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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性别文化经历了性别平等文化的产生和偏移、男性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男性主流文化的解体和性别平等文化的初步形成几个发展阶段。通过考察性别文化发展的历史 ,对

如何建立新时期的性别平等文化 ,以及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 性别文化 ; 性别平等文化 ; 性别不平等文化

中图分类号 : D442. 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7 - 3698(2007) 04 - 0063 - 05

　　简单地说 ,性别文化就是社会对男性、女性地

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依据性别之

间的关系 ,可以将性别文化分为性别平等文化与性

别不平等文化。

　　一、原始性别平等文化的产生与偏移

原始性别文化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

族社会两个发展阶段。母系氏族社会的性别文化

是性别平等文化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逐渐衰落 ,男

性主流文化开始萌芽。

(一)母系氏族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形成

母系氏族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文化是人们对男

性和女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平等地位的一种天然

的、无意识的反映 ,而且更多地反映了女性被尊重

的地位。在中国上古时代 ,女性神多不胜数 ,从女

性雷神到月神嫦娥 ,从旱神女魃到生育女神女岐 ,

乃至天帝黄帝也为女性。女性神掌管各个方面 ,而

男性神则居于次要地位。我国的“仰韶文化姜寨和

西安半坡聚落遗址大中小房子及其坐落、次序的格

局构成了典型的、高度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

结构和生活场景”。[1 ] (P85) 子女死后只能同母亲一起

合葬 ,女性死者身旁的随葬品也比男性死者的多。

大量的文献中保留了女性祖先的姓氏 ,例如 ,姬、

姜、姚、姒、妫 ⋯⋯就是对女性祖先崇拜的遗留。在

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崇尚女神、崇信巫术的时代 ,

人们将它推广到生产和生活的几乎所有的活动中。

(二)父系氏族社会男性主流文化的萌芽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 ,性别平等文化开始衰落 ,

男性主流文化初步萌芽。“到了仰韶文化的后期

(约五六千年以前) ,半坡遗址和姜寨向心式的典型

的母系氏族的聚落形态逐渐开始消失 ,而代之以大

河村遗址、荥阳秦王斋、点军台遗址 (仰韶文化 3、4

期)和淅川下王岗及黄栋树遗址 (屈家岭文化)为代

表的横排连间房子的居住方式 ,这标志着由母系氏

族的内部向心力偏向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与世系

纵向的扩展力。”[1 ] (P88)
这时候 ,世系和婚姻开始以

男性为本位 ,男子首领开始控制了宗教信仰权 ,信

仰的内容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自然神也逐渐改变了

性别身份 ,母系时代的日神曦和、月神常曦本来皆

为女性 ,而这时日神逐渐由三足鸟的“金乌”取代。

　　二、男性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性别不平等文化在奴

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并形成了男

性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作为文化产物的语言 ,典型地反映了妇女从属

和低下的地位。在英语和法语中 ,“人”和“男人”用

的是同一个词 :Man (英语) , I’homme (法语) ;在英

语中 ,Woman (妇女) 意味着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 ;

Chairman(主席)意味着政治只是男性的特权 ;His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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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历史) 一词意味着历史只是男性的故事 ,等等。

妇女从属和低下的地位 ,在表意的汉字中显得尤为

突出。在汉语中 ,指代男性的代词“他们”可以指代

所有人 (包括女性) 。在甲骨文中 ,“女”字就被描绘

成一个人跪在地上的形象 ,而“妇”字则是一个拿着

扫帚的女子。[2 ] (P84)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 ,而教育的产生与

女性无缘 ,由此 ,政治学、哲学、法律、宗教的文化主

体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性所接受的唯一教育就是

怎样维护男性的尊严和权利。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妇女教育是从清末开始的 ,随着女子学堂的纷纷设

立 ,女子和男子一样有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而

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 ,中国古代大多数女子都

无缘于文化教育 ,所接受的是一种以“三从四德”为

基本内容的“女教”。

整个文化的内容都反映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古代哲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根源。在中国 ,《易经》

是最早体现男尊女卑思想的理论著作 ,在西方 ,柏

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

但他最终也没有摆脱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伦理

道德规范了男尊女卑的地位 ,中国的“三从四德”思

想最能体现这一思想。汉儒董仲舒以“阳尊阴卑”

的神学观点为基础 ,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思想。[3 ] 古代法律为男尊女卑思想的

实施提供了保障。古罗马的《罗马法》、伊斯兰教的

《古兰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法典》都以条

文的形式规定了女性必须绝对服从丈夫 ,导致了女

性法律人格和法律权利的全面丧失。宗教禁锢了

男尊女卑的观念。西方宗教经典《圣经》把女性看

成是人类原罪的根源 ,论证了男女不平等的起源。

中国礼教的“从一而终”的贞洁观 ,巩固了封建的一

夫一妻多妾制 ,加速了中国女性由人向“非人”转化

的历史进程。文学宣扬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古代

文学不仅普遍地宣扬和维护男尊女卑的思想 ,还产

生了对女性思想毒害尤深的专著。在我国 ,几乎每

个朝代都有对女性行为举止予以规范和训导的女

子训书。如 ,东汉刘向的《列女传》、西汉班昭的《女

诫》等。古代艺术同样也体现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在审美艺术方面 ,许多国家都打上了残酷的性别特

征。如 ,中国女性的“缠足”,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 ,

非洲的“割礼”等。因此 ,专制社会的性别文化是男

性主流文化 ,而仅有的少量女性文化 ,也是对男性

主流文化的补充和说明。

　　三、男性主流文化出现解体

(一)男性文化的主导地位

从卢梭、康德、黑格尔再到精神分析学家弗洛

伊德 ,歧视妇女的哲学思想仍然占有主导地位。他

们认为 ,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是人权的

来源和根据 ,而妇女则是一种感情的动物 ,她们就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黑格尔指出 :“男子

的现实的实体性的生活是在国家、在科学等等中 ,

否则就在对外界和对他自己所进行的斗争和劳动

中 ,所以他只有从他的分解中争取同自身的独立统

一 ,在家庭中他具有对这个统一的安静的直观 ,并

过着感觉的主观的伦理生活。至于女子则在家庭

中获得她的实体性的规定 ,她的伦理性的情绪就在

于守家礼。”[4 ] (P182)

从法律上来看 ,1776 年 ,美国的《独立宣言》向

世界宣告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

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 ,

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它

并没有把妇女和黑人奴隶当作“人”来看待。1789

年 ,法国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把积极参加

了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妇

女 ,排斥在人权之外 ,从而直接导致了近代女权主

义运动的产生。1804 年 ,法国第一部民法典 ———

《法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妇女不能享有同男性一样

的平等权利 ,妇女与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犯人在

法律上处于同样的地位。例如 ,法典第 213 条规

定 :“丈夫保护妻 ,妻应顺应夫。”[5 ] (P31)

文学艺术也不例外 ,卢梭的《爱弥儿》明确地表

现了其父权制意识和对妇女的极端歧视 ,认为妇女

生来就是为了取悦于人 ,做男人的附属品。“如果

说女人生来是为了取悦于和从属于男人的话 ,她就

应当使自己在男人看来觉得可爱 ,而不能使他感到

不快。”[6 ] (P528)“她们自己既然没有判断的能力 ,所

以她们应该把父亲和丈夫的话作为宗教的话加以

接受。”[6 ] (P560)

另外 ,科学家也为男女不平等的思想提供了所

谓“科学”的证据。德国颇有声誉的心理学家莫比

乌斯 1907 年出版了《女人心理和智力的弱点》一

书 ,发现女人“那些精神活动最重要的脑神经不如

男子发达 ,而这一差别是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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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近现代的文化主旋律无疑是“他”的视角、

逻辑、思想等方面的反映 ,女性文化处于文化的边

缘。但是 ,男性主流文化也开始受到了质疑 ,并出

现解体。

(二)男性文化的分化

文艺复兴时期 ,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

男性文化尽管把妇女排斥在外 ,但它却点燃了妇女

的一系列的叛逆思想 ,促使她们产生了作为平等的

“人”的要求 ,使男性文化的分化成为必然。

一方面 ,个别男性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西

方的启蒙思想家谢瓦利埃·德·若古从自然法出发 ,

提出所有人类都是天然平等的 ;在体力和智慧上 ,

丈夫并不一定比妻子强 ,从而得出男女平等的结

论。提出这种思想的男性在当时还只是少数 ,他们

提出妇女权利问题的目的还是出于对男性利益的

考虑。正如孟德斯鸠指出 :“在男子中间最大的问

题是想了解究竟是剥夺妇女的自由对自己有利呢 ,

还是让妇女享受自由对自己有利 ?”[7 ] (P209)
反映了

当时男性在妇女权利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以及坚持

男女平等思想的不彻底性 ,但这无疑也对妇女提出

更为坚决和彻底的主张 ,争取更多的权利 ,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来源。1673 年法国学者蒲兰·德·拉巴

尔发表了《论两性平等》一书 ,他用笛卡尔的怀疑论

方法 ,提出妇女不是天生低劣于男人 ,男女不平等

是社会造成的 ,并得出“精神没有性别”的结论。中

国的女性文化也开始焕发生机。明末清初 ,以李

贽、袁宏道、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 ,他们在

追求自由个性的同时也萌芽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在 1851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 ,农民领袖提出

了“兄弟姐妹 ,皆是同胞”,“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

的男女平等的主张 ,并设有女营、建立女军 ;设女

馆 ,组织妇女生产 ;设文武女官 ,通过考试选任妇女

人才 ;取缔娼妓 ,禁止缠足 ,禁止买卖妇女、奸淫和

纳妾 ,这些主张和政策具有明显的反男性主流文化

的意义。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代表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严复等都明确提出了妇女权利问题 ,同

时 ,他们兴女学和办女学报 ,进一步促进了妇女文

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 ,少数女性发出了争取女权的声音。

1789年 ,法国国民议会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

言》指出 :“不知人权、忽视人权和轻蔑人权是公众

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著名的女革命

家阿伦普·德·古杰 ,仿照这一人权宣言 ,在 1791 年

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

的第一个妇女权利宣言。她针锋相对地指出 :“对

妇女权利的无知、遗忘和忽视是造成公众灾难和政

治腐败的唯一原因”,“妇女生而自由 ,在权利上与

男子是平等的。”[8 ] (P25)
该宣言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妇

女平等权利的要求 ,是把人权理论直接运用到争取

妇女权利之上的结果。1792 年 ,英国女作家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女权辩护》一书 ,它是人类

历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第一部研究妇女权利的理论

著作。她从理论高度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对

女性的偏见、束缚和塑造 ,要求社会把妇女也当作

人看待 ,把男人所获得的人权扩展到妇女身上。

　　四、性别平等文化的初步形成

在当代社会 ,男性主流文化受到了冲击和影

响 ,文化传承的主体、文化的内容和文化的功能等

诸多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性别平等文化初

步形成。

(一)西方发达国家女性文化的发展

20 世纪中期以来 ,世界女性文化进入了一个

繁荣发展时期 ,涌现出了一大批妇女理论家 ,并产

生了妇女学这门崭新的学科。

当代西方妇女文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下述两

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 50 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理论研

究 ,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和贝蒂·

弗里丹的名著《女性的奥秘》为代表。西蒙娜·德·

波伏娃于 1949 年发表的理论巨著《第二性》,为世

界妇女运动树立了一块丰碑。她提出 :“男人不是

从妇女自身而是根据和他的相对关系来解释女人 ;

女人不被当作一种自主的人 ⋯⋯相对于本质来说 ,

她是附属的 ,是非本质的。‘他’是主体 ,‘他’是绝

对的 ,而‘她’只是‘另一种’。”[9 ] (P155) 她所提出“女

人不是生成的 ,而是造就的”的名言 ,对妇女文化的

繁荣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贝蒂·弗里登在《女

性的奥秘》中 ,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生

物学等各个领域 ,剖析和揭示了美国妇女问题的实

质 ,鼓励她们走出“家庭主妇”的狭小天地。她在该

书“序”中所写 :“如果我不相信妇女既受社会的影

响 ,又能影响社会 ,如果我不相信一个女人最终也

能同一个男子一样 ,具有选择的能力和创造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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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堂和地狱的能力 ,那么 ,我写这本书 ,也就没有

什么意义了。”[10 ] (P12)
该书被认为是西方女权主义

运动的第二部圣经。

第二阶段是 70 年代以来的妇女理论探索。一

些女权主义者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贝蒂·弗里丹

奠定的理论基础上 ,开创了妇女文化发展的新阶

段。其代表作是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学》和舒

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她们认为社会

所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除

了这两本代表作外 ,还有其他理论著作。同时 ,她

们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形成了一幅繁荣的女

性文化局面。另外 ,70 年代初 ,在美国学术界还产

生了一门新的学科 ———妇女学 ,反映了世界妇女运

动的理论成果。妇女学形成的重要标志是系统的

妇女研究课程进入大学讲坛。1969 —1970 年 ,至少

17 门有关妇女的课程进入了美国大学课堂 ; 1973

年 ,增长到 2000 多门课程 ;1983 年 ,有 30000 门妇

女课程在大学开课。[11 ] (P174)
现在 ,妇女学已从美国

走向了其他许多国家 ,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

领域。在不少国家的大学中 ,都设立了妇女学学

位 ,授予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妇女学学位。

(二)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妇女文化

60 年代末以来 ,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运动逐步

发展起来 ,其妇女文化也进入了一个繁荣和发展时

期。

第一 ,发展中国家妇女理论对西方妇女理论的

批评。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妇

女学同西方国家的妇女学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很大

的分歧。许多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不平等的

根源是父权制 ,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则认

为应该把这一问题放到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中来

分析。①她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批评了西方女权主

义。一是批评西方的“帝国主义女性主义”倾向 ;二

是批评西方女权主义忽视阶级、阶层、种族、文化等

不同问题对妇女的影响。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学者

查拉·提·墨罕指出 ,“除了姐妹情之外 ,仍然存在着

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11 ] (P35)
她的观点

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发达国家中的少数民族

妇女的认同。美国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妇女指出 ,

“如果性别压迫是我受歧视压迫的根源 ,那么为什

么我的父老兄弟们生活也这么贫困 ?”发展中国家

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批评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妇

女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 ,新中国妇女文化的繁荣。从近代中国妇

女解放运动以来 ,中国妇女文化日益繁荣起来。在

20 世纪五四运动前后 ,妇女界和学术界知名学者

都纷纷撰文抨击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 ,为妇女呼

吁权利 ,促使妇女权利理论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高

潮。1978 年以来 ,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分配难、女

干部纷纷落选、拐卖妇女、卖淫、纳妾等问题使原有

计划经济体制下似乎已解决的问题再次突显出来。

妇女权利问题第一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引起了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

我国妇女权利研究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出现了关

于妇女政治权利、妇女经济权利、妇女人身权利、妇

女家庭权利和妇女教育权利等多方面的研究 ,繁荣

了中国的妇女文化。

(三)世界妇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世界妇女文化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 ,制定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国际文件。主要

有 :《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

《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公约》《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

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宣言》等 ,为世界妇女文

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总设计和总要求。

第二 ,建立了保护妇女权利的组织和机构。这

些专门性的妇女人权机构主要有 :妇女地位委员

会、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联合国提高妇

女地位司、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和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这些机构的建立为妇女

文化的共享提供了组织监督和保障。

第三 ,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从 1975 —

1995 年 ,联合国召开了 4 次世界妇女大会。(1) 第

一次世界妇女大会。1975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2

日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了“国际妇女年世

界会议”。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世界

行动计划》和《墨西哥宣言》。(2)第二次世界妇女

大会。1980 年 7 月 14 日至 31 日在丹麦首都哥本

　　①这里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不仅指发展中国家的妇女 ,也包括西方国家少数民族妇女。

66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7 年



哈根举行。这次会议系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审评

大会。《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简称《行

动纲领》。(3) 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1985 年 7 月

13日至 26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通过了

《到 2000 年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简称《内罗

毕战略》。(4)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领》。在联合国的促进下 ,世界妇女文化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文化资源的共享。同时 ,世界各

国内部还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女性文化交流和借鉴 ,

共同推动了妇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 ,“妇女问题”已成为全社会人人皆知的社

会问题 ,任何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不仅为妇女所难

容 ,而且被整个社会所鄙视 ,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

了男尊女卑思想的改变 ,为性别平等文化的全面推

进开辟了道路。但是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 ,真

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文化还远远没有塑造起来 ,为

此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 ] 杜芳琴 ,王 　政 . 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 [M]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2 ] 禹 　燕 . 女性人类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3 ] 董仲舒 . 春秋繁露·基义[M] .

[4 ] 黑格尔 .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5 ] 国民法典 [M] .李浩培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6 ] 卢 　梭 . 爱弥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7 ] 佚 　名 . 外国女权运动文选 [M] .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

社 ,1987.

[8 ] 董云虎 ,张世平 . 中国的妇女人权 [M] . 成都 :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95.

[9 ] 陈 　功. 家庭革命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

[10 ] 贝 　蒂·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

社 ,1988.

[11 ] 鲍晓兰 .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 C]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5.

Historic 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Culture
WANG Ruiqin

(Humanities Institu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 China)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 gender culture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 that is : the ori2
gin and deviation of equal gender culture ,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scular mainstream culture , the disinte2
gration of mascular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taking shape of equal gender cul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gender

culture’s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 and realistic meaning to set up equal gender culture

and promote women’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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