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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妇女参与立法的理论基础

李店标 刘 明
( 大庆师范学院法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712)

摘 要: 妇女参与立法，是妇女以个体或团体的方式直接介入立法过程，并以对立法决策施加影响为目的而实

施的一项政治活动。要深化对我国妇女参与立法的认识和理解，寻求妇女参与立法的理论基础是必要前提。在我

国，社会性别理论、公民权利保障、有序政治参与和民主立法理念为妇女参与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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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is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in China

LI Dian-biao LIU Ming
( School of Law，Daqing Normal University，Daqing，Heilongjiang，163712，China)

Abstrac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is a political activity that women as individuals or a group a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aiming at influencing the legislative decision making． To furthet the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in China，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 is to seek its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gender theory，civil rights
guarantee，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slative idea are theoretical basis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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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今年

要“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的方式方法，更加注重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

面的利益，使公民参与立法的过程成为广泛集中民

智、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作为公民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的妇女目前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强调妇

女参与立法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和改进立法工作的

现实需要，而且对于实现妇女的权利保障和自身发

展也意义重大。妇女参与立法，主要是指妇女以个

体或团体( 如妇联) 的方式直接介入立法过程，并以

对立法决策施加影响为目的而实施的一项政治活

动。而要深化对我国妇女参与立法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求妇女参与立法的理论基础。

一、妇女参与立法和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伴随西方国家女权主义运动而产

生，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在 1976 年提出，

这一概念最初是在对生理性别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的，强调一个社会中男女之间应具有平等的地

位。当前，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妇女理论和女权主义

学术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基本观点是: 社会性别是以

社会性的方式构建出来的身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

社会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赋予主体的一种特殊角

色。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性别理论在我

国的引入，大量学者开始将该理论用于分析历史学、
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和行

政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并在学术

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前，社会性别理论

为女权主义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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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新视野。周安平教授认为，社

会性别理论适用于法学研究可以改变传统法学对社

会关系模式的认识，从一个“有性人”的视角去考量

法律，从“行动中的法”的角度去考察性别平等的实

际生活内容，弥补传统法学关于妇女权利研究方法

的不足 和 修 正 传 统 法 学 关 于 阶 级 分 析 方 法 的 缺

陷［1］。
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男女平等问题。受

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男女不平等在我国一些

地区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这一问题也是我国立

法所要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

有不少体现社会性别理论和贯彻男女平等观念的相

关规定，如我国《宪法》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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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我国 1992
年制定并于 2005 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专

门立法的形式对男女平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母婴

保健法》《劳动法》《婚姻法》《刑法》《女职工禁忌劳

动范围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也都贯彻了男女平

等原则。尽管我国在妇女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但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这些法律进行分析，

我们会发现，我国对妇女保护的立法还存在着诸多

问题。莫洪宪教授认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大量立

法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不少法律条文缺

乏救济途径和责任的规定，不具有可诉性; 在有些法

律中，歧视妇女的条款仍然存在［2］。陈敏认为我国

立法中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在于存在显性和隐形性别

歧视、立法缺乏应有的救济途径、立法缺乏性别视角

等问题［3］。
要实现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首先应对我国

相关立法进行修改完善，加强妇女权利保障的制度

建设。如通过构建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制度以消除法

律对女性的间接歧视，“建议我国在立法审议程序

中设立社会性别影响评价机制，作为立法的前置程

序”［4］。除此之外，在立法过程中有意识地提高参

与立法的妇女数量也是十分必要的。而要做到这一

点，除了适当增加立法机关中妇女的数量之外，还要

强化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吸收社会中的广大妇女参

与立法。目前，妇女参与立法作为公民参与立法的

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实践操

作层面其价值都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如 2007 年 11
月 9 日—10 日，学术界在陕西召开了“社会性别主

流化与立法研讨会”，针对妇女立法参与、法律文本

与司法性别检视、妇女立法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推动、
妇女参与能力与策略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与探

讨; 上海市妇联近年来坚持以立法参与为重点，发挥

了立法参与在妇女维权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各种有

效措施完善了立法参与的工作制度和提高立法参与

的采纳率。当然，强调妇女参与立法既要立足现实，

也要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因此，要使妇女参与

立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在立法过程中除了进行舆论

引导外，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通过设置恰当的性别

比例和科学的参与机制以提升妇女参与立法的能力

和积极性。

二、妇女参与立法和公民权利保障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入宪，不仅标志着我

国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迈进了关键一步，而且明确

了公民权利保障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实质意义上的

一致性。尽管理论界对公民权利的界定和分类存在

着理解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民权利是国家

所承诺和维护的权利，其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等诸领域。近年来，关于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在

公法研究方面一般强调的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

包括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政

治文献中的表述也是如此，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和近

几年来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所强调的均是保障公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第 10 条规定: “制定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共政策，对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

妇女联合会的意见。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各级国

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

以看出，在我国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妇女

参与立法和公民权利保障都是分不开的，妇女参与

立法既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手段，也是

切实保障妇女自身权利的需要。
妇女参与立法，所涉及的权利并非是单一的，而

是体系化的复合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 1) 知情权。妇女参与立法首先涉

及到的是知情权，即妇女对立法信息和资料依法享

有知悉或了解的权利。“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

与，要求参与人必须充分获知相关信息，而保密则减

少了公民可获信息的质量，导致参与陷入步履蹒跚

的困境。”［5］( 2) 参与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妇女同男子一样均是国家的主人，均享有依法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这既表

明包括立法在内的国家各项行为妇女都享有依法参

与的权利，也表明妇女参与立法能在吸纳民意、贯彻

民主、集中民智方面大有所为。( 3 ) 表达权。尽管

理论界对立法的实质存在创造论和发现论的分歧，

但不可否认的是立法所表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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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益。可以说，立法过程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

的过程。妇女参与立法可以使利益表达和博弈主体

实现多元性，利于增强立法的平等性、正当性和民主

性。( 4) 监督权。监督权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权利

体系，既包括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权、检举和取得

国家赔偿等权利，也涵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

示威、通信和文艺创作等自由。上述权利和自由均

是妇女在参与立法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这在一定

意义上也是妇女政治权利保障和立法权力监督的有

机统一。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相

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一个整体。没有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能实现; 没有参与权，知情权

和表达权也会大打折扣; 没有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将形同虚设; 没有监督权，知情权和表达权在很大

程度上会失去意义。”［6］因此，要实现妇女参与立法

与公民权利保障的统一性，必须全面保障妇女在参

与立法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并将上述四项权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予以全面和整

体推进。但由于受文化传统、经济地位和政治观念

等因素的制约，要切实保障妇女在立法过程中的上

述诸项权利并非易事。笔者认为保障妇女在立法过

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至少应从

三方面着手: 第一，立法机关树立平等、民主、科学等

立法理念; 第二，我国应逐步建立健全立法公开、立
法听证、立法利益表达和立法监督制度; 第三，逐步

有序扩展妇女参与立法的途径和形式。

三、妇女参与立法和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又称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个体或公民

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国家在政治方面各

项决策的一项政治活动。按照现代民主理论的观

点，政治参与本身是实现公民与政府沟通、制约政府

行为和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一项重要手段。党的十

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明确提

出“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概念，即“加强城乡基层政

权机关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扩大公民有序的政

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党

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

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

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坚持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党和国

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项

重要追求目标。从有序政治参与的范围来看，我们

很容易意识到有序的政治参与自然包含有序的立法

参与，因为立法本身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立法活动本

身就是一项政治活动。正如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

兹尼克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法律舞台是一种特殊的

政治论坛，法律的参与尤其是法律制定的参与具有

了政治的一面，法律多元主义也要求在法律程序内

部增加公众参与制定法律的机会［7］。同时，有序政

治参与和有序立法参与的主体应是全体公民，自然

包括妇女在内。因此，妇女参与立法本身属于政治

参与的组成部分之一。
体现妇女参与立法与有序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最

主要表现在于，在我国立法机关中妇女在人数上占

据着一定的比例。从我国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

女性代表的比例来看，我们会发现妇女在参与立法

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如 1954 年到 2008 年期

间，我国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代表

总数的比例依次是 12%、12． 2%、17． 8%、22． 6%、
21． 2%、21． 2%、21． 3%、21． 0%、21． 8%、20． 2% 和

21． 3%［8］。可以看出，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之后女性人大代表的比例始终维持在人大代表总数

的 20%以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行使立法

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女性代表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妇

女参与立法的能力和影响力。从妇女在参与地方立

法机构的比例来看，尽管地方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但

调查结果显示妇女参与地方立法的比例也比较高。
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2004 年全国 31 个省

市区女性参与立法机构的指数排名情况为: 女性参

与比例最高的是北京，为 11． 0%，最低的是宁夏和

山东，都是 5． 0%，最高值比最低值高出 6 个百分

点。”［9］

当前，强调妇女参与立法的重要指向是立法机

关之外的妇女个体或组织通过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

或意见的形式参与立法。当前，在国家“扩大公民有

序参与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妇女参与立法的意义也

日益显现出来。如《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 》指出:“保障妇女的各项政治权利，提高妇女参

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水平。”“提高全社

会对妇女参与决策和社会事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为妇女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国家立

法中充分体现社会性别意识，规范影响妇女发展的社

会行为。”《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也

指出:“保障妇女有序参与立法。引导和鼓励广大

妇女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发表意见和建议。
拓展妇联组织和其他妇女组织参与立法的途径，广

泛听取其意见和建议。”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当

前妇女参与立法离“有序”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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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制度外参与、非理性参与、被动参与等无序参与立

法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因此，必须对妇女

参与立法进行引导，逐步推进妇女参与立法在依法、
自主、理性、适度等方面的改革进程，尤其是要强调

依托妇联组织进行立法参与和加强立法参与前的调

查研究，从而才能走出无序参与的困境和迈向有序

的立法参与。

四、妇女参与立法和民主立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立法工作中民主观念日

益受到重视，如“民主立法”、“立法民主化”、“立法

坚持人民民主”、“发扬立法民主”等提法相继出现，

但“民主立法”这个词被正式使用于官方文件却是
21 世纪之后的事情。在政治文献中，“民主立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和近几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中屡次被提及。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立法理念，

“民主立法”在我国的使用频率相当之高，这也说明

了民主立法理念在我国立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功

能。虽然目前关于何谓民主立法还没达成一致的观

点，但民主立法首先是作为一种立法理念而存在是

无可质疑的。笔者认为民主立法的概念界定应坚持

三点原则: 第一，民主立法的概念中至少体现民主理

念中的自由价值、权利保障和程序正当三个要素; 第

二，突出民主立法的本质在于是一种立法模式，并且

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理想立法模式; 第三，体现民主立

法是对立法主体的价值引导，也是民众对立法行为

和结果的价值期待，还是判断法律是否体现民意的

评价标准。以此为基础，笔者将民主立法界定为: 民

主立法是以观念的人本性、目的的民意性和价值的

公正性为前提，以内容的人民性、权力制约性和权利

保障性为核心，以主体的广泛性、机关的民意代表性

和过程的公开性为关键的关于立法运行的理想模

式。
民主立法理念从形式上看，至少突出了立法主

体的广泛性、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性和过程的公开

性无不体现出妇女参与立法的必要性。首先，妇女

作为我国法定立法主体———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只

有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才能有效表达这一群体的意见

和建议，并体现立法主体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其次，立法机关成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既包括男性

也包括妇女，他们都是民意的代表，不可或缺其一。
再次，立法过程的公开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包括

妇女在内的公民参与提供的一种手段。而要充分发

挥妇女参与立法在贯彻民主立法理念中的作用，我

国应该从以下几点作出努力。

一是健全妇女参与立法的制度。虽然我国《立

法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妇女参与立法提供了

合法性基础，但上述法律所规定的相关内容却过于

原则化，各项具体制度还有待健全。上海市在健全

妇女参与立法制度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其他地方借

鉴。如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多次与上海妇联进行磋商，健全了以下妇联参与

立法的有效制度: 对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法规，在

出台前和执行过程中听取妇联的意见和建议; 在地

方性法规草案征求意见中，对涉及妇女利益的法规

草案专门上门听取妇联的意见; 邀请妇联参加与妇

女儿童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调研论证，向妇联提供

必要的立法背景材料; 对与妇女利益密切相关的立

法听证会，妇联可以推荐人员参加; 对全国人大下发

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妇女利益的，委托妇联

组织座谈会听取意见［10］。
二是拓宽妇女参与立法的渠道。妇女参与立法

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立法准备到立法程序再到法的

完善各个阶段都需要妇女有序参与。由于我国当前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

杂化，这就必然要求公民参与立法的渠道应当是多

元的。而我国当前妇女参与立法的渠道往往集中在

立法听证会、公开征集意见等传统形式，这不仅使妇

女参与立法的进程步履蹒跚，也与信息时代的发展

不相协调。为此，我国应逐步扩宽妇女参与立法的

途径和形式，充分发挥人大接待日、热线电话、电子

信箱、网上博客等媒介的作用，使妇女的利益诉求表

达渠道得以畅通。
三是提高妇女参与立法的能力。由于受我国男

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妇女参与立法的态度

不甚积极、兴趣较弱，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妇女参与立

法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

公民参与的性别格局，必须改变女性在社会地位上

的边缘 化 和 从 属 性，体 现 女 性 的 主 体 意 识 和 价

值。”［11］这就要求通过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

识、法治意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以激发妇女参与立

法的热情，通过多渠道的实践增加妇女参与立法的

经验，提高其能力，通过公民文化建设增强妇女参与

立法的责任感。
四是明确妇女参与立法的范围。从一般意义上

讲，妇女参与立法的范围不应有所限制，只要允许公

民参与的立法，妇女都有权参与。但从实质意义上

讲，明确妇女参与立法的范围对于提高妇女参与立

法的实效性却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参与范围的确定
( 下转第 62 页)

75



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记录封存工作协调监督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

建议成立由政法委牵头，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

等相关单位领导组成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

评审小组，政法委领导担任组长，负责犯罪记录封存

工作的组织、指导等事项，推动该项工作良性运作、
健康发展。评审小组在法院少年法庭下设办公室，

负责犯罪记录封存的日常工作。少年司法是保护少

年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教育挽救、具有关键价值的

最后一个环节，任何一项有助于增进未成年人福祉、
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法举措，均应当逐渐

成为工作常态。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联合出台规范性

文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封存机制科学规范运

行，从根本上消除因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而引发社会

消极评价，帮助更多的未成年犯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注释:
① 法制日报、苏州日报等主流媒体均对吴中法院未成年人轻罪犯

罪记录封存试点工作做过专题报道。

② 此前的相关研究和规范性文件中，“前科封存”、“犯罪记录消

灭”等不准确、不规范的表述和提法较为常见。比如，2008 年

12 月，中央在新一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中的

提法是:“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③ 比如，《教师法》第 14 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

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消灭该任

职资格的限制必须通过《教师法》的修订来实现。

④ 《德州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实施细则( 试行) 》规定的

适用对象为家在德州市辖区内; 《青岛市李沧区未成年犯罪人

前科封存试行意见》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家住李沧区的未成年

人;《彭州法院关于“前科消灭”制度实施意见( 试行) 》规定适

用于在校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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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保障妇女参与的自主、理性、适度和有序。正

如有学者所言，妇女参与立法的范围目前应分为三

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参与妇女的专门立法，如妇女

权益保护法; 第二个层次是与妇女相关的立法，如婚

姻法; 第 三 个 层 次 是 社 会 主 流 法 的 立 法，如 物 权

法［12］。
五是发展妇女参与立法的组织。当前我国妇女

参与立法还主要表现为个体的参与，即使是群体性

的参与也仅仅是依托妇联这一单一组织。虽然我国

上海、厦门等地的妇联在参与立法方面取得了不少

成绩，但其他妇女组织参与立法的现象还比较少见，

而且其他地区的妇联和妇女组织对参与立法还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个体的、没有组织的、没有粘合

性的群众，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参与。公众参与必须

形成‘有组织的声音’。”［13］因此，我国当前在引导

妇联参与立法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其他妇女组

织，以增强妇女在参与立法过程中的表达能力，提高

妇女参与立法的有序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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