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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基础和纽带，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逻辑

起点，重视家庭和家庭建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不断
变化，家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加，各种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家庭工作是妇联组织的传统阵地和优势领
域，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剖析当前家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妇联组织推进家庭建设的路径和策略，为
推进性别平等和和谐家庭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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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Women’s Federation Promoting
Famil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HO U X iao － qian
（ Social Work Department，Hubei Women Cadres’School，Wuhan Hubei 430070，China）
Abstract： Family is the most basic social organization，the basis and link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and als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It is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family
and family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social lifestyle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constantly
changing，and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families are increasing，and various family problems are emerging． Family work is the
traditional position and advantage field of the Women’s Fed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family construction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actively explores the paths and strategies of the Women’s Federation promoting family construction，and provide rational proposals for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and harmonious famil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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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基础和

体特征。社会性别理论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

纽带，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逻辑起点。“欲治

女性主义运动，以追求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该理

其国者，先齐其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重视家

论强调社会文化对性别关系的深刻影响，揭露了两性关系不

庭和家庭建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社会性别”已成为当前国

的持续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际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理论以女

日益增加，各种家庭问题层出不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

性和女性问题研究为主体，主张两性平等，其基本观点主要

中央从国家治理层面将家庭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习总书记

包括： 第一，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区分开来，否定了生理差

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妇联组织

异决定两性气质差异和性别身份认同的观点。第二，社会文

充分发挥在家庭工作中的传统阵地和优势领域作用，对于构

化因素是产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男女两性在社会化的过程

建性别平等的家庭文化、促进家庭幸福、形成文明社会风尚

中被建构为相互区别、等级鲜明的社会角色。第三，社会性

意义重大。
一、社会性别理论与家庭建设

别的形成和延续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不同的历
史时期、社会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第四，女性

“社会性别”主要指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男女两性之间

问题研究应将女性放置在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利结构

的差异和固化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群

中，
不应将其从社会性别关系中孤立、剥离开来。第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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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基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和社会

展了一系列品牌活动，从最初的“五好家庭”评选，到“五好

对性别平等的认知。

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以及面向未成

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承认两性生物性差异的基础

年人的家庭教育宣讲活动等，对提升家庭道德文明素质、促

上，努力改变社会因素造成的性别歧视，把男女平等协调发

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

展原则推广到一切社会领域，让尊重和关爱妇女成为国家意

作用。近几年来，全国妇联强化顶层设计，弘扬好家风，将培

志、公民素养和社会风尚，为广大妇女赋权，使男女两性平等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生活，依托城乡社区

［1］

地参与社会治理，分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妇女之家”，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是社会性别关系的缩影和微观基
础。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是社会

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通过基层组织层层发动，“最美”
不设标准，把投票权、决定权交给群众，通过系列活动宣传展

性别平等的基础和支撑。其内涵包括： 一是以婚姻为主的两

示好家风，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范

性关系的平等与和谐，双方有平等的人格和尊严，二是男女

围内营造良好的舆论效应。同时，还面向广大家庭开展家庭

两性对家庭责任的共同承担，双方享有平等的责任和义务，

教育支持和指导服务，引导广大父母共同承担家庭教育责

三是利益、资源和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公平分享，四是公共政

任，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新时代妇联组织坚正在定不移地做

［2］

策领域里所涉及的家庭性别平等规范。 从社会性别视角研

好引领、联系和服务广大妇女群众的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家

究家庭问题，核心在于关注家庭建设中的社会性别因素，努

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

力改变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倡导平等和谐的性别关

盼新需求，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女性在家庭建设

系，探寻推进家庭领域性别平等的有效路径。
二、家庭工作是妇联组织的传统阵地和优势领域
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是妇联组织的重要职责。习总书
记从国家战略角度，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深
刻阐释了新形势下加强家庭建设的核心要义，对家庭工作提
出了“三个注重”“四个促进”的总体要求，为我们有针对性
地开展家庭建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三个注重”即“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家庭工作的着力点，“四个
促进”即“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
［3］

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是家庭工作的目标。 当前，我
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格局的深
刻调整等使得家庭面临着多种风险和挑战，家庭领域各种新
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如婚姻家庭稳定性下降，离婚率攀升；
家庭生活中存在道德失范行为； 因社会支持不足导致女性面
临各种困境等等，不一而足。家庭工作正是帮助广大家庭解
决问题、增进福祉、更好地实现家庭功能而进行的工作。主
要通过提供家庭综合服务，宣传倡导孝老爱亲文化及文明家
风等方式，包括志愿者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养老育幼照
顾支持、夫妻、亲子、代际关系协调以及家庭成员个人能力的
培养与支持等，促进家庭关系协调，帮助家庭成员适应社会，
提升家庭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家庭的积极功能及家庭
［4］

功能的正常发挥。

中的独特作用，不断探索新的活动形式和载体，创新家庭服
务模式，优化家庭领域公共服务供给，有效回应家庭建设中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和需求，为广大家庭的正向发展提供支
持。
三 、社会性别视域下妇联组织推进家庭建设的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
大变化，家庭结构、功能、关系等各方面也日益复杂和多元，
妇联组织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积极推进家庭领域的性
别平等。
1． 推进家庭政策体系的完善。代表妇女参与管理国家
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参与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制
定是妇联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的重要体现。妇联组
织应强化家庭制度的顶层设计，着力推进家庭领域政策体系
的完善，积极关注性别平等要素，帮助女性更好的平衡家庭
与工作，为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第一，生
育保障制度方面。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延长女性产假，由政
府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女性产假期间的生活保障。可根据
实际情况增设男性产假或延长男性陪产假，通过强制性立法
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提倡男女共同承担儿童照料义务，通
过家庭共建缓 解 女 性 的 家 庭 压 力。第 二，育 儿 制 度 方 面。

家庭工作是妇联组织的传统阵地和优势领域。《中华全

“全面二胎”政策给母亲增加了沉重的照料负担，照料成本

国妇女联合会章程》指出，妇联组织以联系和服务妇女为根

应由生育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 民族的繁衍、人口

本任务，以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

的再生产应当是社会的责任，要肯定生育的社会价值，推进

发展为基本职能，要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群众自觉听党话、

家庭育儿成本社会化，为照顾儿童提供相应的经济补贴。完

跟党走，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发挥妇女

善公共托幼政策，增强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

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教育引导妇女践行社

力，以用人单位、社区、幼儿园等机构为依托，为家长提供产

［5］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开展文明

前保健、儿童发展的支持与辅导等服务。第三，养老制度方

家庭创建活动，支持服务家庭教育，传承中华民族家庭美德，

面。推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落实，通过多种渠道为老

树立良好家风，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人构建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支持系统，进一步完善社区养

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做好家

老服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等，帮助女性减轻家庭照料

庭工作，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是

负担。

妇联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点。”多年来，妇联

2． 传播性别平等的家庭文化。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提升

组织以广大妇女和家庭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围绕家庭建设开

与传统性别观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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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和资源优势，宣传和推广

富有特色的具有实效性、可操作性强的“妇联组织 + 社会组

性别平等的家庭文化。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个体社

织 + 企业 + ”的家庭建设服务模式，打造妇女儿童公益服务

会化的起点和重要场所，要让性别平等的文化在千千万万个

项目特色品牌。家庭服务项目涵盖了社区家庭综合服务、未

家庭中生根、开花，从基础和根源上突破传统性别文化的刻

来母亲成长、留守妇女家庭服务、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家庭能

板效应，使尊重和关爱妇女成为公民素养和社会风尚，多种

力建设、绿色家庭建设、万家无暴、家长学堂等多项内容，在

形式传播性别平等的家庭文化。第一，借势国 家“互 联 网

全省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示范和辐射效应，并与腾讯公益等组

+ ”战略，与政府相关部门、高校等合作，建立面向公众的多

织平台合作，将“万家无暴”、“留守儿童快乐星期天”、“妈妈

位一体的家庭建设服务网络平台。运用电视、广播、服务热

回家”等一系列特色品牌项目向全社会推广。

线、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抖音等多种媒介传播优良

4． 加强家庭领域性别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家

家教、家风和性别平等文化，为广大家庭提供信息交流互动、

庭领域性别文化研究应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家庭中两性关

家庭政策宣传、在线婚姻家庭相关事项服务，为社会成员搭

系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关系，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家庭发

建多位一体的学习家园。第二，以社区、学校等为依托，开展

展目标基础上的和谐共生关系； 第二，性别平等不是绝对的、

婚姻家庭法律教育宣传，推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将婚姻

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建立在男女生理差异基础上，强调机会、

家庭法律教育纳入婚前教育、家长课堂、干部培训等课程体

过程、结果的实质性平等； 第三，在家庭中，无论是社会劳动

系。与普法宣传相结合，通过组织开展家庭参与的活动，引

还是家务劳动都应当被尊重和承认，呼吁男性回归家庭，共

导和强化夫妻关系、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子女抚育等相关法

同承担家庭教育和家务劳动的责任。第四，强调研究主体男

［4］

律的践行。 第三，持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树立先

女两性的共同参与，融合男性与女性的视角，为推进家庭领

进典型，用“最美家庭”的故事引领更多的家庭积极行动。

域的性别平等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合理化建议。可依托高

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示范效应，宣传普及文明进步家

校、科研院所和智库机构，有效整合家政学、社会学、社会工

庭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将家庭美德和性别平等观念传递到千

作、婚姻家庭咨询、家庭教育指导、法律等领域的智力资源，

家万户，让文明、和谐和进步之风植根于每个家庭。

围绕国家治理、家庭建设、性别平等等主题开展论坛、专项调

3． 创新家庭服务体制建设。根据中央关于群团组织改

查研究等工作，全面系统地了解本地家庭建设的现状、问题

革、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精神，通过项目招聘、购买服务等方

和需求，从社会政策和家庭视角出发，探寻社会资源合理配

式，鼓励和发动社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相关领域专业

置的有效途径，为推进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提出合理化建议，

人才等社会力量为家庭服务提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家庭

为顶层设计下的各项家庭政策的实施提供操作性方案，为政

领域社会服务的力度，面向广大家庭提供婚姻家庭纠纷调

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持，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解、家庭能力建设、家庭教育指导、反家暴维权、留守妇女发

于服务广大妇女和家庭的实践中。

展、社区养老等方面的服务，寓家庭美德于实践，传播于具

综上所述，新时期妇联组织要切实履行引领和联系服务

体、有形的家庭服务之中，切实为广大妇女和家庭排忧解难，

妇女的基本职责，以家庭为抓手，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

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家庭。例如，自 2014 年起，湖北省妇联

中的独特作用，积极推进相关政策体系的完善，不断优化家

以改革创新促进妇联组织转型发展，以妇女儿童和家庭需求

庭领域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家庭领域性别文化的理论研究与

为导向，通过政府购买和企业、基金会以及公众资助等多种

实践探索，为广大妇女群众更好的平衡家庭与工作、平等参

渠道募集项目资金，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面向社会开展

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

“公益木兰”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创投活动，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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