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5 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May．2020

第 3 期 总第 151 期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No．3 Ser．No．151

收稿日期:2020－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法理学研究 70 年回理与评析”(项目编号:19AFX002)

作者简介:李勇，女，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① 特别感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导师组在“法理学前沿理论专题研究”课堂上就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

② 目前，有关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发展的文章有两篇。参见马姝:《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河北法学》

2012 年第 11 期;夏吟兰，周应江:《性别与法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 2013 年 6 月 4 日《光明日报》。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展望①

李 勇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 1995 年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以移译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文献，并在

此基础上展开“性别与法律”研究为标志的兴起阶段; 二是以新时代女权思潮冲击下的快速演进与回顾反思并存

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历经 20 多年的探索，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已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从产生到发展的迈进。

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史，一方面具有证成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存在之可行性和必要性的作用; 另一方

面则指向未来，希冀在正视并解决既有研究所存之不足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女权主义法学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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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催生“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西方

女性主义法学在此背景下得以产生。女性主义

法学家从男性偏见的假设出发，得出了女性主义

法学的基本观点，即“法律的性别为男”［1］。“女

性主义法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国

家权力和法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父权制在法律

中的体现。第二，在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和法律

教育中应当 ( 或不应当) 反映女人和男人的差

异。”［2］
我国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始于联合国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此后，学者开始译

介并系统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进而在此基础

上形成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方法、以“女性与法

律”为核心议题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如今，中

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从产生到发展的迈进。然而，处境的边缘化，加

之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存在与否争议的持续存在，

使得少有学者对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进行系

统的梳理②。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文献的收集

整理，勾勒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脉络，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新

阶段的期望。
一、从译介到著述: 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的兴起( 1995—2012 年)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是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转折点，此次盛会不

仅使我们得以窥见西方女性的独特风采，亦为我

国女性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分析工具。正如马

姝所言:“此次大会让各领域的学者注意到‘社会

性别＇这一西方女性学中的理论工具之于我国女

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社会性别与法学的结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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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了我国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3］

(一)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译介热潮的到来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引入，促使中国某些知

识分子开始性别“意识觉醒”［4］，他们好奇于西方

女性主义法律理论家的理论构建和推理逻辑，进

而思考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之于中国的意义。然

而，女性主义法律理论大厦的构建并非一夜能

成。他们旋即转向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希冀依此

寻找展开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智识来源。
一些密切关注性别与法律的学者( 大多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学者)①开始着手翻译西方女

性主义法学文献。但是，相较之部门法学和主流

法学理论研究在法学研究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作

为外来之物的女性主义法学则处于边缘化的境

地。时下，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的译本总体较

少，且既有译本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女性主义法学

著述的移译。截至 2012 年，与西方女性主义法学

有关的译文主要包含两种。一是直接涉及女性

主义法学理论的文献②。此类文献的翻译旨在介

绍作为一种新兴法学流派或法学思潮的西方女

性主义法学。其中多是运用社会性别来分析女

性之于现行法律中的处境问题，并得出“法律的

性别为男”的女性主义法学基本观点。二是对与

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具体议题有关的著述的翻译。
在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涉

及的议题非常广泛，但国内对此方面文献的翻译

主要集中在性骚扰
［5］、堕胎

［6］、女权诉讼
［7］、女性

法学教育和职业处境
［8］

以及色情
［9］

几方面。
除翻译外，国内学人亦开始基于自身视角分

析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并探索西方女性主义

法学的中国借鉴问题。有别于女性主义法学初

期译者所处领域的多样性，女性主义法学的评述

工作则主要由法律学者完成。其中“包括将西方

女性主义法学置于西方新兴法学流派中作以简

要评述，还包括对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产生的内在

动力、思想渊源，女权主义的法律方法以及主要

研究问题等，所作的专门评述”［3］。具体而言，将

女性主义法学作为新兴法学流派进行评述的有

吕世伦主编的《现代西方法学流派》，朱景文主编

的《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明辉、姜小蕾主编的

《西方法律思想史教程》，等等。此类文献将女性

主义法学作为一种西方新兴法学流派作了详细

的评述。我国目前没有评述西方女性主义法学

的专著，但法学界老前辈沈宗灵
［10］、吕世伦、范继

梅
［11］

等，已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撰写

了女性主义法学的开创性评述文章，稍靠后的学

者也开始更全面和深入地评介西方女性主义法

学。
(二)以“法律与性别”为核心的中国女性主

义法学的兴起

随着译介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对西方女性

主义法学已实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自塑的转变。
2002 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设立了我国首个性别

与法律研究中心③，并撰写了该研究所的首部教

材
［12］。此时的法学研究者掀起了一小股在中国

视域下探讨“法律与性别”的热潮，进而涌现出不

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开拓者。他们或是从自

身出发，体味到作为女人的艰难;或是游学诸国

后，意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示下两性现实

中的不平等;抑或是试图在西方新兴法学思潮的

影响中，寻见中国法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相较于

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浓厚的激进色彩，我国女性主

义法学研究较温和。此阶段，我国女性主义法学

研究存在两个突破口，即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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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的译者熊湘怡，现为新华社记者、编辑，“女生网”的首席顾问;《迈向女性主义

的国家理论》的译者曲广娣，现为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员;《不信任与不和谐》的译者王笑红，任职于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参见［美］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美］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

种女性主义法学》，熊湘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凯瑟琳·巴特勒:《女性主义的法律方法》，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

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美］尼科拉·雷茜:《女权主义者的法律理论》，吴玉章译，载《环球法律评

论》1992 年第 3 期;［美］理查德 A．波斯纳:《法律有性别吗?》，郭义贵译，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6 期;等等。
此外，还有 2008 年成立的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该研究所开设了研究生公选课程“性别、心理与法律”( 现已撤销);2009
年复旦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成立的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研究子议题包括“社会性别与法律”;2006 年厦

门大学妇女 /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立的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2005 年陈苇设立的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

1995 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等等。



进行总体性的性别分析，以及基于性别视角对女

性面临的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家庭暴力、农村妇

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性骚扰等具体议题的探讨。
从总体层面讲，周安平和孙文恺等学者开始

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来探讨法律与性别之

间的关系。从博士论文《性别平等的法律建构》，

到文章《社会性别的法律构建及其批判》《性别平

等的法律进路之批判》《社会性别与法学研究》，

再到专著《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

路》，周安平教授率先扛起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

自主研究的大旗。孙文凯教授亦开始关注“法律

与性别”研究议题，并贡献出了《法律的性别分

析》《女性主义的法律观及其局限性》《法律与女

性社会性别角色之理论问题研究》等极具价值的

著述。此外，还有《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法律》《社

会性别与法律》等研究法律与性别议题的著作。
还应注意的是，李明舜教授的论文《妇女法理论

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完善中的妇女法和发展中

的妇女法》，以及著作《妇女法研究》等，试图构建

的则是一种“妇女法学”。
此外，不少女性法律学者开始基于社会性别

视角，以反对就业性别歧视、反家庭暴力、反性骚

扰、婚姻家庭等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展开学

术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头十年中，以郭慧敏、魏

敏、刘明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女性在劳

动力市场中面临的难题。她们试图从涉及有关

女性劳动权益保障①、就业性别歧视②、女性退休

年龄③、劳动立法和执法中的性别盲视④，以及家

政工人⑤等问题出发，改善中国女性在职场中的

处境。自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以来，婚姻家庭是

谈及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性权利保障历久弥新的

话题，众多女性法律学者加入到了此议题的研究

行列中。薛宁兰强调通过保障女性的婚姻财产⑥

和确立婚姻无效制度⑦来改善中国女性在婚姻家

庭中的处境;夏吟兰亦从女性婚姻财产⑧、社会性

别视角下的婚姻关系及离婚女性权益保障⑨等议

题出发，探讨了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权益保障问题。

家庭暴力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关注的重

要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陈敏

研究员专注研究反家庭暴力，历时 17 年，她终于

撬开了司法制度的缝隙，并在其他女性法律人士

的推动下，使《反家庭暴力法》最终于 2015 年获

得通过
［13］。此外，她还是我国首位系统研究“受

虐妇女综合征”的法律专家，并在《呐喊:中国女

性反家庭暴力报告》等著述中展现了对家庭暴力

和干预措施等问题的深刻认识及独到见解。就

性骚扰而言，自麦金农的性骚扰理论引入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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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见郭慧敏:《女性劳动权益研究:来自陕西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魏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劳动法律制度》，

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魏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劳动法律制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刘明辉:《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险

权利研究》，中国劳动出版社，2005 年版;等等。
参见魏敏:《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社会性别解读》，载《江西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刘明辉:《地方反就业性

别歧视立法的优势》，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歧视问题》，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年第 5 期;等等。
参见刘明辉:《推动男女同龄退休的保障和出路》，载《朝阳法律评论》2009 年第 2 期;《走出退休年龄的误区》，载《中国社会保障》
2010 年第 3 期;《对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的性别检视》，载《妇女研究论丛》2011 年第 5 期;《中国退休年龄制度中的悖论》，载《中华女

子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等等。
参见刘明辉:《论在劳动社会保险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性别盲点》，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在劳动法和社会

保险法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载林嘉主编:《社会法评论》(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等等。
参见郭慧敏:《家政女工的身份与团结权政治———一个家政工会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 年第 6 期;刘明辉:

《家政工获得劳动保障权利的障碍及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等等。
参见薛宁兰:《中国夫妻财产制的社会性别分析———以离婚夫妻财产分割为侧重》，载《妇女研究论丛》2006 年第 S2 期;《中国夫妻

财产制的社会性别分析》，载 2010 年 3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离婚财产权实现中的性别平等》，载 2010 年 3 月 23 日《中国妇

女报》;等等。
参见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 年第 2 期;《如何构建中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

2001 年 2 月 27 日《中国妇女报》;等等。
参见夏吟兰:《对中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家务劳动的价值》，载《法学杂志》2005 年第 2 期;《在国际人权框

架下审视中国离婚财产分割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 年第 1 期;等等。
参见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载《政法论丛》2003 年第 6 期;《离婚妇女权益保障比较法研究》，载《法学杂志》2003 年第 5
期;《离婚衡平机制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论离婚妇女权益的保障》，载《中国妇运》2004 年第 11 期;等等。



来，性骚扰便逐渐成为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此阶段有关此议题的论文

有近 1000 篇，加之薛宁兰、唐灿等学者的引领，我

国有关性骚扰的研究已日趋成熟。曲广娣则在

中国语境下率先提出色情问题
［14］，并指出色情并

非言词而已，而是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压

迫。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

立法的文献
［15］。也有著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

女性各 方 面 的 权 利 保 障 问 题 进 行 了 概 括 性 探

讨①。总之，以法律与性别为核心的理论研究的

兴起，女性劳动权、婚姻家庭权、性骚扰和家庭暴

力等具体议题研究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

法学研究的兴起。
二、从演进到反思: 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的发展( 2012—2019 年)

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冲击及中国妇女

运动的推动，女权意识正在中国迅速发展。2012
年是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不平凡的一年:2 月，最大

胆的女性团体“麦子家”在广州发起“占领男厕

所”运动;4 月，中山大学研究生郑楚然向世界

500 强企业的 CEO 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解决招

聘时歧视女性的问题;8 月，北京部分女性剃光头

发，抗议国内大学中的招生性别歧视现象……故

2012 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主义元年”［19］93－93。
女权行动者的努力，一方面促使学者关注对女性

的歧视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

究提供了新议题。于此情形下，中国女性主义法

学研究开始了自主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新

阶段。
(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逐步向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

相较上阶段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主要集

中于少数机构、专业领域和法律学者，此阶段的

研究则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态势。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涉足女性主义法学领域，为中国女性

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就研究

主体而言，部门法研究者开始投身到女性主义法

学研究中来。他们所处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学

科专业上说，除以前参与女性法学研究的法学理

论、民商法、刑法专业的研究者之外，近年来，国

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

学等专业领域，也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和从事

女性法学研究”［17］。从地域上看，上阶段的女性

主义法学研究集中在十余所高校，此阶段的研究

者则分属全国近六十所高校。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有关女性主义法学

的研究成果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在研究议

题上也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许多新兴议题开始

出现。例如，独身女性生育权②、女性主义视角下

的代孕问题③、地方立法性别评估④、家务劳动的

货币价值⑤、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⑥等。总

之，“近十年的女性法学研究涵盖了政治、劳动、
人身、财产和婚姻家庭权利等各方面，几乎延伸

到了所有部门法领域，研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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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明舜:《妇女权利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薛宁兰:《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王菊芬:《妇女权利保障与妇女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袁秀锦:《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等等。
参见汤擎:《单身女姓生育权与代际平等———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 30 条第 2 款的非合理性》，载《法学》2002 年第 12
期;刘志刚:《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合法性———兼与汤擎同志商榷》，载《法学杂志》2003 年第 2 期;曹玉娟、张文霞:《独身女性无伴侣

生育的社会困境———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问题探究》，载《科学与社会》2014 年第 3 期;等等。
参见吕群蓉:《“母亲”之法律再构建———以代孕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10 年第 6 期;张融:《女性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代孕规则检

讨》，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等等。
参见薛宁兰:《以良法保善治 以平等促发展———构建新时代的法律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1 期;周

应江、李明舜、蒋永萍:《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张再生、曲瑶:《公共政策性

别评估机制构建路径研究》，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等等。
参见赵婧:《家务劳动价值的法律承认与保护》，载《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5 期;陈颖:《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实践反思

与制度调试》，载《人民司法》2015 年第 21 期;赫英淇、张先昌:《从案例看我国〈婚姻法〉对性别平等的保障———以家务劳动问题为

着眼点》，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等等。
参见林建军:《从性别和家庭视角看“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 年第 4 期;杨菊华:《“单独两孩”
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及应对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 年第 4 期;荣振华:《妇女法律权益对二孩政策影响之检视与制

度回应》，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等等。



富”［17］。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此阶段

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亦有了新突破。一方

面，女性主义法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学的

研究视角。于此视角下，研究者开始运用包括提

出女性问题、实际推论、性别意识觉醒、社会性别

分析在内的女性主义法学的特有研究方法展开

研究。特别是对有关女性权益保障的法律、法

规、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已成为我国女性主

义法学研究的常见方法。另一方面，研究者专业

领域的广泛性也为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带来了其

他学科的视角，法学相关交叉学科的方法亦被引

入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

开始展开对女性主义法学理论流派的精细化研

究。邱昭继教授较早关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

学，其在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领军者辛西

娅·格兰特·鲍曼教授的帮助和指引下开始了

此议题的研究。近两年中，他不仅发表了《女性

主义法学的马克思主义之维》一文
［18］，亦在其任

执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 第 2 卷)

中设置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专题①，且正着

手出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文集》。当然，除

对自由女性主义法学、激进女性主义法学、文化女

性主义法学等传统女性主义法学流派的研究外，有

关后 现 代 女 性 主 义 法 学
［19］、生 态 女 性 主 义 法

学
［20］、家族女性主义法学

［21］
的研究亦开始出现。

(二)国内外研究平台的搭建助推中国女性

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

随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开

始逐步突破各自为政的状态，以寻求构建一种研

究的新平台。就教学平台的设置而言，如，苏州

大学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中设置了“性别与法律”
方向;厦门大学获批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博士点，

下设“性别与法学”研究方向;西北政法大学为法

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在西方法理学课程下开设了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专题。从国内学术会议层面

上讲，2018 年 5 月，中国法学会首次以“法律和性

别”为主题，举办了“法律与女性发展圆桌论坛”;

2019 年 9 月，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在第一届“法

律与女性发展圆桌论坛”的基础上，举办了“新时

代妇女与法律的发展、挑战与应对研讨会”。在

新近成立的研究中心方面，例如，2019 年 4 月，南

通大学、南通市妇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

南通性别平等研究所
［22］;2015 年，山东女子学院

成立了“性别与法律”校级科研团队
［23］。还应当

关注的是，《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等妇女 /性别学期刊，均设

置了与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栏目(见表 1)。

表 1 2012 至 2019 年(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国内主要女性杂志刊载女性主义法学文章的情况

刊物名 栏目名
年份(数量 /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妇女研究论丛》 法律与政策研究 23 23 22 9 17 12 27 8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女性与法律 23 21 18 18 18 20 20 18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女性与法律研究 11 9 11 14 14 5 12 7

《中国妇运》 案与法 31 24 17 22 34 17 26 13

资料来源: 根据《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中国妇运》等女性杂志官网和中国知

网数据整理而成。

此外，我国也有学者试图展开同西方女性主

义法学家之间的对话。2013 年 4 月，鲍曼教授受

邱昭继教授之邀到西北政法大学作了关于美国

女性主义法学的学术报告，本次学术交流中“双

方的良好合作使她萌生了在中国某地邀请美国

与亚洲学者举办女性主义法学理论会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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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专题刊有三篇文章:［美］辛西娅·格兰特·鲍曼:《在 21 世纪复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邱昭继、李勇译;［美］黛博拉·
L．罗德:《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林芳译;邱昭继:《通过法律实现妇女解放———基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学的分析》。参见李其瑞主

编:《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2018 年卷总第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年版。



因此，“美国和亚洲国家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研讨

会———跨太平洋的对话”最终于 2015 年 5 月在

上海召开”［16］前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

和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由复旦大学法学

院和康奈尔法学院共同资助，来自美、日、韩等国

家和地区的近三十位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专家出

席了会议。此乃中美沟通协作共同促进女性主

义法学发展的成功例子。得益于“美国和亚洲国

家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研讨会”的召开，历时三年

的斟酌打磨后，《女性主义法学:美国和亚洲跨太

平洋对话》一书得以出版，该书收录了五位中国

学者的文章①。时至今日，沟通和交流正在推进，

在各国致力于女性解放的法律学者的共同努力

下，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有可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

的新突破。
(三)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的不足

发现问题乃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女权主义

法学研究发展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当

下研究者之间呈现出的各自为政的状态，进而指

出要整合、统一并迈向作为独立法学学科的中国

女性主义法学，这无疑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的重大进步。社会性别理论指引下的中国女性

主义法学研究已有二十余年，当下，学者开始基

于不同视角反思这段学术史。审视结果固然会

因为所在学科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他们基

本形成了共识，即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在法学研究

和法学学科设置中被双重边缘化。具体而言，中

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存在法学认识论层面研究

不足、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边缘化、研究者尚未形

成统一的研究立场以及研究队伍小且学科背景

单一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掣肘着中国女性主义

法学研究的发展
［3］。

事实上，自沈宗灵发表第一篇介绍西方女性

主义法学的论文以来，不少学者也发表了有关女

性主义法学的著述，但这些著术偏重于对西方女

性主义法学的评介。尽管我国婚姻法学者对许

多女性主义法学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此种

研究侧重于对法律制度的评价和建议，较少涉及

女性主义法学理论问题。社会学界亦有不少学

者研究女权主义，但他们的研究对法律问题的关

注不够。这便导致了国内女性主义法学远不及

分析法学、法社会学、自然法学甚或是法经济学

的影响力
［24］。就概念的使用而言，“女权主义法

学”“女性法学”“妇女权益保障法学”“妇女法

学”等概念虽然已被使用，但研究者并未对这些

概念及其社会背景、学理基础等问题进行深入的

揭示和梳理，更没有形成通行的系统化理论和知

识体系
［25］。

从学科设置的角度上讲，正是系统理论和知

识体系的缺位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很难成

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因此，“未来中国

女性法学研究应继续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学

科专业间的理论交换与整合”［17］。与此同时，也

需要促使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学科聚焦中国女性

问题、加强对中国性别平等经验的总结、明晰社

会性别分析方法，并通过加强人才培养来壮大女

性法学的研究队伍，以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学科

的设置奠定基础。在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队伍

上，於兴中教授身处旁观者之位尖锐地指出，“尽

管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女性主义意识持续增长，

法律女性主义或曰女性主义法学却进步甚微。
很少有法学学者有兴趣参与到女性主义法学的

研究 中 来。几 乎 没 有 人 被 称 为 女 性 主 义 法 学

家”［16］93－94。於兴中教授的判断固然可能因视角

不同而存在偏差，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队伍弱

小却是事实。
可见，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的关注点虽

有差异，但历经二十余年的研究后，他们开始意

识到女性主义法学在法学研究中处境的边缘化

以及既有学科设置对女性主义法学的排斥，进而

提出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新发展的期望。
三、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发展

1949 年以来，我国在否认歧视和压迫女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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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包括，陈昭如:《麦金农的宰制理论》;於兴中:《女性主义法学在中国:现状与前景》;杨晓畅:《家庭劳动分工、妇女地位与女性

主体性》;邱昭继:《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与妇女解放》;杜仪方:《中国生育立法制度与实践之演变》。参见［美］辛西娅·格兰特·
鲍曼、於兴中主编:《女性主义法学:美国和亚洲跨越太平洋对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



法律的基础上颁布了坚持两性平等的新法律;改

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了较完善的保护

女性权益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法律体系。然而，法

律的完善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繁荣。即便 1995 年

以后我国开始引介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著述，并逐

步形成学术自觉，但中国并未形成独立的法学流

派或学科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法学，这才是问题的

关键所在。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历史，旨

在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发展。就可

能的路径而言，大体可包含如下三方面:

(一)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和女权行动者之

间应形成平等的沟通和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女权

运动和女性主义法学之间存在辩证的螺旋发展

关系
［26］。在美国，女性为改变与女性权利有关的

法律而发起了女权运动。女权运动不仅促进了

女性的意识觉醒，也为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提供了

新素材，包含凯瑟琳·麦金农在内的许多女性主

义法学家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反观我国，清末

伊始，中国女性便踏上了漫长且艰难的解放之

路。辛亥革命至今，我国至少有过六次女权运

动①。然而，当女权运动风起云涌时，中国女性主

义法学仍了无起色，缘由之一在于女权行动派和

研究者间存在的某种博弈。特别是今天，研究者

多讳言“女权”，亦为“明哲保身”而与女权行动者

保持距离。特别是在“中华田园女权”被极度丑

化，“女权婊”“女权癌”“女权纳粹”等污名化语

词不胫而走的今天，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更是闭

口不言。事实上，实现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和女

权行动者之间的“破冰”或许能为迈向中国女性

主义法学的研究打开新的突破口。
具体可从如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女性主义

法学研究者可采用座谈和访谈等方式，认真听取

女权行动者的意见，以发现研究的突破口和新问

题，或直接参与到女权主义实践活动中;抑或是

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发声，以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指引中国女权运动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二

是，中国女权行动者应主动调整心态，破除同女

性主义法学研究者之间的隔阂，树立与女性主义

法学研究者合作的观念。同时，女权行动者应认

真阅读与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理论著述，并学习

掌握“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争取在中国女性主

义法律理论的指引下，有针对性、有策略地开展

活动。三是，官方和社会各界应为女权行动者和

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提供沟通和互动的平台。
平台的构建可由妇联牵头，各合作高校联合开

展。例如，全国和各地方妇联对此两类主体设定

专门的座谈机制、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定期邀请

女权行动者中的杰出者作报告、妇联和高校联合

召开包含此两类主体的学术会议等。
(二)国家法治应实现从专注“丈夫之仁”到

兼顾“妇人之仁”的转型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大多被贴上

了贬化的标签，有关女性的文化亦如此。事实

上，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许多积极方面，其中之一

即是对关系的强调，这又集中体现在“妇人之仁”
概念中。然而，此种强调关系的“妇人之仁”历来

被贬损和压抑，进而成为了懦弱的代名词。相

反，从王朝的更替，到平民百姓的生活起居，中国

历史无一不是由“丈夫之仁”写成。作为被历来

忽视的仁爱类型，“妇人之仁”关注的是生命的成

长，而非权力和领土的扩张;其以情绪、爱和热情

为注解，并珍视养育、教诲和规劝。然而，“几乎

所有文明的官方历史都是服从和支配的历史，权

力与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的历史，疆域分合的历

史”［16］98－99，都与“妇人之仁”相去甚远。事实上，

“妇人之仁”在历史上受到贬损应归因于中国文

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崇拜。
西方女权主义者在两波女权主义浪潮的冲

击下，开始挑战男权至上的法律制度和思想观

念，波伏娃和弗里丹等女性先驱率先道出了女性

的奥秘，并揭开了男性崇拜的面纱。反观我国，

虽然有过几次妇女运动，但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

人多是男性。在男性把持和官方主导下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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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箴一先生将中国妇女运动划分为辛亥革命以前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运动、北伐时期的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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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东北师范大学 2017 年博士论文。此外，还包括以“女权五杰”为代表所展开的新时代女权运动。



运动即便关注女性权利问题，亦不免带有浓厚的

家长主义色彩。如今，此种状况已在发生改变。

挑战男权统治固然是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大步，但

问题的关键并非迫使男性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强

调“丈夫之仁”和“妇人之仁”的融合。自由主义

女性主义主张“男女平等”，强调男女的相似性，

以实现法律的同等对待
［27］。但无论如何回避，女

性皆不同于男性。关系女性主义法学采纳“道德

相对论”［28］，试图构建的正是“妇人之仁”意义上

的美好社会生活图景，即注重爱与关怀，推崇仁

慈、怜悯、同情心
［29］，并强调热爱和平、反对暴力。

自学者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伊始，此种陌

生的资本主义理论便备受质疑。如何将西方女

性主义法学引进并改造，以融入中国文化，是中

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面临的棘手难题。“妇人

之仁”兴许能担此重任。当下，不仅要实现对被

贬化甚或污名化的“妇人之仁”的“拨乱反正”，更

要加以褒奖并使之复兴，以平衡国家法治整体中

的性别差异。无疑，国之强盛不能没有男性之阳

刚抑或必要的“暴力”，但民之幸福亦不可缺少

“妇人之仁”倡导的关爱、自然与和谐。于此，若

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法学，要同等

重视“丈夫之仁”和“妇人之仁”，以使国家法治实

践和法学理论研究从关注权力、抗争转移到对生

命的滋养以及人性的成长;从制度安排转移到对

才智的陪护上来。融合“妇人之仁”的中国女性

主义法学或许能够清除男性主宰法治的弊端，从

而赋予女性的道德声音以同等的分量，亦可能扩

大法学研究的内容范畴，进而形成一种聚焦边缘

群体并有审美旨趣的法学理论。
(三)凝聚共识是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

究发展的前提

当下，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已取得了较大

进展。问题在于，就基本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

法及研究立场等方面，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当

下，各自为政、互不了解甚或立场对立，是中国女

性主义法学研究者的现状。这导致的后果是学

术交流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

达成共识是展开平等对话和争鸣的前提。但因

女性主义法学在我国不受重视，加之研究者各自

为政的状态，导致了凝聚学术共识备加困难。凝

聚共识尽管艰难，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也

要负重前行，首当其冲的便是明确概念。虽然本

文采用的是“女性主义法学”一说，但研究者使用

的概念可谓五花八门，包括“女权主义法学”［30］

“妇女法学”［31］“女性法学”［17］“妇女权益保障法

学”［32］“女性法哲学”［33］
等。各概念所用语词虽

有不同，但实质内容却并无太大差异。全国妇联

妇女研究所可与中国法学会合作举办研讨会，邀

请持不同主张的代表性学者共同商讨，以求达成

概念共识。各大女性期刊杂志有关女性主义法

学栏目的编辑亦可召开内部联席会议，商讨并推

动实现论文发表中的术语统一。此外，中国女性

主义法学研究者还应树立凝聚共识的学术自觉。

若言及明确概念是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

的前提，那么科学设定研究范畴则是使其成为独

立法学学科的关键。就研究范畴的分类而言，本

文认同马姝的做法，即将研究范畴划分为认识论

层面的研究和法律事实层面的研究两部分
［3］。

一方面，应当强化我国女性主义法学认识论层面

的研究。相较之法律事实层面已有的经验，如何

在认识论层面作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贡献，是

研究者面临的时代拷问。我们何以关注西方文

化女性主义主张的关怀和同情，却无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妇人之仁”? 何以相信激进女性主义

扬言的女权颠覆，而置“和谐”“中庸”等中国文化

的宝贵遗产于不顾? 事实上，确立中国版本的女

性主义法学无疑要回到中国。另一方面，需要整

合法律事实层面的研究。相较于认识论层面研

究的匮乏，具体实践层面的研究已有了较多的成

果。时下，要推动中国女权主义法学研究迈向发

展新阶段，则需要整合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并按照学

科门类或问题划分，确立事实层面的研究范畴。

凝聚共识还需从教育层面着手，各相关高校

可设立与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课程，并编写女性

主义法学的统编教材。具有博士或者硕士点的

高校可在法学理论等专业下设置“女性主义法

学”研究方向，统一培养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后

备力量。此外，“扩大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学术

对话与交流，消除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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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隔膜，运用跨学科的思路和方法”［17］
亦是凝聚

共识的重要方面。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应

主动担负起凝聚学术共识和形成学术共同体的

重任，以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成为独立的法学

学科，并实现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从边缘到中心的

迈进。
四、结语

自中国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以来，被冠之

以“女性主义”之名的法学理论研究无奈被置于

不被接受甚或是被贬损的尴尬境地。有鉴于此，

女性 主 义 法 学 研 究 者 面 临 之 最 棘 手 的 难 题

是———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女性主义法学? 此待决

问题的存在致使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走进了“死胡

同”，不少研究者曾在学术生涯的某个阶段涉足过

女性主义法学，但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中的

大多数选择了退离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阵地。
事实上，导致女性主义法学处境边缘化的原

因大体包含三方面:一是受本质主义的影响，将

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视作某种具有本质属性的理

论，一切与之不相符的内容均不属于女性主义法

学。简言之，无论语境和内容如何，但凡提到女

性主义法学便会被贴上西化的标签。二是女性

主义法学概念的异化，潜移默化中，原本中性的

女性主义法学被带有价值判断的“女性主义法

学”所取代。三是女性主义法学概念下之“名”与

“实”的混淆。由于作为舶来品的女性主义法学

被异化，与之同受贬损的则是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的内容，即名称的贬化导致了内容的贬化。
就此而言，有关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梳理具

有重要意义，其表明无论名称如何，中国存在女

性主义法学议题的探讨和研究，故女性主义法学

概念的“祛魅”尤为重要。当我们为附着“激进”
“后现代”和各种被污名化的女性主义法学概念

正名时，不难发现，即便我国女性主义法学在理

论层面稍有欠缺，但在反就业性别歧视、反家暴、
反性骚扰等议题上已形成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

理论研究成果，而这些恰恰属于女性主义法学实

践层面的研究。因此，历史和现实已证明中国存

在女性主义法学，这构成了推动迈向中国女性主

义法学研究新阶段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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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is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Feminist
Jurisprudence Ｒesearch in China

LI Y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Chong 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Since 1995，the study of Chinese feminist jurisprudence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one is the ris-
ing stage of translating the wester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literature，and on this basis launching China＇s“gen-
der and law”research; the other is the development stage characterized by the rapid evolution and retrospec-
tive reflec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new era of feminism．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loration，the re-
search of Chinese feminist jurisprudence has basically made the breakthrough from scratch．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eminist jurisprudence research，on the one hand，has the effect of demonstrating the feasi-
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feminist jurisprudence，and on the other，with regards to the
future，will hopefully push Chinese feminist jurisprudence 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facing
up to and improving the weaknesses of existing research．
Key words:feminist jurisprudence; gender; gender discrimination; women＇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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