进步的真正道路。

( 二) 平等的实现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
会经济结构的制约，无视它们的平等要求只是主
观上的美好愿望

马克思认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
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
展”［5］435，平等的实现亦是如此。从希腊城邦时
期到希腊化罗马时期，再到中世纪和近代社会，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制约的社会经济结构

·01·

刘 刚，司晓静:马克思平等思想对构建我国性别平等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的变革，平等实现的程度在不断地提高，范围在
不断地扩大。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
的确立实现了政治平等，然而，政治平等还不是
真正的社会平等，后者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
实现。言外之意，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必
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依
赖分工的消灭、劳动性质的改变、生产力的极大
发展、集体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以及个人的全面
发展等［5］435－436。

可见，不论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还是真
正的社会平等的实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一个极为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
过程中，除了需要批判那些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
强行要求平等的理论之外，还应当警惕那些单纯
强调分配领域中的平等而无视物质生产方式的
主张。在历史上，蒲鲁东提出了局限于分配领域
的“平等的工资”“平等的占有”等要求，这些要求
受到马克思的批判和反对。马克思认为: “分配
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6］这也就意味
着，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物质
生产方式，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要求所谓的“平
等的分配”，不仅颠倒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而且
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任何分配领域中的
变革，都应当立足于当前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和客观的物质生产方式，否则容易对社会产生不
良的影响。

( 三) 平等不是无差别的平均，应当重视差别
性在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杜绝将
平等理解为平均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追求平等理想的实践活
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但是，走向追求平等的极端———平均主义的
理想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一不利影
响表现在: 一方面，平均的要求过于强调人与人
之间的等同性，容易打消在才智、能力等方面占
据优势的个体的劳动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社会效
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
那些不能平均的东西，平均主义往往采取十分粗
暴的方式处理它们，比如，“平均主义派”和“巴贝
夫派”主张消灭不能被平均的科学、美术等等［7］，

这对“人的个性”和“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
界”［3］295－296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而，马克
思在其著作中严厉地谴责了平均主义以及那些
带有平均主义倾向的理论 ( 比如“粗陋的共产主
义”) ，强调他所理解的平等不是无差别的平均。

既然马克思反对将平等理解为平均，那也就
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是断然不可能消灭一切差
别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向来对植根于阶级社会
的不平等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在他所构想的共
产主义社会中，一切以阶级差别为基础的不平等
早已被彻底消灭。然而，以阶级差别为基础的不
平等的消除并不意味着一切差别的消除。事实
上，某些差别和不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客观
存在的，它们不仅不会产生害处，反而会促进个
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无害的差别和不平等在个
体的独特性、才能的多样性和发展的全面性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应当追求的是
以客观无害的差别为基础的平等理想，而非无差
别的平均;真正应当反对和批判的是源于阶级社
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那些能
够推动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差别和不平等。

概括来看，马克思平等思想包括以下三方面
重要的方法论维度。首先，面对具体的平等问
题，应当从其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和现实经济关
系入手，而非抽象地对它们进行剖析; 其次，平等
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不是纯粹主观上的美好愿
望，而应当符合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受其
制约的社会经济结构; 再次，共产主义社会的平
等，不是消灭了一切差别的平均，而是以客观无
害的差别为基础的平等。这些方法论启示具有
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层面而言，它为人们讨论平
等问题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我们
跳出谈论平等问题的形而上学陷阱，并对它展开
有力批判的实践武器; 从现实层面而言，它为人
们解决当前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方法指
导，是我们能够灵活、辩证地解决不平等问题，而
非刻板、机械地处理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三、马克思平等思想对我国性别平等发展的
当代方法论启示

世界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消除各种不平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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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反而使得性别不平等等问题更加严重。男女
性别差异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现象，如就业
歧视、资源分配、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等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
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就
性别平等问题而言，仍有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需
要解决。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平等
思想，应当探究这些矛盾和问题背后的关节点，

揭示它们产生的原因，并为有效地解决它们提供
有力的认识保证，进而推进社会更快更好地发
展。

( 一) 性别平等的实现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现实的社会和具体的人是实现统一的基础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前提下，全面梳理当前存在的“性别”
“平等”的衡量标准，需要在强调人的历史性基础
上，从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出发，构建平等观念，

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性别平等”理论，

通过国家制度化的方式使性别平等观念进入人
们的生活，“只有在社会实践和平等的评估标准
都发生变革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8］28阿马
蒂亚·森认为，“平等概念本身蕴含着一个极其
重要的认识:既然平等永远是指人的某一方面或
者分配某一种事物的平等，那么该方面的平等或
者分配上的平等，通常会带来其他方面、其他事
物分配上的不平等。”［9］因此，平等的实现是必须
在承认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即人类的基本异质
性基础上的平等。性别平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不仅影响性别平等的
实现，也会影响社会发展。性别平等的实现是基
于逻辑与历史统一基础上的一系列创新性实践，

这些实践包括对当前社会文化体系的全新解读，

从社会性别和社会结构角度考察性别平等问题，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
等重要的制度角度对实现性别平等的分析等，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微观互动和宏观社会体系变化
的良性循环。

( 二) 性别平等的实现是以现实物质生产力
的发展为前提的，蕴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
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
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
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
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
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事实上，以此为基础马
克思进一步启示我们，在分析社会发展时需要将
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开来。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不仅保障了妇女充分就业，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女性的民主权利。女性只有获得了
经济的独立，才有可能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扩大
到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等领域。众所周知，女
性平等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女性的内部资源，也取
决于其所处的社会资源，而经济的发展是其中最
核心的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
在于通过对就业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监管，通过推
动科技创新等，减少不平等现象，增加公平性，并
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在保证女性
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提升了她们的政治参与权、

民主话语权，促进了社会性别体制由传统的家庭
式向公共形式的转变，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性别平
等“意味着两性在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都
能获取同等的可见性、参与机会和赋权”。

( 三) 性别平等的实现是承认性别差异基础
上的平等，差异原则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种天然
的动力结构

与性别平等相对立的不平等是多样化的不
平等，“一方面，‘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被各种形
式的差异和不平等所划分，另一方面，它又与这
些差异和不平等交叉在一起”［8］140。因此，如何
处理性别不平等与社会发展中其他不平等相互
交叉的关系，实现平等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问
题的关键。张念认为，从差异出发的政治实践，

有利于我们思考现代中国的政治经验与女性的
关系，“对现代国家的直观理解取代了现代国家
的政治深度，这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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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历史主体意识，但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却
难以实现，即主体权利的匮缺，使得现代女性形
象大于现代女性的内涵”［11］20。因此，如何实现
女性形象的形式与女性内涵的统一，就需要立足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充分认识到“基于差异原
则而诞生的现代性话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种
天然的开放的政治权力结构”［11］305的基础上，通
过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重构平等、性别等指向女
性的话语，在差异化中寻求女性平等内涵的转
变。

马克思平等思想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体现在全球化时代和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其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发
挥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性别平等问题的解决
需要全球化的视野、基于马克思平等思想的世界
意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新空间及新话语，
在全球提供的社会互动密度和频度增大的进程
中，提升女性的地位，促进对平等观念理解的转
变，在协调解决性别平等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
经济发展和政治资源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过程
中，立足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别平等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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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Marx’s Equality Though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ender Equality Theory

LIU Gang，SI Xiao－jing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Social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that Marx and other classical writers
always pay attention to，and gender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equality．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social equality development． Marxism insists on the issue of
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realistic and concrete people，
and opposition to egalitarianism． It should be the thre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studying the issue of gen-
der equality． Marx’s idea of equality is an ideological weapon to criticize the nature and problems of capital-
ism，and it is also the foothold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new era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Marx; capitalism; social equality; gender equality

( 责任编辑 鲁玉玲)

·31·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