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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其主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理论的提出与建设。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 ,需要在研究队伍建设、研究方法等

许多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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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 ,便与

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 ,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 ,指导中国妇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与

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交融、碰撞 ,

不断发展变化。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中国化的过程 ,发现、梳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带

有中国化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是中国妇女理论建设

的重要任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近 5 年来出版的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研究的有关著作和论文 ,发现近年来的

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哪些新的突破 ,存在那些问

题 ? 需要怎样改进 ? 从而 ,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中国化研究。

　　一、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研究成果的简要评述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

解放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

分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认识和解决妇女问题

上的运用。”[1 ] (P1) 所谓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是指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相

结合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成果。就本文所关注的主

要文本来看 ,近年来 ,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

首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构

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 ,主要是

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思想 ,主要内

容 ,基本方法等理论建构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对

此 ,顾秀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理论研

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

女平等的内涵、目标、实现途径以及现阶段男女不

平等的原因 ,一定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上认识问

题 ,一定要基于中国国情讨论问题 ,一定要运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 ,一定要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解决问题 ,这样我们

的研究才能更加贴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

妇女发展的实际 ,妇女理论的发展创新才能有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 ,妇女理论的发展才能应用于实

践 ,指导实践。”[2 ] (P3) 顾秀莲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认识问题的角度 ,分析问

题的指导思想、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等。

彭 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主要“研究

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基本问题 ,探索妇

女运动的规律 ,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实践。”[3 ] (P9)

回答如何正确评价当前我国妇女的基本状况和男

女平等的实现程度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妇女

问题产生的原因 ;如何确定我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

目标 ;如何选择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解放与

发展的道路 ;如何充分调动妇女的力量、发挥妇女

组织的作用等问题。这些精辟的论述涉及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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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

标、基本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框架。谭琳、丁娟主编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一书集中体现

了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主要

成果。该书的基本框架是 ,首先探讨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的基本概念 ,从“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的内

涵”入手 ,讨论妇女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同时 ,关注了

“妇女素质与妇女发展、妇女组织与妇女工作改革”

两个重要议题。从本书的基本内容可见研究者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

其次 ,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

究中 ,进一步明确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妇女发

展、妇女运动等基本概念的内涵。例如 ,关于男女

平等概念的讨论 ,在方法上 ,理论上的思辨与实践

中出现的问题相结合 ,将男女平等的含义由过去法

权 ,人格上的平等 ,延伸到机会、条件、结果的平等

以及具体情境下的权力关系等诸多方面 ,拓展了概

念的内涵 ,增强了可操作性。

再次 ,是关于性别歧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由

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

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携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理论研究 ,从而出现了一些运用不同学科的理

论与方法研究性别问题的研究成果。诸如张美生、

马文颖运用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解释了一个

熟视无睹的现象。文中谈道 ,人们常常以为某些政

策的受益人群中已经同时包含了男性和女性 ,其实

忽略了女性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 ,社会性别研究

往往批评政策存在社会性别盲点 ,然而 ,由于概念

术语的隔阂难以传情达意。该文提出了一些带有

学科与专业特点和本土特征的概念 ,诸如 :“性别平

等社会化”、“非制度性性别歧视”、“性别平等决策

的滞后性”等[4 ] ,揭示了性别平等社会化的特点 ,非

制度性性别歧视的隐蔽性、危害性 ,性别平等决策

滞后给性别平等社会化带来的艰难。从而 ,进一步

解释了某些政策中“公共利益”代替“女性利益”的

误区 ,突破了学术研究和实际行动中共同存在的仅

仅指认性别不平等 ,而缺乏有力阐释的瓶颈 ,彰显

出本土化和跨学科的理论魅力。这种跨学科研究

的深入 ,可能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的 ,

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概念和解释有限现象的“中层理

论”、研究工具、理论框架 ,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妇女理论。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只是初露端倪。

此外 ,是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变化。一方面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少有

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成果 ;另一方面 ,实际研究

中出现了关于理论问题研究的从定性到定量的跨

越。王宏维运用后现代理论阐述了理论发展与创

新方法研究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 ,认为中国特

色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 ,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妇女解放理论的

指导 ,又必须与时俱进 ,不断吸收新思想、新观念、

开拓创新 ,根据社会变迁 ,实现妇女解放理论的现

代转换。第二、既坚持妇女解放理论的普遍性、国

际性、共通性 ,又必须坚持从中国当代实际出发 ,努

力贯彻‘原创’与‘本土化’原则 ,充分展示理论的中

国特色 ⋯⋯在方法上必须有‘三个一致’,即 :中国

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方法 ,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方法相一致 ,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

法相一致 ,必须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研究的方法相

一致”。[5 ]方法论在理论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上

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方法论的

探讨 ,以往并不多见 ,它对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

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 ,近年来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在方法上的突破 ,还表现

在关于男女平等的量化研究。以往的研究 ,关于妇

女地位的量化研究较多 ,而关于男女平等等基本概

念则着重于理论上的辩议。叶文振等《男女平等 :

一个多维的理论建构》一文 ,“将男女平等内涵的理

论认识化解为能够具体测量的统计指标”[6 ] (P42)
,认

为男女平等至少包括五方面的性别平等 :同样的生

命意义、同样的生存水平、同等的参与机会、同值的

社会回报、同一的舆论评判。它的意义在于跨越了

男女平等理论研究仅限于定性辩议的方法 ,将理论内涵

指标化 ,回应了男女平等状况评估和实际推动的需要。

2、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研究

近年来 ,在女性学学科化、专业化的背景下 ,回

应着女性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发展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仝华、康沛

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一书 ,集中

表现了这方面的成果。这本书主要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的产生、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传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初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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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对中国

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思考等内容。该书在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基本内涵之中 ,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

成果 ,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容 ;在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的历史线索上 ,将“新中国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 (1949 年 —1976 年)”和

“新时期 (1976 年 10 月以后)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纳入历史脉络 ,较为系统地呈现了

这一历史过程。此外 ,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的传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理论的传入与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的发展等方面 ,填充了许多新的内容。

诸如 ,该书认为“1927 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

妇女解放问题的宏观把握 ,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产生的主要标志。”[1 ] (P1) 这样在深入具

体研究基础上的结论偶有所见 ,为进一步研究打下

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研究 ,意味着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

3、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异同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以来 , 社会性别
( Gender)概念传入中国 ,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中的一

个主要分析视角和工具 ,显示了它的分析力和解释

力 ,引起人们关注它与作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导理论

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出现了一些

比较研究成果。荣维毅认为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在目标与宗旨 ,产生的社会基础 ,发

展的条件和过程 ,互相借鉴与吸收等方面有很多相

同之处 ,然而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也有很大

差异 ,诸如关于妇女解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阶级

关系、性别关系与多重身份、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

径等问题的主张迥然不同 ;此外 ,在理论的特点上 ,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以方向性和指导性见长 ,缺乏

具体操作性 ,社会性别理论因其具体性和现实性带

来操作性。[7 ]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反

省与批评启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是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本身缺乏操作性还是对其认识的

误区 ,这误区到底来自哪里 ? 显然 ,许多问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这些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地深入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二、“中国化”的研究方法 :推进研究的思考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建设是一项重

要而艰巨的任务 ,而方法论与具体方法是理论建设

的重要问题。

1、“中国化”研究方法的多重含义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 ,如果把“中国化”作为

一种研究方法 ,它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

一、表层含义是指研究对象与主题的中国化 ,基本

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架构的中国化。第

二、中国化的研究方法 ,其中层含义是一种研究方

法和策略。即研究者返回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世界 ,“从人们具体之一言一行的实际作为着手 ,探

讨具常识性之意义认知背后的道路与其更为深刻

的衍生意义”[8 ] (P71)
,这是一种返回一般人的日常生

活的建构知识的方法。第三、中国化的研究方法 ,

其深层含义是指一种学术立场和学术目标。所谓

“中国化”的学术立场 ,一方面是指对中国文化的珍

惜和尊重 ;另一方面是指对外来文化的反省与评

议。所谓“中国化”学术目标是指使经过中国化的

转换过程发展起来的理论即有别于传统 ,又不同于

外来文化原貌 ,具有崭新的中国文化特质 ,从而成

为世界文化体系的重要元素。“中国化”的研究方

法可以应用到许多研究之中。

如上文所述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

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自不待言。然而 ,仍存在

许多不足之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够丰富多样就

是其中之一。诸如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

研究 ,许多研究停留在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转

述 ,以及理论上的思辨。而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 ,

从丰富的妇女运动中、鲜活的妇女生活中发现理论

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因而 ,呈现出的理论过于空

洞宏大 ,没有发展出具有解释力的具体概念及理

论。诚然 ,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 ,

还有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不够 ,学

术积累比较薄弱等问题 ,需要加大力量 ,着力研究。

而在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不失为一种可迅速操作

的有效策略。

2、读解文本与深入实践

鉴于以上分析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

深入研究 ,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

法 ,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有益内容 ,在中国妇

女运动和妇女生活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而在具体研究中可以采取多种方法。首先 ,做

好文献研究是个基础性工作。如解读文本 ,认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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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中国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原著 ,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党和国家及妇女组织

的相关政策和经验材料等 ,关注其中的基本概念及

其理论 ,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新概

念、新理论。其次 ,深入研究妇女运动实践。分析

研究各个时期妇女运动的主题、口号、主要活动等 ,

探索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妇女运动实践中

的体现 ,发现在妇女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概念和理

论。再次 ,研究丰富的妇女生活实践。发现妇女在

实际生活中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认同、理解与运用 ,

探索妇女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各种角色背后的理

念 ,探寻她们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概念的理解

及其在生活中的呈现。这些鲜活的经验可能抽象

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微观与中层理论 ,

丰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内容。

　　三、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取

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中仍存在许多不足 ,有待改

进。主要成就在于 :关注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等三代领导人的妇女解放思想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的内容 ,开启了对性别平等问题的多学

科、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在研究方法上跨越了质性

的思辨 ,吸纳了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不足之

处主要是 :在基本理论框架上没有突破性进展 ,没

能从根本上克服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抽象化、空

洞化的弊端。其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作为政治主张束之高阁 ,缺乏理论创新的

勇气 ;另一方面是由于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积累不足 ,难以发展出新的

学术观点 ;三是研究方法主要是质性研究的辩议 ,

表面上看来是基于现实需要的探寻 ,实际上没有深

入本土的实际 ,因而发展不出中国化的理论。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需要解释的性别问题

更加多样、复杂 ,实际工作领域和学术界呼唤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在国外女性主义理

论大量译介到中国的同时 ,应该进一步思考中国特

色的妇女理论建设问题 ,使其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

重要成果之一。近年来 ,女性学科建设加快步伐 ,

专业与课程建设需要学科理论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作为中国女性学的基础理论 ,需要进一步

发展与完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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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 Promotion of Research about Chinese
Characterized Marxist Theories on Women

HAN Henan
(Women’s Studies Department ,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 The research about Marxist women’s theories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main symbol of the development is the raising and construction of women’s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We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in researchers’training and adopt better method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haracterized Marxist women’s theories.

Key words : Marxist theories on women ; women’s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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