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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性别理论解读
农村女童失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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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些年来 ,虽然农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 ,在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村 ,女童失学问题日益严

重 ,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只有把科学的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农村教育中去 ,平衡当前农村的男女社会关系 ,

才能使农村教育平等化和均衡化。

〔关键词〕　农村教育 ;女童 ;社会性别理论

〔中图分类号〕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6838(2007) 02 - 0065 - 04

Analysis on the Problem of Rural Girls’s Losing Education by Social Gend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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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 the rural education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 But at present , the rural girls

are still dropped out of school in some poor rural areas. And this problem is worse and worse. Only does bring the Social

Gender consciousness into the rural education , and balance the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 can the rural

education be equaled and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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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农村教育是“三农”问题中人们较为关注

的问题。“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要切实解决“三

农”问题 ,最根本的是要实现科教兴农 ,把农业的发

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的素质上来。

农村教育质量的高低 ,不仅关系到“三农”的发展 ,

而且还关系到国家建设全面和谐小康社会战略目

标的实现。因此 ,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尤其是重

视农村中女童教育的发展。

然而目前 ,农村女童失学、辍学的现象却仍然

存在。它不仅严重阻碍女童的成长与发展 ,亦成为

妇女发展与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难点。要彻底

解决农村女童失学问题 ,就要弄清该问题产生的原

因 ,从而从源头上遏止。

一、社会性别理论

农村女童失学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由于政

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等因素的影响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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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女童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差异对待以及所遭

遇的社会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思想中。要从

社会性别角度去分析农村女童失学的深层次原因 ,

首先要清晰地了解社会性别理论。

19 世纪 70 年代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

自主意识的觉醒 ,“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并

被广泛运用到分析社会男女关系平等的问题当中

来。在众多女权主义学者的研究和探索下 ,社会性

别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成为了一整套理论体

系。社会性别理论在肯定生理学上男女两性之间

的差别这一基础上 ,着重强调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

本因素是社会性别差异的存在 ,并进一步揭示出男

性中心主义是男女不平等以及女性受歧视的根本

所在。社会性别理论不仅是性别政治学反抗男性

中心主义和男权帝国的重要理论基础 ,而且是女性

主义理论得以发展壮大的普遍有效阐释框架和分

析范畴[1 ] 。

社会性别理论的关键词便是“社会性别”一词。

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对于我们把握这一

新兴理论以及作为分析工具来分析现实社会生活

中出现的各种社会性问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性别是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

解 ,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

特征和行为特征。”[2 ]因此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 :“社

会性别是归于人类组织性活动的一种制度性范畴 ,

如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样 ,人类

本身也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制度。具体而言 ,各种社

会体制以及社会习俗把人类纳入规范好的‘男性’

或是‘女性’的行为活动中去。它往往把社会性别

看作是社会权力关系 ,体现的是一种关于男女的社

会地位及差异的制度性问题。而不仅仅是‘男性’

或‘女性’的个人问题。”[3 ] 也就是说 ,造成男女之间

差异的原因不在于男女的自然属性即他们自身的

生理特征的差异 ,而主要在于人类长期的社会活动

中形成并深深植根于人们思想中的落后社会文化

和习俗。在长期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

社会习俗中 ,男性总是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政策偏

好、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并且 ,男性更多地得到

社会的重视和尊重等等 ,这一切都加深了男女之间

的差距 ,最终导致如今的社会性别歧视性和社会不

平等性。

二、社会性别理论 ———农村女童失学原因的分

析工具

对当今农村女童失学的症结 ,社会性别理论可

以通过三种分析途径来进行论证 ,即社会性别角色

的分析、社会性别利益需求分析以及政策分析。

1.从社会性别角色的分析来讲 ,在社会中 ,男

人一般承担有报酬的生产和社会政治活动的角色。

而妇女承担的照顾家庭和抚养子女的责任是自愿

性的而且是无报酬的。在这种传统的社会性别角

色定位之下 ,妇女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当今

竞争愈发激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大多数企业为了

自身的利益 ,通常在选择劳动力时 ,倾向雇佣男性。

因为女性劳动力供给有间断性的特点 ,使得雇佣单

位往往要承受额外的费用 ,所以 ,企业不愿意雇佣

女工。妇女选择工作的机会远远小于男性 ,对雇主

压低报酬她们也只有接受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也

被置于二等劳动力的地位。因此 ,在家庭经济收入

有限的贫困农村家庭中 ,很难同时供给多个孩子上

学时 ,家长往往要考虑投入 ———效益分析 ,即有限

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牺牲女孩保全男孩是

普遍的选择。这种性别角色模式不仅造成了用人

机制上的不公平 ,而且还影响到对男孩、女孩教育

投资上的差别。农村女童在家庭教育投资中被忽

视 ,在争取受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处于劣势。

上述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不仅造成社会、企业

和男人对妇女的社会偏见及性别歧视 ,而且在很大

程度上也使妇女本身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依附感

等不良心理。这些成为了束缚农村妇女发展的精

神枷锁 ,而且还麻痹着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女童

们 ,特别是出生在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女童 ,她们会

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主要表现在自身主体意

识不强 ,容易放弃上学的机会或受教育的权利 ,自

卑心理严重 ,缺乏上学的信心和竞争的勇气。这样

一来 ,农村女童便会更容易失学、辍学。

2.社会性别理论是在承认男女生理的自然差

异下 ,强调他们的社会气质和特征 ,即社会关系和

社会文化对性别差异的影响。众所周知 ,我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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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历史 ,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深

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虽然新中国成立以

来 ,通过种种措施来消除封建思想的毒瘤 ,但是目

前在一些农村地区 ,还存在着封建主义色彩的社会

文化。再者 ,社会文化是通过社会化过程来塑造性

别角色的 ,而社会化是一个人学习参与社会 ,从而

成为与社会文化规范相适应的社会成员的过程[4 ] 。

因此 ,社会文化对于社会性别结构和社会性别关系

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二千多年来的以儒学思想为

主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无论是在哪个社会活

动领域 ,都会带有“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如

男女参政比例 ,制定的公共政策 ,就业时的性别歧

视等等。甚至对待儿童的教育上也存在着性别角

色的差异。如人们通常教育男孩子们要独立 ,坚

强 ,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 ,要出人头地 ;而

教育女孩子则是要温柔、贤惠、顺从和善持家务。

因此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的定位也就

决定了女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的单一性。

著名妇女发展专家卡罗琳·摩赛在分析女性的

利益需求时曾指出 :妇女所承担的角色和她们的从

属地位决定了她们有着不一样的利益需求。具体

来讲主要分为两种社会性别利益需求 :第一种是实

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 ,就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性别

分工下不同的社会性别的生存利益需要。生存利

益需要只是单纯满足女性的基本层次的生存需要 ,

并没有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第二种

是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 ,指的是为了改变女性

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状态 ,而产

生的更高层次的生活利益需要 ,诸如消除社会歧

视 ,就业平等以及提高参政程度等。

通过上述对社会性别利益需求的论述 ,我们可

以推断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

决定了女性的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大大超过

了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因为妇女在传统的

社会文化和习俗中 ,只被要求担任相夫教子的责

任 ,即女性最重要的是结婚 ,成家 ,生孩子。要有温

柔、服从的品行 ,做丈夫的好妻子和孩子的好母亲。

这样以来 ,其利益需求的实现要完全依赖丈夫的经

济来源。经济上毫不独立 ,完全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也就无法改变。所以 ,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被

纯粹化了 ,即只需生存得以实现就好。而战略性社

会性别利益需要在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里

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 ,从社会性别利益需求

来看 ,实用性利益需求的满足就不要求女性获得过

多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具体而言 ,实用性社会性别

利益需求主要是妇女生存层次上的利益得以满足 ,

妇女的生活彻底地依靠于男人的收入 ,她们担任的

是养儿育女、照顾家庭的责任 ,而这一切都不需要

有过多的知识和文化。这种家庭角色的定位 ,使人

们排斥女孩读书深造 ,获得知识。然而 ,在现代知

识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 ,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获

得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接受更多的教育

意味着为跻身更高的社会层次创造了重要条件。

而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

要而被大大剥夺了。对妇女教育期望值的低下也

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不愿意拿出钱来供女童念书。

综上所述 ,由社会性别理论派生出来的社会性

别关系和制度造成了一个因果循环 :由于性别分

工、男婚女嫁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重男轻女 ,重男

轻女的教育投资 ,使得女孩在享有教育资源方面显

然不如男孩 ,结果是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于男

性。[5 ] (P27)
这也是导致女童失学问题的主要因素。

3.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的第三个途径是政策

分析。具体来讲 ,这里的政策分析是在社会性别范

畴下 ,政策中存在的性别公平缺失分析。现今教育

政策中的性别歧视的存在和性别公平的缺失也是

导致农村女童失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德森曾提

出“公共政策是利用国家公共权力来解决社会的公

共问题。”而涉及教育方面的公共政策更是如此。

它是国家和政府为实现社会公众教育目标所做的

整体规划和指导 ,通过国家公共权力来满足社会公

众的受教育权益。同时 ,教育是一种属于社会大众

的公共资源。尤其是义务教育 ,这是现代教育中每

位儿童都有权利去接受的基本教育 ,是国家有义务

为所有的儿童提供的相同的教育资源。因此 ,教育

和教育政策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更要具有

普遍性和公平性。国家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要以保

护社会弱势群体为目标 ,依靠公共权力来保证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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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施。但是 ,从目前来看 ,教育政策还存在着诸

多不平等和性别差异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

(1)制定的教育政策存在着价值取向偏差。通

常来说 ,在公共决策中 ,男性所掌握的主导权和决

策权所占的比重往往比女性大许多 ,因此 ,制定的

政策中往往会体现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教育政

策中亦然。可能会产生性别指向 ,即一方受益 ,而

另一方遭遇歧视。进一步来讲 ,教育政策针对男女

性别做出对入学、升学以及学科和专业设置的规

制 ,从而使教育权利因为性别而受到限制和损

害[5 ] (P33) 。例如 ,在有关普及基础教育的政策规定

中就出现了男女性别偏差。

(2)公共教育政策存在的失范问题也导致了女

童失学。由于教育从私领域转移到公领域中来 ,国

家的教育决策对教育资源的配置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所以 ,国家的宏观方针也会对教育的发展产

生影响。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宏观价值取向

下 ,教育强调的是升学率、规模和质量。这直接导

致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把好的资源集中到一、

两所学校 ,使得偏远地区的学校更加稀少。所以 ,

偏远地区的农村儿童又会出现上学难的问题 ,特别

是对女童的不利影响尤为明显。在教育资源稀少

且教育负担加重的情况下 ,农村家庭往往是选择男

童接受教育 ,这样以来 ,女童的失学率就会增加。

综上所述 ,社会性别理论为解读农村女童失学

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它纠正了社会传统的

男女不平等的观念 ,使人们走出了“女性天生不如

男性”的误区 ,即男女不平等不是男女之间的自然

属性和生理差异决定的 ,而是长期的传统社会文化

和习俗造成的。这就打破了社会对女性进行性别

歧视的借口。所以 ,社会性别理论是深刻认识社会

性别关系、社会性别歧视、分析性别盲点的有效工

具。我们应把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纳入到社会的

各个领域中去 ,使男女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科学化 ,

社会性别关系和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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