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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近 20年我国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
———基于知识图谱分析方法

赵 媛，许 昕，王 佩，韦清琦

(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 总库) 为数据检索源，采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发现: ( 1) 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女教育问题是妇女

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 ( 2) 妇女教育地位与性别平等研究为第二大主题; ( 3) 妇女高等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妇女 /性

别研究、女性学学科化建设、将性别意识渗透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等领域; ( 4) 妇女成人 /职业教育研究存在

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内容泛化、缺乏法律政策保护等问题; ( 5) 部分学者对女子教育思想也展开研究。这些结论可

为更好地把握当代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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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

措施加强妇女教育，使其得到空前发展，妇女教
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步最大、国际评价最
高的领域之一［1］。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进一步突出了妇女在
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1995年《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 1995—2000) 》成为我国政府制定
的第一部关于妇女发展的专门规划，是我国首次
制定的以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总体规划，
确立了我国妇女教育发展的总目标: “大力发展
妇女教育，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水平”［3］。2011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 2010—2020) 》，提出“提高妇女终身教育水平”
“促进妇女参与社区教育”“实施教育内容和教育
过程性别评估”等符合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新型
教育理念［4］。尽管如此，我国教育领域妇女发展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明晰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的现
状、特点、困境及对策，不仅是妇女教育工作的需
要，更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普遍需求［5］。

本文从文献定量分析角度出发，采用知识图
谱分析方法，对近 20 年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
文献进行分析。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全面性与权威性，本文以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 总库) 为数据
检索源，以“妇女”+“教育”“女性”+“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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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教育”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

检索时间为 2000—2017 年，共检索到 5562 篇文

献，筛选出与教育领域相关的文献，并对其进行

去重、整理，剔除书评和综述类文献，最终得到

437篇有效文献。

二、研究文献分析与研究主题归纳

( 一) 研究文献分析

图 1 2000—2017年妇女教育研究文献数量

2000—2005年论文发表数量较为均衡，每年

在 15篇左右。2005—2006 年出现快速增长且达

到历史最高，由 2005年的 14篇猛增到 2006年的

42 篇; 2009—2010 年再次增长至峰值，呈现“双

峰式”演进态势。2006年论文数量的猛增与国内

高校妇女学发展有关。2011 年以后期刊载文量

的逐年走低与政策缺失、理论滞后有关。2010 年

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中，涉及学前及义务教育、

高等级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特殊教育、民族教

育等八大模块，但没有论述妇女教育的，出现“妇

女教育被埋没，被踢出国家教育规划行列”［6］的

倾向。目前我国妇女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

来源于妇联及各种妇女学术团体，期刊发文量不

多( 见图 1) 。

( 二) 研究主题归纳

本文借助 Citespace软件，利用关键词共现功

能分析妇女教育研究主题［7］。分析中时间跨度

设置为 2000—2017 年，时间切片为 1，聚类词源

为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生成妇女教育研究

关键词共现图谱( 见图 2) 。

图 2 2000—2017年妇女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2显示，“农村妇女”“性别平等”“高等教

育”“成人职业教育”“新农村建设”“妇女组织”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等构成妇女教育研究的

高频词汇。通过关键词共现，将研究概括为 5 大

主题: ( 1) 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女教育问

题; ( 2) 妇女教育地位与性别平等研究; ( 3) 妇女

高等教育研究; ( 4) 妇女成人 /职业教育研究; ( 5)

妇女教育思想研究。年度文献数量显示，5 大主

题发文量之比为 200 ∶ 74 ∶ 62 ∶ 56 ∶ 45。其中农

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女教育研究最热，成为

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的重点。妇女教育地位、

高等教育、成人 /职业教育、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数

量大体均衡( 见图 3) 。

图 3 妇女教育研究 5大主题年度文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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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研究主题及研究内容分析
( 一) 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女教育研究

图 4 “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女
教育问题”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该主题的研究聚焦于农村、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妇女教育现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 见图 4) 。就现状及存在问题而言，马俊锋提出
增强农村妇女的自我发展意识，营造有利于农村
妇女受教育的良好环境，因地制宜开辟有利于农
村妇女受教育的有效途径以解决目前农村妇女
教育面临的困境［8］的建议。段茹宏指出，在终身
教育背景下，主体意识觉醒有助于农村妇女形成
正确的发展观，农村妇女教育必须以唤醒农村妇
女的主体意识为重点，保障农村妇女教育的稳步
推进，必须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体系［9］。

李静等指出，甘青藏族妇女教育和社会化发展水
平不高，其制约因素主要是藏族传统社会消极女
性观的普遍存在及特有禁忌和习俗的束缚，在新
的历史时期，全面提高藏族妇女的教育水平和综
合素质，不仅需要社会各界多方面的支持，更需
要广大藏族妇女自身的积极努力和配合［10］。对
于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李旭波提出以下对策:

变革人的思想观念，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障贫困
地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11］。
( 二) 妇女教育地位与性别平等研究
该主题关键词共现频率最高的是“性别平

等”“妇女社会地位”“教育公平”“女子高等教
育”等( 见图 5)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妇女教育地

位的内涵、作用与评价方法构建; 教育对妇女社
会地位提高的影响;男女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等
问题。

图 5 “妇女教育地位与性别平等”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开放教育、继续教育对
于提升妇女教育地位意义重大。林顺珠认为开
放教育以全球化和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全体
公民为对象，具有社会性、大众性、民主性和多样
性等特点，代表了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为实现
我国男女受教育平等提供了历史机遇［12］。佟多
人指出高等教育是妇女参政、就业，进而在社会
和家庭中取得平等地位的前提，是妇女自强、自
立，在社会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条
件，高等教育可为妇女解放提供正确的文化选
择，是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13］。

( 三) 妇女高等教育研究
该主题高频词汇依次为“女大学生”“高校”

“学科建设”“女性 /性别教育”“女性主义”“和谐
社会”“妇女参与”“发展”等( 见图 6) 。

图 6 “妇女高等教育”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72·

赵 媛，许 昕，王 佩，韦清琦:近 20年我国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



妇女高等教育研究聚焦于中国女子高等教
育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不同国家女
子高等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女性学
学科建设及妇女 /性别研究。我国女子高等教育
长久以来面临各种困境与挑战，学者认为，“女童
失学”问题、女性就业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
成为制约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14］。王云兰
认为从接受高等教育的质的层面和隐性角度看，
女性接受高等学历教育正面临社会性别回归思
潮的影响［15］。刘伯红等认为女性特别是农村女
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偏少，在学科和专业
上存在着性别隔离和性别分流现象，在教学资源
分配和享有上存在性别差异，在教材和教学活动
中存在性别歧视，在学生组织和活动中不断复制
传统角色的定型，存在着女生就业机会不公平和
就业歧视现象［16］。针对以上女性高等教育存在
的问题，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创新思路来应对。
闫广芬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正视女性高等教育问
题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洞察女性教育中的问题，

形成相应的问题意识［17］。女性学学科建设方面，

学者主张将社会性别纳入高等教育和学术主流，

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18］，努力推进女性
学进入高校教育主流［19］。

( 四) 妇女成人 /职业教育研究
图 7显示该主题高频词汇是“女职工”“劳动

妇女”“女干部”“性别教育”“妇联组织”“对策”
“发展”“启示”等。

图 7 “妇女成人 /职业教育”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妇女成人 /职业教育主要研究女职工、劳动
妇女、女干部的成人教育培训问题，对现有教育

存在的问题、发展及应对策略进行分析。唐娅辉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妇女受教育权利
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教育的
性别不公平问题仍然存在，现行教育政策的性别
缺失、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管理滞后、传统文化
对角色的刻板定型等问题依旧突出［20］。近十年
来我国妇女成人教育研究逐渐向研究视角的多
元化、研究领域的广泛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化、
研究成果的丰富化方向转变［21］。

( 五) 妇女教育思想研究
图 8显示，“妇女解放”“向警予”“梁启超”

“严复”“妇女运动”“陈衡哲”“蔡元培”“蔡畅”
“现实意义”“吴贻芳”等构成该主题的高频词汇。
妇女教育思想研究总体刊文量较少，近 18 年年
均刊文量为 3篇。

图 8 “妇女教育思想”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妇女教育思想研究重点关注历史上著名女
性学者及教育工作者的优秀教育思想，学习其思
想精髓，为当前妇女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张玉麟
通过分析探讨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
超提出的妇女教育思想，肯定其在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历史上产生的积极影响［22］。金一虹以金陵
女子大学为个案，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大学所面
临的一系列性别议题，强调吴贻芳对金女大课程
设置、学校培养目标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
献［23］。徐海宁指出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为社会培
养人才是吴贻芳教育目标观的核心，争取女子的
教育机会是其性别教育观的主题，“家庭式”教育
氛围的营造是其教育管理观的特色［24］。钱焕琦
则肯定了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对女子教育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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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25］。张艳雷等研究发现，陈衡哲的女子教育
思想涉及女子教育目的、女子教育内容，同时还对
当时的女子职业教育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阐述，
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26］。丁俊萍等
的研究表明，向警予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拓展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对当下开展妇女教
育，实现女性发展，汇聚广大妇女力量，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7］。

四、对策与建议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妇女发展研究正处在攻

坚时期，发展与困境并存，如何解决妇女教育面
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至关重要。结合以上妇女教
育研究进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女教育是
妇女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加强妇女教育培
训，普及学历及素质教育，提高妇女文化素养和
自我发展意识成为主要应对策略。提高农村妇
女教育水平最根本的途径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
身的认识和知识水平，多渠道、全方位地向妇女
阐述学习的重要性和提高妇女教育水平的重要
意义。针对贫困地区妇女教育面临的困境，地方
政府应当把发展成人妇女教育作为帮助妇女精
神脱贫的重要内容，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规
划，出台确保女性接受教育和享受文化生活权利
的政策措施［28］。

第二，妇女教育地位与性别平等研究为第二

大主题，研究表明，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
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摒弃传统性别观
念、社会角色定位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突破口。

第三，妇女高等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妇女 /性
别研究、女性学学科化建设、将性别意识渗透进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等主题。作为研究妇
女教育的主要学科，要发展妇女教育，专业人才
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需要打破学科设置
和学位授予的体制性阻碍，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
本科层面的必修课，同时创新机制，培养跨学科
和多学科的女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将其输送
到社会和教育等领域从事性别平等事业［4］。

第四，妇女成人 /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理论基
础薄弱、研究内容泛化、缺乏法律政策保护等问
题。我国妇女成人教育研究更多停留在实践层
面，对妇女成人教育的研究过于泛化，更多停留
在表层研究，如对妇女成人教育与经济、政治、文
化关系研究等方面［21］。

第五，学者对女子教育思想展开研究，其中
向警予、吴贻芳、梁启超、陈衡哲等人的教育思想
对当前妇女教育及发展意义深远。在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妇女教育思想应结合
新时代中国妇女的特点，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将性别意识
纳入决策主流，维护妇女权益，将中国妇女教育
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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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Issues in Ｒesearch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al
Field over the Last 20 Years: An Analysis Based on Knowledge Map

ZHAO Yuan，XU Xin，WANG Pei，WEI Qing－qi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Taking CNKI as the data retrieval source，using the method of knowledge map analysis，with
Citespace software，the paper analyzes the crucial issues of women’s development study in Chinese education-
al fiel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Women’s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ethnic minorities and poverty－stricken ar-
eas is a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women’s education． ( 2) The research on women’s educational status and gen-
der equality is the second major theme． ( 3)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women /
gender issue，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tudies，infiltrating gender consciousness into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 4)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women adult /
vocational education，such as the weak theoretical basis，lack of specificness of the idiographic content，lack
of legal and policy protection． ( 5) There are also some researches on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women．
Key words: the last 20 years; women’s education; knowledge map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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