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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付红梅

(湖南女子大学 　基础部 ,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 社会性别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重大理论建树 ,于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

所关注并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建构和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

实践推进 ,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发展和男女关系的根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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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

次浪潮中 ,是作为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在两性关系

上的“自然主义态度”提出的 ,在肯定男女两性的生

物学差异的基础上 ,强调指出社会性别差异是造成

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上男

女不平等和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社会文化根源

———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制。社会性别理论不仅

是性别政治学反抗男权和帝国话语的重要理论基

础 ,而且是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得以出场的思想航母

和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分析范畴。[1 ]转型中的中

国社会为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

野”和多层的社会图景 ,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

究也出现了蓬勃生机 ,产生于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

于上世纪 90 年代也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

注并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一、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 1993 年在

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天津师范大学

妇女研究中心第一次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共

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

会”。在会上 ,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 ,

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和兴趣。可以说 ,以这次理论研

讨会为契机 ,中国的女性研究者开始积极地学习和

了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是社会

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 ,在这次会议上 ,

“社会性别意识 ( Gender Consciousness)”概念正式为

中国人所接受。另外 ,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

诺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会议通过的重要文

献《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可以说更促进了社会

性别理论广为传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了

中国女性研究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探索。在此之

后 ,“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 ,研

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意识”为视角的研究模式

吸引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目光。[2 ]西方大量的社会

性别理论文章和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研究女性

问题的理论作品 ,如 :安·欧克利的《性、性别与社

会》、卡罗琳·摩塞的《女性与住房政策 :走向性别意

识》和《性别计划与发展 ———理论、实践与培训》、琼

·斯科特的《社会性别 :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

畴》以及《社会性别研究选译》《西方女性主义研究

评价》《女性主义社会学介绍》等被翻译到中国 ,《中

国妇女报》等许多报纸杂志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

充分的宣传 ,1997 年南京“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中

央党校“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研讨会等各个

级别的女性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理论

作了研究和探讨 ,特别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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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一时期 ,可以用“拿来

主义”概括中国女性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态

度 ,几乎都是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和探

讨社会性别的内容 ,即便是第一本《中国社会性别

敏感教材》,基本上挪用了国外现成的社会性别教

材的框架辅之以中国的案例编写而成。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并应用到中国国土时 ,在

实践操作层面上肯定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

题 ,即“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

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所在

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等重新审

视外来理论 ,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

实践中 ,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

外来理论。[3 ]

目前 ,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

在着比较大的分歧 ,主要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大

多数学者认为 ,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

的核心 ,社会性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性别视角 ,并

且在我们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 ,增加了一种思考

的角度 ,多了一个武器。因此 ,应大力提倡宣传和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 ,以这个新的分析范畴为中心来

重新建构我国的女性研究。他们认为 ,要认识一种

不平等现象 ,必须审查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一

方”———研究男性对于研究社会性别 ,就如同研究

统治阶级对于阶级分析一样至关重要。因此 ,要扩

大社会性别的研究 ,使其包括对男性、性文化和性

行为的研究 ,以便认清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

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

作用而形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西方的社会性

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在中

国 ,妇女研究也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概念 ,与西方社

会性别研究同步。因此 ,要从国情出发 ,看到我国

的现实需要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这时如果单

纯强调社会性别 ,就会削弱女性主义 ,会把时间、努

力和资源消耗在不是妇女主要关注的问题上。所

以 ,在我国 ,“妇女研究”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继续

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 ,而把社会性别分析

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 ,甚至把种族、阶级、

社会性别概念化成社会组织和人类相互作用的基

本原则运用于现实中 ,不要盲目追随西方提倡的社

会性别理论。还有少数学者认为 ,社会性别理论在

西方已经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 ,尤其是后

现代女性主义对它的否定 ,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局限

性 ,所以我国学术界不能引入社会性别理论 ,而应

该以本国理论和现实为基础 ,建构自己的理论体

系。[4 ]虽然学者对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

看法 ,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

识 :第一 ,虽然西方社会性别的内涵在中国与在西

方不一样 ,但是将社会性别看作一种制度、一种社

会关系的认识却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我们可以用这

样的认识来考察我们的社会性别状况 ,在对我们自

己社会性别状况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中 ,丰富社会

性别理论。第二 ,性别视角是深刻观察性别歧视、

增强性别敏感的钥匙 ,是其他视角所不能取代的 ;

性别分析是增强性别观念、提高性别敏感的前提。

第三 ,不同的社会发展政策对男女发展带来不同的

影响 ,以往的发展政策有可能以社会发展代替妇女

发展目标 ,因此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各项发展

决策的主流 ,以缩小两性间不平等的差距 ,促进男

女平等。

社会性别理论自 1997 年以后在中国得到了真

正的发展。在这个阶段 ,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

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 ,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们

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 ,以社会性别

作为新的理论分析依据 ,反省历史上研究的失误之

处 ,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 ,研究社

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 ,分

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

动关系 ,由此推动了女性理论研究的深入 ,许多研

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转向了多维。[2 ]也就是

说 ,女性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女性自

身 ,而且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 ,关注

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 ,如 :阶级、阶

层、民族、代际、社区等。王政在《社会性别理论在

史学界的运用 ———从发现妇女的历史到妇女与社

会性别史》中深刻指出了以往的历史叙述遮蔽了什

么 ? 造成遮蔽淹没的机制是什么 ? 是什么特定政

治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造成了这种遮蔽 ? 史学家

本身的社会 (性别) 立场意味着什么样的局限 ? 界

定历史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等一系列问题 ,并探讨

和揭示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变动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关系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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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构和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变迁与

主体身份的形成。杜芳琴女士的《中国妇女史学科

建设的理论思考》引进社会性别范畴 ,从妇女切入、

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建构

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

建立了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理论框架 ,同时开启了中

国内地系统化社会性别研究的思路 :中国古代形成

的社会性别制度到近代发生了哪些变化 ? 在当代

是否存在 ? 性别关系在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有哪

些特点 ? 这些特点和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与其他的

社会关系、结构、制度是怎样的互动关系 ? 对于男

女两性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 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性

别关系中如何塑造自己的性别角色 ? 这些问题研

究在妇女研究领域得到了深入开展 ,使中国的女性

研究具有了较深的根基 ,女性研究者逐渐关注社会

性别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

的实践 ,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即

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近几年在社会性别与妇

女发展的操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项目

研究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为打工

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安徽霍山中荷扶贫

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内蒙古赤峰扶贫

与妇女发展项目、陕西丹凤妇女发展项目、四川中

加妇女教育网络等 ,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

研究思路 ,将帮助女性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

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如“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

和服务”项目在第一期时 ,重点是探讨女打工群体

的状况与发展 ,并涉及其对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影响。1997 年该项目进入第二期时对打工妹群

体的培训 ,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等则

成为项目的侧重点。[2 ]为了总结社会性别与发展在

中国的项目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 ,妇女研究者和各

级妇联自 2000 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次“社会性

别与发展在中国”的专题研讨会 ,有力地推动了社

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

近年来 ,我国女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从无

到有 ,取得了较大进展 ,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但仍然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 ,社会性别的

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社会性别与

其他范畴的关系层面上 ,缺乏系统性 ,没有建构出

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 ,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更多

的借助于国外的理论与经验 ,把社会性别作为方法

来分析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问题仍没有得到充

分运用 ,使社会性别理论缺乏现实说服力量。第

三 ,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 ,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

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 ;加上以社会

性别的视角 ( Gender Perspective Sorfeminist Perspec2
tives)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 ,现有

与妇女议题有关的论著中 ,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

词汇概念和想当然、似是而非的论调往往披着学术

的外衣在学术界、大众传媒以及校园课堂里普遍地

散播流传。

　　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即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

决策主流。1995 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

了北京宣言 ,宣言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全球

性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战略。在《行动纲领》中明确

提出社会性别意识应当贯穿在整个社会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各国政府应该推行一种

积极醒目的政策 ,把性别意识纳入所在政策和方案

的主流 ,并实施有效的监测 ,不断修正、完善社会政

策。会议敦促各国政府要加强性别分析和性别规

划 ,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的规划政策

协调起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是国际

社会正在兴起的思潮 ,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所关注

的领域。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

模式的重要主题 ,并纳入了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

体系和国际社会发展规划 ,正在对各国性别平等政

策及平等机制的建立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纳入许多

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立法之中 ,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

展程度的依据之一。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 ,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妇

女研究者不仅开始了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 ,而且逐

渐着力于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培训和推动社会性别

意识纳入社会主流的工作 ,如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

庭研究会的社会性别培训小组、北京的社会性别与

发展协作小组等 ,组织了以妇女研究者或社会性别

研究项目参与者为主要对象 (部分地吸收了政府部

门的决策者、妇联和男性的参与) ,以性别意识、性

别分析、性别敏感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参与式培训 ,

以增强这些群体的社会性别意识 ,提高社会性别觉

悟。[5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开展了“发展中

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联合课题研究 ,并试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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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国妇女学 ,以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纳入高等教育

和学术主流。同时 ,全国妇联和其他各级妇联也开

始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并利用媒体向

社会广泛宣传社会性别意识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

别意识被纳入各级政府决策主流的进程 ,进一步促

进了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和实施。根

据联合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战略 ,世界银行于

2000 年组织多位专家编写并出版了政策研究报告

《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 Engendering Devel2
opment) ,同时出版了该报告的摘要。为促进性别

主流化在中国的发展 ,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

行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合作 ,把该书的摘要翻译成中文 ,并于 2001 年在北

京联合召开了《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摘

要)中文版首发式暨研讨会。100 余位与会代表就

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问题

和如何在政府部门促进社会性别意识问题进行了

热烈的研讨。这次会议邀请了有关政府部门 ,如国

家计生委、外经贸部、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国务院扶贫办、卫生部、教育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

的代表和十几家新闻媒体参加 ,这对“将社会性别

纳入决策主流”及扩大社会性别的影响力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2001 —2010 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就明确指出 :要增强全社会的性别意识 ,逐步消

除对女性的偏见、歧视以及贬抑女性的社会观念 ,

为女性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将性别意识贯穿

于政策执行评估的全过程 ;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

修改 ,为女性参与经济流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应当成为今后我们各级政府推进社会和谐与持续

发展的新举措。

　　四、结语

在我国 ,妇女理论研究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

性别意识被纳入决策主流的进程。但是 ,性别意识

既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也不能取代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因为社会性别理论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释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因

此 ,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 ,批判

地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社会性别理论 ,分析我国的

具体国情 ,注意将现实批判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充

实和丰富“男女平等”的基本内容 ,促进“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落实 ,以推动妇女的全面发展和男女

关系的根本改善 ,真正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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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nder Theory in China
FU Hongmei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04 , China)

Abstract : The gender theory is a grea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western women doctrines. Since the 1990s , it has

been gradually concerned by Chinese women researchers and spread and developed extens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localization and the moving forward of its main trend in practice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om2
en and the basic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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