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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学发展迫切要求建构

中国特色女性学理论

女性学学科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女权主义运

动过程和女性主义思潮发展而不断建立的。作为一

个新兴独立学科，它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

国，主要是要人们准确认识在机器大生产下女性的异

化现象，希冀对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和不平

等的社会地位作理论的探讨和分析，并且女性学和

美国的黑人学、少数民族学是同时产生的，强烈的问

题意识和对弱势族群的关注是其学科重要的特点。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学兴起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1982 年，邓伟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妇女问

题杂议》，首次使用“妇女学”的概念。 [1] 1984 年和

1986 年全国妇联召开了两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
有学者对妇女学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始关注

并进行研讨，如女性学的学科筹建问题、女性就业

问题、生育价值问题，等等。[2] 1984 年中华女子学院

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妇女运动史、妇女心

理学等课程。1987 年 5 月，我国高校的第一个妇女

研究机构在郑州大学成立，定名为“妇女学研究中

心”。此后，许多高校妇女研究组织或机构相继成

立，一批有代表性的妇女理论或女性学著作、论文

相继问世。1990 年，北京市妇联举办了“妇女研究理

论信息交流会”，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妇女理论研究

十年（1981—1990）》[3]，拉开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

女性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的帷幕。1995 年，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性学界成为明显而

重要的受益者。各种信息、视角、概念、理论、方法，

在东西方之间交流、碰撞、融合，给中国研究者以学

习、借鉴、吸收和研讨的好机会。1998 年 6 月，北京

大学召开了“20 世纪女性研究与发展”国际学术研

讨会，女性学基本理论建设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
会上，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女性学学科建

设课题组”的代表作了《试论女性学研究的对象及

其范围》的主旨发言，对女性学的界定、研究对象及

其范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引起广泛关注。[4]163-173 同

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将女性学作为三级学科纳

入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5] 403，北京大学在社会学系建

立了第一个女性学方向硕士点，并招收了第一批女

性学研究生。至此，女性学在国家设立的学科中获

得一席之地。1999 年 8 月，中华女子学院组织召开

了“中国妇女学学科与课程建设研讨会”，与会者对

女性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进行了理论梳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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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全国妇联举办“中国妇女年理论研讨会”,
特设立“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专题。会上,有学者提

出“中国妇女学应体现三个特征：女性特征、本土特

征和跨学科特征”，判断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标准是

“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 [6] 21

2001—2010 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规定，将在高

校开设女性学课程作为重要目标。为此，女性学已

正式地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成为高等院校以及社

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一个正式的教学和研究领域。
2004 年 10 月，我国首届女性学本科班在中华女子

学院正式开课。[7]

毋庸置疑，近二十年来，中国高校女性学研究

在新的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下，取得了很大进展，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社会各界女性学研究的理

论视野更加开阔，理论创造的自觉性增强，研究方

法趋于多样，理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有所更新，产

生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著述，涌现出一批有一定影响

的学者。但也不可否认，高校女性学研究，乃至中国

女性学研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女性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概念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理论内涵的理解

和术语的使用还不够规范，女性学研究方法还不够

严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目标导向千差万别。我们

在充盈而杂乱、深厚而沉重的中国妇女理论遗产和

西方女性主义面前，女性学研究缺乏超越和原创的

功力。面临众多西方女权主义思潮，我们更多地表

现为对这些思想的解读、引证、评价，而对于中国社

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复杂的女性生存与发展的

困惑，又缺乏提炼、提升、概括到理论高度的能力，

因而，整个女性学研究显得被动消极。究其实质，是

缺乏系统又比较彻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

缺乏自己的理论建构。因此，如何对本国现实生活

中女性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如

何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构建中国女性学学

科与理论体系，是摆在女性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与中国特色女性学理论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自上个世

纪初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影响传入中国，也是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框架内不断进行突破和

发展的。面对今天女性学出现的理论困惑，我们首

先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女性学研究中，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应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

呢？即研究女性的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什

么关系呢？从上个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

用和发展，到 80 年代后期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在中

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实践中，在与各种西方女性

理论思潮的交流碰撞和学术争鸣中，目前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女性学学科

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我们认为，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

设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居于独特的地

位，它既是重要的指导原则，又是重要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女性学理论具有共通性。

主要表现在两者在研究对象、妇女解放条件、研究

目的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于妇女问

题的系统专著和文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通过

马克思、恩格斯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

家族》《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近百篇论文和几十封

信件反映出来。江泽民在 1990 年发表《全党全社会

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讲话，对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的地位和主要内容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马克思主义的妇女

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

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

问题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这种妇女观，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8] 讲话概述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妇女

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它必将被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代替。第二，妇女解放

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必须

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

现。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

决条件。第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

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达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任务十

分艰巨。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

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

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法律规范

和道德风尚。” [8] 由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研究

目的是一致的。女性学诞生之初，其理论就关注社

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探讨消除机器大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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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女性“异化”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被压

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发展，它寻求的是全

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的解

放问题当然在它的视野之内。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

男女平等是社会平等的一部分，女性学与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在女性获得解放途径上认识是一致的。女

性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它一经产生就与

女权主义运动相联系，虽然各个女权主义流派所用

的行动方式不尽一致，但是都认同女性参与社会劳

动是女性实现解放的重要途径；而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针对资本主主义社会广泛存在的阶级统治和剥

削现象，提出实现妇女的解放的条件是妇女参加社

会劳动。“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
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

夫的时候，才有可能。”[9] 158 再者，女性学理论研究所

运用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内含的研

究方法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史观、阶级

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越来越被

西方众多的女权主义流派所认同。“个人实际是属

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0] 60“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

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0] 66“一个阶级是

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

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0] 115 西方著名思想家福柯

在他的《知识权力访谈录和其他作品录》中曾明确

指出：“写历史而不使用与马克思直接或间接相关

的一整套概念，不把自己置于被马克思所定义和描

述的思想层面，这在当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历

史唯物主义史观越来越彰显其理论的生命力。
另外，中国女性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这种

内在联系有其现实依据。在中国，女性学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土壤上生长是客观的事实。应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察女性问题而形成的

妇女解放理论中的许多论断，经受了中国乃至世界

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实践的检验。20 世纪初，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成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

产党人认识妇女问题和指导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
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始终

与民族民主革命同步前行，使占世界妇女总数近四

分之一的中国妇女的命运得到改变，从“四条绳

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下挣脱出来。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女性成为与男性一样不可或

缺的社会劳动者，而今男女平等已成为基本国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女性群体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某些分化，但就总体而言，劳动妇女的解放与

发展仍然是我国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研究关注的

重心。中国女性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它只能以

为全世界劳动群众解放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

根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予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

理论研究“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更高远的思

维起点”。[11] 8 因此，创建中国特色的女性学就“必须始

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

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12]

三、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

合理扬弃西方女权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

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 406 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和

实际情况，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女权主义

理论的观点来解决问题。
女性学的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是女性学理论基础性理论之一，它关于妇女解放

的观点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

女权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同时也为其他学派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它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经

济是基础的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仍发挥着重要

作用。女权主义的许多理论正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正如著名的女权

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说：“我们应当提出女权问

题，但要试图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为了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妇女发

展实践的指导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

各种经济社会背景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

比较早期的妇女理论也在与时俱进。早期的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对妇女地位的决

定作用，对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估计不足。在妇女

受压迫的根源分析上，认为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

强调妇女的经济地位。另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看

到了物质生产劳动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人口再生

产劳动的决定作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发展

的进程中，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社

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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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考察了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妇女的论

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发展理论作出的贡献，

提出“女性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14] 24，注

重了父权社会对女性塑造的作用。1966 年米歇尔

(Juliet Mitchell)发表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提出

妇女的从属地位体现在包括生产、生育（再生产）、
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四种结构中。1969 年，加拿

大女权主义理论家本斯通 (M.Benston)《妇女的政治

经济学》和莫顿(P.Morton)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妇

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出发，提出无偿的家务劳动

构成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1975 年，G·卢宾在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对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进行了审视，在借鉴三大理

论的基础上，提出性 / 性别制度不是隶属于经济制

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动作

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1976 年，海迪·哈特曼分

析了妇女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压迫现象，敏锐

地发现了性别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性别分工的作

用。另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如，

帕特·阿姆斯壮 （Paat Armastrong）、胡·阿姆斯壮

（Hugh Armstrong）、齐勒·爱森斯坦、安·弗格森、琼·
凯利和艾里斯·扬都试图在经济论与意识形态之间

找到结果。[15] 17-49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

主义对应发展的社会现实，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着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不是封闭、凝固的。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

期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更加强烈地要求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在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合理思想基

础上不断创新。

四、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女性学理论发展

女性学的发展对理论建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指导思想有其理论基础和

现实依据，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不断推

进，中国的妇女学理论亟待发展和创新。在坚持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重视中国社会的本土实

践，明确女性学的学科定位，建构一个统一的承认

差异基础上的平等理论，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女性学理论须不断推进本土化进程

我们要采取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态度,

使外来的理论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女性学的一个

思想资源。当然,对域外女性理论文化的吸收,我们

要通过自己的理论眼光和理论思维来进行过滤和

选择,既不能全盘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也不能脱离

中国的国情进行推演和运用，而要取其所需,用其所

长。注重差异和多元是当今时代的特征。西方女权

主义理论以社会性别作为基本分析范畴和考察视

角，强调不可忽视的其他分析范畴，比如，阶层、民
族、地域、年龄、教育、生理因素。当西方女性学理论

被引进中国关注妇女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时，也必须

注意差异性和多元性。例如，中国的民族矛盾与美

国种族矛盾的差异性，中国的移民文化与加拿大移

民文化的差异性，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进程，城乡文

化、民族融合与交往的历史、封建文化的影响、男权

思想沉淀。彭珮云同志在提及中国妇女研究的主要

任务时，指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的建议，陈至立同志也提出“要加强中国

妇女学基本理论建设”的倡导，倡议“西学东用”，进

行本土化建设。所以中国女性学建设必须处理好西

方的女权主义思想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女权思想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的任务，要

充分重视和加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本土化问题。
（二）女性学学科须有准确的学科定位

围绕着女性学的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国内外

学术界一直见仁见智。应该承认，女性学的基本概

念、具体内涵、应用前景及其新形态的展示，还远未

被发掘出来，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还摆在我们面

前。但是准确的学科定位和合乎逻辑又合乎实际的

理论框架系统是学术界必须回答的问题。独立的学

科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科
学的理论体系。这是女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的依据。女性学理论体系自身相对的自足性、独立

性与有机性，是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大立足点。
经过中国学者多年的探索实践，在女性学的研

究对象上已达成共识，即女性学研究对象是“女

性”，并且有特殊的研究对象而使女性学具有与其

他学科相对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女性学是从“人”
切入,以男性作参照,对女性聚焦,从而解答女性的本

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的学科。女性学的最

高层次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无论女性的本质特

征,还是她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态势,都是随着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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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变的, 女性存在状态和发展的一

般规律只能放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

中去发现和揭示。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方法始终贯彻女性学研究进程，这是女性学根本

的指导原则。而在具体的学科研究中，女性学已经

逐步形成跨学科的或者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这种研究方法强调问题原因的分析，重视主观

经验的探究，特别关注社会关系和研究对象的互动

关系，并致力于政策建构对女性整体的利益的影

响，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实践性和行动主义特征。
（三）女性学应努力建设新型男女伙伴关系的

和谐社会

女性学旨在把性别研究的视角引入既有知识

领域，对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认

识与再认识，从而为女性解放与发展，乃至人类的

解放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现代女性学的理论要对

信息技术强化两性的角色分工、进一步弱化女性地

位进行批判，女性学也要以性别的视角对以男性为

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并在实践中

加以变革，当然，还要对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根源

进行更深刻的揭露。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理

论建构和发展并不造成社会的颠覆，形成一个女性

主义中心的社会，这种批判和揭露的任务也并不是

造成两性在现代社会的对立并引发你死我活的战

争和对立。女性学重视女性个体的声音，并通过理

论的发展以多样化的视角看待社会和社会生活本

身，这种视角的提供旨在建构一个男女伙伴关系和

男女平等的社会，“痛苦的女性”与“不幸的男性”是
同一根性别文化链条捆绑的奴隶，女性的解放与发

展和男性的解放与发展是同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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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 View on Women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I Hongme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national policies on gender equality,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women’s stud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come into the spotlight. The issue currently being faced is how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women’s stud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defining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 and women’s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needs to support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 absorb the relevant ideas from other theoretical branches, especially western Marxism

feminism and socialism feminism,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oretical women’s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n women; women’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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