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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价值

———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几点质疑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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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妇女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价值提出了许多质

疑,直接影响了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当代的发展。 只有强有力地回应质

疑,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内涵,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从描述性、解释力和指导性三个方

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价值,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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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指

导思想,引领中国妇女走过了辉煌的历程。 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许多学者

在西方女性主义的框架下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提

出了质疑。 这种质疑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正

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价值,对这些质

疑进行正面的强有力的回应,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促进中

国妇女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

质疑

不可否认西方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

研究模式,扩宽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领域,适
当地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有利于中国妇女解放的

发展。 但有些学者直接以西方女性主义为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提

出了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价值,严重

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一)质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当代中国妇

女问题的指导作用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

其他问题的讨论,妇女问题是薄弱环节。 如英国

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认为:“马克思本人很

少讲过妇女解放,恩格斯在某些地方有过间接论

述,但多数还是在引用他人的观点。 马克思、恩
格斯把妇女问题当成一个边际问题了。” [1] 国内

学者一般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存在,但
有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怀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的现实指导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只讨论了

基本原则和部分内容,没有关于妇女问题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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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当前的妇女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具体

问题,认为面对这些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指导性有限[2] 。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系统性的质疑,还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产生于 19 世纪,讨
论的都是 19 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的妇女问题,而
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变迁,现在的妇女问题与当

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已经

不能再指导今天的妇女发展。 亦有人认为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不仅产生于 19 世纪,而且产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国情与欧洲有很大的差

异,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同于欧洲,这个外来的 100
多年前的理论无法指导今天中国的妇女实践。

(二)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

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解

放中的新问题,一些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

女运动提出了质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否定当代妇女解放速度的合理性。

首先,持该观点的人承认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程

度已很高,但却将程度高的原因单一地归于国家

和党。 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妇

女解放的法律、政策和权利获得都是国家自上而

下执行或动员的,不需要妇女的主动争取,完全

否认她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 其

次,认为只有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妇女自发

地走向社会,自觉地参与公共劳动,才可能实现

自身的解放。 中国的妇女解放既没有工业革命

的基础,也不是完全自发的行为,而是由国家和

政党动员起来的运动。 很明显这种认识是在用

西方女权运动的历史衡量中国妇女解放,西方女

性主义构建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之上,是一场自下

而上、追求性别平等和自由的女权运动。 中国的

妇女解放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都不同于西方,落后的生产力和典型

的国家动员模式,让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

超前了,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另一方面,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妇女

解放的历史完全割裂开。 这种割裂主要表现为

两种,一种是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认为这

一时期的妇女解放是被严重政治化的,没有个体

的解放,所谓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是国家动员妇

女的一种策略[3] 。 另一种是否定改革开放以后

的妇女解放,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妇女政策、妇
女地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

步了。 同时与西方国家相比,认为改革开放前中

国妇女的地位是高于西方的,但改革开放后,中
国妇女的解放程度和地位却落后于西方了[2] 。

二、对质疑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指导思想地位的

确立,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是中国人

民的历史选择,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

的妇女解放理论。 面对当前个别人对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的质疑,我们应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充分认

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价值。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 江泽民在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

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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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这一概念得到了学界的

广泛认可,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基

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研

究的主要问题———妇女的社会地位、作用以及权

利斗争,指出了其应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念

的确定,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非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可以被广泛运用的科

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确实是由马克思和

恩格斯这两个欧洲人创立的,从产生地看,它的

确是外来文化。 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待科

学文化,“科学家有国籍但科学无国界” [5] ,正如

牛顿力学是牛顿发现的,但我们并不会称其为英

国的理论,而是将其作为经典力学范围内的科学

真理广泛学习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亦是

·9·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



如此,我们不能仅从产生地来确定其理论范围,
否则很容易导致戴着有色眼镜看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 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科学

理论,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

理论。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还是西方女性

主义都是各国妇女历史的选择,各国妇女解放理

论的意义,不能以工业革命为标准,应该以各国

的实践为基础,在纵向与横向的对比中确立其发

展的意义。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为指导,领导中国妇女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胜利,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样是伟大的科学的理论。 从理论上

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

义,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
它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劳动,科学地总结

了人类社会家庭模式演变和妇女社会地位变迁

的规律,通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

的未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及妇女真正的全面的解放。 这些规律同样能

解释中国社会妇女的发展。 从实践看,它是被实

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上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确立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

的妇女解放运动,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原则,并将这些基本原则与中

国的现实相结合,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才能取得

成功;一旦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原

则,或不将其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国的妇女解放

运动就会遭受挫折。 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

符合中国实践的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发展着的理论。 对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认识必须是历史的、辩证的,
要认识到它是发展着的理论。 在 200 多年的历

史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产生了许多继承人和发

展人,如德国的倍倍尔、蔡特金,俄国的列宁、斯
大林,还有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因此,他
们的妇女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继承

和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范畴。 因此,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发展着的理论,应该用发展

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

运动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

必须从中国妇女的现实需求出发,充分认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的特点,不能盲目用西方

女性主义的观点来套中国的妇女解放。
负重前行的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的妇女解

放发生于列强侵略中国时期,因此它从来就不是

一个单纯的性别问题。 面对国家的深重灾难,妇
女们从来就不是旁观者,她们积极地投身到革命

事业中,为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或团

体,在提倡妇女解放时都不会将其视作一个孤立

的性别问题。 只有国家独立和解放了,妇女才有

可能解放,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逻辑。 因此

在中国,妇女解放一直肩负着强大的国家使命,
在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追求妇女的解放。

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共同进行。 组织动员

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是天

生的。 国家动员的有效性必须以满足一定群体

的社会需求为前提,绝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单方

面行为。 在妇女动员上,中国共产党能够表现出

强大的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代表广大劳动

妇女的利益,并能将她们的利益与国家、阶级的

使命结合起来。 首先,共产党的政策能够满足广

大劳动妇女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底层妇

女的利益出发,坚持生存第一位,无论是城市的

无产阶级妇女,还是农村的贫困妇女,中国共产

党都将其生存权放在首位。 其次,将性别解放与

阶级解放相结合。 如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通过新《婚姻法》的实施,大力提升妇女的地位、
赋予其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通过婚姻制度的改

变颠覆传统制度,争取妇女对革命的支持,扩大

红军的影响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

产党通过对《婚姻法》的贯彻,在全社会普及“其

与男性都一样” 的平等思想。 通过社会主义运

动,将大量妇女纳入到公共劳动领域,使妇女的

地位在短期内得到极大改善。 社会各行各业涌

现出许多优秀的妇女劳动者,她们成功地撑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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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半边天。 可见,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来就是性别与阶级的

结合,它总是从劳动妇女的根本需求出发,在促

进妇女解放的前提下达到动员妇女的目的。
改革开放前后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

的价值,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妇女解放不恰当地割

裂开,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必须充分认识

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历史的价值,从中国的国情出

发,从历史的当下出发,分析中国与西方妇女解

放的历史差异,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

阶段的关系。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前后“是两个

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 [6] ,对改革开放

前后妇女解放的认识也应该坚持“既相互联系又

有重大区别” 的历史定位。 首先,要认识到改革

开放前后妇女解放运动是联系的。 改革开放以

来的妇女解放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看到改革开

放前的妇女运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

地位,在全社会树立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为改革

开放之后妇女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改
革开放之后的妇女解放是对改革开放之前妇女

解放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认识到改革开放

前后妇女解放的不同。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转折,妇女运动也在这一过

程中从自上而下为主逐步转向上下结合的方式。
改革开放后妇女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

度,虽然在这种自由发展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在妇女发

展中得到妥善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价值

首先,我们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描

述的时代。 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

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

代。” [7]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重要部分亦是如此,我们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所描述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

为妇女解放分为三个阶段:阶级解放阶段、社会

解放阶段、人类解放阶段[8]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标志着我国妇女完成了阶级解放的任务;当
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解放阶段;而人类解放阶段

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契合。 所以,要真正完成妇女

解放的三个阶段,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其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能够解释当代妇女

面临的问题。 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所描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描述的一些

问题依然存在,但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中找到合理解释。 从根源看,私有制依然

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私有制依然处于世界发

展的主导地位,它“借助资本的力量与逻辑冲破

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实现了其全球范围内的普

遍胜利” [9] 。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父权制密切联

系,实现了对妇女的统治与压迫。 从社会分工

看,性别分工依然是社会分工的重要方式。 当代

的妇女性别分工突破了传统社会为妇女限定的

范围———私人领域,但在公共领域的分工中,妇
女所从事的劳动依然是扩大化的家务劳动———
辅助性、服务性和边缘化的社会劳动,很多妇女

只是换了一个领域从事家务劳动。 从意识形态

看,“父权制”依然在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根深蒂

固。 各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构建、“男主外、
女主内”思想的根深蒂固等等,都是父权制在社

会中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建立在对资

本主义妇女分析之上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
私有制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就还有意义。

再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能够指导当代实

践。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特点,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目标不仅是“解释世界”,关键

在“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妇女问题的

认识直到今天还具有指导意义,如马克思认为婚

姻关系不同于契约关系,其实质上是伦理关系,
《婚姻法》应以婚姻中的伦理为基础[10] ,这有利

于指导当前我国《婚姻法》的修改。 在探讨妇女

解放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参与公共劳动作

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同时还提出了妇女参与

公共劳动的实践基础———家务劳动社会化。 强

调妇女解放不是单纯地走出家门,它需要整个社

会的配套支持,对各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很大的

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发展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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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

据社会实际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新方式,毛泽东提

出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极大地促

进了妇女参与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新时代的

中国妇女有着新的特点和目标,习近平针对新时

代妇女的发展,提出要充分发挥妇女的两个独特

作用,进一步推动妇女事业在新时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之

魂” [11] ,只有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

导,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解,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

合,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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