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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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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进入 21 世纪，中国女性学理论体系逐步构建，话语体系不断完善。 这期间，中国高等院校先

后出版了 10 本女性学原理类教材，它们梳理了中国的女性学学科命名、价值取向及妇女运动类别界
定等基本概念与理论范畴，阐述了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的基础、来源与动力。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服
务于学科理论体系，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世界先进文化成果，聚焦女性现实热点问题，运用中
国话语对妇女发展与男女平等路径进行学理阐释，从而深化了中国女性学学科体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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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步的中国女性学，是中国妇

纪末，中国女性学学科命名的共识度提高。２０００ 年

女运动发展和妇女理论研究深入的产物。进入 ２１

至 ２００９ 年间，国内高等院校相继出版的 １０ 本女性

世纪，中国女性学理论体系构建逐步完整，话语体

《女性学导论》
《女性
学原理类教材，均以《女性学》

系逐步完善。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高等院校

学概论》
《女性学教程》冠名，可见，将这一学科命名

先后出版的 １０ 本女性学原理类教材 和相关论著，

为“女性学”，已得到了相当多的学者赞同。当然，对

对中国的女性学话语建构及其模式特征进行探讨。

此称谓，学界仍未达成完全一致，也有学者仍将其

①

一、女性学学科命名
“话语”一般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

称为“妇女学”
“ 妇女研究”
“ 女性研究”，或“性别研
究”。［１］ ２５９－２６０
１． 在当下语境中，
“女性学”的称谓更为准确

话语建构则指语言的建设与构成。中国的女性学

为什么把这门学科称为“女性学”，而不称其为

话语建构，既包括学者在汉语语言中创制适当的词

“妇女学”呢？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有学者在学科命

语来标记新概念和新事物，形成新术语，又包括人

名时，考察了“女性”与“妇女”这两个语词的历史演

们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进行学科交流沟通的具体言

进和现实差异。

语行为。学科话语的建构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推
动着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经历了学科初建时期的探索与争鸣，到 ２０ 世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话语中，
“妇”与“女”是
两个各有特指的词汇，不连在一起使用。清朝官吏
陈弘谋在《教女遗规》序中写道：
“夫在家为女。出嫁

① 以出版年代为序，10 本女性学教材是：（1 ）《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2 ）《女性学》，啜大鹏
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3 ）《女性学》，罗慧兰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2 年版；（4 ）《女性学》，骆晓戈主编 ，湖 南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5 ）《女性学导论》，韩贺南、张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6 ）《女性学教程》，周乐诗主编 ，时 事
出版社 2005 年版；（7 ）《女性学导论》，叶文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8 ）《女性学导论》，祝平燕、周天枢、宋岩主编，武
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9 ）《女性学（第二版）》，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10 ）《现代女性学概论》，黄 蓉 生 、任
一明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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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

年的少女、女童。 ［６］１０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的女

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

生将 ３ 月 ７ 日定为“女生 节”，以区别 于“三八妇

人利在女贞。” １８９６ 年，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梁

女节”，这表明在女大学生眼中，女生与妇女是有

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提出：
“ 今中国之无

差异的。因此，２１ 世纪以来，高校出版的女性学学

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

科的相关教材，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女性学”的称

人养数人的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

谓。编著者们认为，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中，
“女

“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
实为最初之起点。”他还说：

性”是一个可以被年轻、未婚女性接受的，超越社

有价值，第一 件 就 要 看 女 子 切 实 自 觉 的 程 度 何

会关系的泛指女人的合适概念，而这门学科又是

如。”

从性别的角度，把人类的一半作为对象客体来研

［２］１

［３］８７－８８

梁启超在文中分别使用了“妇人”与“女

子”两语词，以示二者的差异。著名思想家严复在

究，因此，称“女性学”可能比称“妇女学”更科学、

论述男女不平等是人为造成时指出：
“ 中国妇人，

更准确些。 ［６］１０

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４］６２ 他使用

这样的界说，当然是基于中国的语言文化背

“ 妇”
的则是“妇人”一词。可见，在当时的语境中，

景。而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人们

与“女”是分开使用的。

对于“妇女”
“ 女性”
“ 女子”等语词内涵的界定，是

２０ 世纪初，随着 维新运动的 兴起，资产阶 级

不尽相同的，在使用上也是有所区别的。

革命派开始运用“女子”一词来泛指女人。１９０３

２．“女性学”的命名，规范了学科的属性与特质

年，兴中会会员金天翮撰写的中国第一本阐述妇

女性主义（ｆｅｍｉｎｉｓｍ），亦称女权主义，是西方在

女解放的专著《女界钟》问世 ，全书共分为“女子

争取妇女权益进程中兴起的，反对性别压迫、剥削

之道德、女子之品行、女子之能力、女子教育之方

与歧视，追求男女平等的一种社会思潮与政治运

等十节，皆用“女子”指称女人群体。１９１５

动。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得到快速

年新文化运动爆发后，
“ 女 性 ”和“ 妇 女 ”两 词 出

发展，形成了诸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

现，并逐渐成为用来指称女人的社会用语。而“妇

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

女”一词在使用上居于相对突出地位，则是在 ２０

现代女性主义等众多流派。尽管不同流派的政治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以后。其时，

主张和理论观点存在分歧与差异，但它们都以消除

上海创办的 《慈俭妇女》、广州创办的 《抗战妇

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７］２７ 因此，各流派

女》、汉口创办的《妇女 职哨》、重庆 创办的《职业

的理论研究成果相互影响和渗透，共同为推进全

妇 女》、桂 林 创 办 的《妇 女 岗 位》等 刊 物 ，均 冠 以

球的性别平等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法”

［５］１

“妇女”一词；各地相 继成立的女 界组织，如上 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美国女性主义理论被引

妇女教育 馆、江西妇 女生活改进 会、甘肃 妇 女 慰

入中国，很快在学界广泛传播，为中国学者解析中

劳分会等等，也大多以“妇女”命名。中华人民共

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中国女性研究的

和国成立后，主流社会继续延用“妇女”一词来泛

深入，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元素。然而，受

指女 人，如全国女 界组织称为“中华全国 民 主 妇

到 西方女性主 义理 论 深 刻 影 响 的 中 国 女 性 研 究

女联合会”
（现“中华 全国妇女联 合会”
），女界报

界，在进行学科命名时，却没有将其称为中国的女

《中国妇女》等。２０ 世纪
刊定名为《中国妇女报》

性主义，而是命名为中国的女性学。从高校出版的

８０ 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些学

女性学原理类教材中，可以看出学界主要基于三个

者开始选用“女性”来指称女人群体。

方面的考虑：

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
“ 女性”与
“妇女”两语词在内涵上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用

其一，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没有被学界普遍认
同

来指称女人。但在外延上，二者还是存在一些细

在西方学术界，女性主义几乎成为女性研究

微的差别的：
“ 妇女”多被用来指称那些有一定年

的同 义词，以女性 主义涵盖 女性研究，是 一 个 基

纪和经历的女人，或有 婚史的女人 ；而“女性”涵

本事实。但在现代汉语中，
“ 主义”一词比较宏大，

盖的范围则要大一些，她既可指称已婚的女人，

通常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所

也可以指称未婚的成年年轻女子，还可包括未成

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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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界引进了女性主义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但

年，６８％的美国大学都提供了女性研究的课程。［１１］２

基本上处于译介阶段，比较多的是学习借鉴其多

中国高校的女性研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

样性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而“女性主义作为一种

期起步的。初始阶段与美国高校的进展状况有相

立场、主张和 意识形态，在 中国学界并 不 为 每 个

似之处，也是从女教师的研究沙龙开始，进而开设

人所普遍接受”。

女性主义讲座课，开设各学科的女性研究专题课，

［８］４

有学者提出，女性学是社会科

学，
“ 它的最直 接的指导原 则及方法论 原 则 应 该

设立女性研究机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有所不

“ 其他科学对
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同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女性研究要在中国高

女性学研究也都有指导或借鉴意义，但它们都只

校中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入学科主流，建立独立

限于对女性理论研究的某一局部而言，而科学的

的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因此，中国高校的女

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意义，则是对女性学的整

性研究从起步起，就明确表示认同既有学科体制、

体而言的”。

更有学者强调，女性学要“始终不

争取体制内资源的意愿，从未整体呈现反学科传统

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这“不仅是因

和反既有体制的倾向。２０ 世纪末以来，学界的这一

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 女性学学科的创立是
认识更为清晰。学者认为，

而且最重要 的是 因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是 从 实 践 中 产

发展妇女运动、深化中国女性研究的客观要求”［１２］，

［６］２１

生又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是正确认识和解

“如果没有女性学学科建设，女性研究就总像一盘

决女性问题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论，是解放女性

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 ［１３］ 明晰的

的强大思想武器”。［９］７ 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

理念推动学界以“女性学”命名，以便于开展更加

妇女的现实需求出发，采用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积极有效的学科建设。

成为中国女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
其二，强调女性研究的学科属性
汉语中的“女性研究”和“女性学”两个语词，

二、妇女运动的界定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引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同

均可以与英语中的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相对应。中国

时，也广泛介绍了西方学界对于女权运动及其三

女学界之所以选择女性学，而不用女性研究来命

次高潮的阐释。在已有的 １０ 本中国女性学教材

名，是考虑到在中国国情与汉语语境中，女性学可

中，在梳理世界范围的妇女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运

以更清晰地表明女性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

动时，均注意了对西方女权运动的评介。然而，编

科，
“ 更有利于传递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中所具有的

著者在界说全球范围的妇女运动时，更关注多种

学科本身以及在这一领域所从事的研究这两重意

形态妇女运动的差异，一般均采用“妇女运动”

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时任日本女性学研究会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来表述全球范围的妇女

理事长的富士谷笃子主编的 《女性学入门》 一书，

解放运动，以区别于“女权运动”
（Ｔｈ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对该学科的命名以及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称谓。

［８］３

对学科的界定，即“所谓女性学，是从尊重女性人
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及妇女问题，并
以女性的观点重新研究既有学问的一门科学”的表
述

１． 世界妇女运动是对不同地域国度、阶级阶
层、多样形态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恰当表述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妇女运动是社会发展到一

，也给予中国学者以诸多启示与借鉴。

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为推动社会进

其三，期盼女性研究进入学科之林

步与妇女自身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而掀起的有组织、

从世界范围看，女性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

有纲领、有目标的妇女群众的运动。［１４］１９３ 妇女运动

［１０］１

科，它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的美国。１９６９ 年，

的特点是以妇女为活动中心，以妇女最终获得彻

在全美妇女组织代表参加的一次集会上，女性主

底解放为目的。［１５］６０

义学者呼吁在大学开设女性研究的学术讲座。１９７０

学者依据领导阶级和根本斗争目标的不同，将

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圣地亚哥大学率先拟定了女性

妇女运动分为不同的类别。包括：资产阶级领导

研究教学大纲并付诸实施。此后，女性研究课程在

的、以求得两性权利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运动，亦称

全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至 ８０ 年代初期，美国

女权运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广大劳动妇女为主

大学和学院中的相关课程已达 ３ 万多门；到 １９９１

力军、以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女性翻身解放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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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妇女运动，也被称作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以科

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

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以

形成。此后，中国人民肩负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

劳动妇女为主体、各界妇女参加，以实现消灭阶级

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任务。中国的妇女运

与妇女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主

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义妇女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争取民族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

独立和国家主权而发生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运动；

个大的历史时期。

还有联合国推动、以“国际妇女年”和四次世界妇女

一是 １８４０ 年至 １９１９ 年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

大会及后续会议与行动为主线、以“平等、发展与和

期的妇女运动。这一阶段的妇女运动可以分为尚

平”
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运动，等等。

学者

处于萌芽状态的太平天国时期，正式兴起的戊戌维

普遍认为，妇女运动通常伴随政治革命或社会改革

新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其

的发生和发展而发生和发展，涉及几乎所有的社会

时的妇女运动有着强烈的爱国救亡和反封建礼教

领域，关联着社会变革和诸多方面的男女平等，很

的色彩，妇女作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得到了比

难用女权运动这一种形态来概括近代以来世界妇

较充分的展现。［９］２２７－２２９

［１４］１９４－２０８．［１５］６６－７４

女运动的全貌。
１９９５ 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大会秘书

二是 １９１９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妇女运动。大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长格惠鲁特·蒙盖拉指出：
“‘妇女问题’是世界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

务中列于人权、民主、环境、和平和发展这些基本

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等五个阶段。这一

“ 妇女问题并
议题之后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

时期的妇女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反帝反

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这些基本议题的一个方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相一致的。［１４］２１０

面，并且我们将研究如何继续这个进程，以结束妇

三是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女问题与时代主流的分离”；
“ 作为妇女，我们宣称

建设时期的妇女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可以

—所有问题都是妇女
这些议题也是我们的议题——

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６ 年，妇女运动围绕

问题”。

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资

［１６］６８

蒙盖拉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女性问题与

世界发展主题的一致性与独特性。

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开展；１９５７

当然，由于制度结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

至 １９６５ 年，妇女运动围绕妇女广泛参加社会主义

传统和信仰的差异，不同地域国度、不同阶级阶

建设进行；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６ 年，妇女运动遭受了挫

层、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对世界女性问题和妇女

折；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以后，以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国共产

运动、本国女性问题和妇女运动的认知不可能是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妇女运动在改

完全一致的。但近 ２００ 年来世界妇女运动进程表

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又蓬勃发展起来。［１５］６４－６５

明，不同身份的女性群体，均存在与本类别的男性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妇女运动历程中，劳

平等发展并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这是

动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始终是其核心和主题；坚持

各层级女性共同的权益诉求。因此，不同身份的女

把妇女的解放与劳动人民的解放、把妇女的发展与

性在妇女运动进程中努力寻找共同权益交汇点，通

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民解放中实

过交流、交融与合作，求得在求同存异中达到共同

现妇女的解放、在民族发展中实现妇女的发展，始

进步与发展的目标，这是当下世界妇女运动的特

终是其不变的路径选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

色，也是今后全球男女平等发展的趋势，符合妇女

和业绩。准确地说，中国的妇女运动就是广大妇女

运动的初衷，也是妇女的根本利益所在。

特别是劳动妇女翻身解放和进步发展的运动，可以

２． 中国妇女运动可以准确表达近代以来中国
妇女在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中争取自身解放与发
展的历程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

简称为中国妇女运动。
在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也曾出现过
先进知识女性发起的以争取选举权为主旨的女性
参政运动，简称为中国女权运动。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完整的和比较纯粹的封建社会。１８４０ 年后，中国开

中华民国建立，妇女活动的重心由参加军事斗争转

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１９０１ 年 《辛丑条

向要求参政的政治斗争，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由此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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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１９１２ 年年初，林宗素女士 ① 代表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平权”的响亮 口号，则贯穿 了整个妇女 运 动 的 全

在上海成立的“女子参政同志会”，面见南京临时

过程 ［１９］４０，鼓舞中国妇女前赴后继地不懈奋斗。

政府总统孙中山，提出了女性参政的要求，孙中山
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开，女界大为振奋，女性参

三、学科价值取向

政组织纷纷问世。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南京临时参议院

中国学者认为，女性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女

②

着手制定约法，以唐群英 、林宗素为首的 ２０ 余位

性，也是为了男性，即为了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

女界代表联合上书参议院，要求“宪法正文之内，

正，进而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与整个人类自由

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

而全面的发展。［２０］１ 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价值取向

权”。 ［１７］ 而 ３ 月 １１ 日，在临时政府公布的临时约

的表述，是深深植根于数千年来中国性别生存与

法中，却全文没有提及女子参政权，也避而不谈男

发展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男女两性

女平等的主张。这一状况引起了女界强烈愤慨。女

共同推动妇女解放的实践传统，植根于中国妇女解

界参政组织再度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改临时约法。

放与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基本同步的革命传统，植

一些女性甚至强行闯进参议院会场，采取了比较

根于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思想传统的。

激进的请愿行动。但参议院反对女性参政的立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多

丝毫没有改变，在 ４ 月 １ 日公布的参议院法中，更

民族交融共处，这一独特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中国

直接剥夺了女性选举权，这促使女界的抗争进一

特有的性别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君

步组织化。女子参政同志会与神州女界参政同盟

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男性中心的思想观念，严重制

会、女子同盟会等多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组成

约了妇女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作为。但在广袤的中

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中华女子

华大地上，中央集权的统治与男尊女卑的训教并不

共和协进会等团体也相继崛起。

均衡，其在远离皇城的边远地区会相对弱化，为弹

１９１２ 年 ４ 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

性、多元的性别发展预留了空间。例如，在江浙和

政府北迁往北京。８ 月 １０ 日，在临时政府公布的

福建沿海地区，至今仍存有一些被人供奉的“妈祖

《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

庙”；在湖南南部汉族与瑶族杂居的江水一代，还

仍然只规定男性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得知这一

保留着拜“姑婆”的习俗；云南和四川的摩梭人，仍

消息后，数十名北京知识女性涌入参议院，宣称要

在继续“走婚”模式等，都说明我国传统性别文化

以最激烈的手段加以抗击，唐群英等人还不顾巡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还在一定程度存有母系社

警的阻拦，进入会场，直接与议员们辩论。知识女

会的遗风。［２１］９－１１ 这就是说，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形

界的领袖们也再度上书参议院，要求给予女性参

成的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并没有将妇女完全隔绝

政空间。１０ 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成立本

于社会生活之外，因地域、民族、阶级阶层差异而

“ 所以现今争选
部大会，唐群英在会上明确提出：

形成的多元性别文化，为今日中国性别平等与和

举权，是第一次国会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将来争被

谐发展注入了文化自觉的基因。

选举权的关键。” 然而，１１ 月，参议院仍以压倒
［１８］

近现代以来，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不仅

性多数否决了女子选举权案。１ 年后的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积极倡导“解放妇女”，参与到妇女解放的队伍中，

月，女子参政同盟会竟被内务部勒令解散了。至

而且还担负起了领导者或指导者的重任。从戊戌

此，民国初年的女权运动在袁世凯政权的压制和破

维新、辛亥革命的旗手谭嗣同、孙中山，到五四运

坏下，在传统封建势力的一片反对声中，只经历了

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领

短暂的高潮之后便偃旗息鼓了。这次女权运动的

袖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他们都通过各种方式

参与者基本是上层知识女性，范围小，时间短，影

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并身体力行地推

响力弱，还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的社会

进“天足运动”，创办女子学校，动员女工农妇参加

结构和性别 文化，但先进 知识女性提 出 的“ 男 女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让“妇女能顶半边天”的

① 林宗素（1878 — 1944 ），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中国同盟会较早的女会员之一，上海报界著名女记者、女编辑，女权运动
先驱。

② 唐群英（1871 — 1937 ），湖南衡山县人，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著名女子教育家，女权运动领袖，辛亥革命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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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促

社会责任和压力，限制了他们充分参与并享受家庭

使妇女的解放与发展在人类解放和民族振兴的进

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和机会，限制了他们全面而自由

程中得以实现。具有两性平等意识的男性的思想

的发展。［２２］８１ 因此，中国的女性学研究从起步开始，

和行动，在中国的妇女解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

就不排斥男性，不拒绝男性学者参与，而是“意在

响和作用，也为当今男女两性携手前行提供了理论

突破狭隘的男性视界疆域，秉持一种两性和谐、平

和实践的范例。

等发展的‘生态学’视野，寻求两性之间的内在整

中国妇女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广泛的

合与相互作用”；［２３］１０ 它反对父权制，反对男性中心

社会解放与进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妇女解放与

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但从不把男性作为对立面，

发展始终被纳入全体人民的解放与发展进程中。

而是努力寻求打破落后性别制度与腐朽性别文化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男女平等一直处在国家

的桎梏，探索实现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法律政策视野之内，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并认同这

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学研究，着力在传统学术和学

一点，中国妇女权益及时拥有了“打出幽灵塔”的

科中增加性别分析视角，解析无性别、去性别的弊

制度保障，并得到了扎实稳定的推进，这是不可否

端，
“ 不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其中比

认的历史事实。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本土特征，也

较突出的是性别和谐理论”［２４］ ４６，对学术和学科的繁

是世界其他国家独立的女权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荣与进步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当然，对传统的社会

中国的女性研究承续了中国男女两性共同参

性别结构的改造，对男性中心性别文化的变革，可

与妇女解放进程的文化传统，从起步时期就坚持

能会触动一些男性的既得利益，使一些男性产生心

“ 男性是研究女性学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认为，

理和行为的不适应感，这需要男性做出积极的调整

“男性的参与、理解和支持始终是推动妇女解放实

和相应的改变。

践向纵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男女共同

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的基础、来源和动力，取

研究男女平等问题，
“ 得到的认识会更全面、更具

决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女性发展实践，取决于中

“ 性别研 究是与阶
有客观真理性”； 坚持 认为，

国女性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取决于中外女性理论

级、种族并列的视角观点和方法，不是仅仅属于女

的交流与碰撞。面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发展不

性学者的事情，不是男性不宜的事情，不能以生理

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运用科学

［２１］１１

性别来划分界限，更不是与男性无关的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总结女性发展的路径与经验，实事

坚持认为，陈旧性别制度与落后性别文化的链条

求是地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术语、新范畴、新

同时捆绑着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既剥夺

表述。总之，推进女性学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了女性社会参与的权利，又使得男性承受了过重的

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不断努力。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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