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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稿件·

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是否反映了事实的性别构建?

———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证据

吴 帆，刘立光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摘 要: 从测量的角度看，性别平等具有规范、经验和观念这三种意义上的理解。然而，基于不同理解的测量

所反映的国家或地区的性别平等状况并不完全一致。深入探讨这些不一致的表征及其原因，对于准确识别性别

不平等，减少性别差距，促进歧视性文化、制度和行为的根本改变至关重要。研究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构建

了性别观念平等指数( GPEI) ，对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观念进行探讨，并与性别不平等指数( GII) 展开比较，结

果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观念与客观事实这两个层次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同差距，但性别观念平等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客观事实的性别平等，这意味着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不同领域实际性别不平等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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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性别界定了个人的生理角色和社会角色，规

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性别角色期待。本质上，

性别是一种社会结构，它概括了特定社会认为适

合男女两性的角色、行为、活动和属性
［1］，也构成

了观察和解释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的一个基本

视角。因此，试图回答“性别平等是什么”是一项

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性别平等的概念非常复

杂，它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社会的

文化、历史、制度变迁和日常生活都是理解性别

平等内涵与外延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学界和

决策者对于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性别( 不) 平等

程度的探索与争论从未停止。一方面，针对衡量

性别平等的指标研究和实践不断得以发展，目前

不仅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些国

际评价指数，也有学者和政府基于本土情境开发

了更具针对性的评价指数。总体上，目前已有的

指数多为基于结果导向对客观事实的测量，旨在

反映男女两性在健康、经济、教育等不同领域的

性别差距;另一方面，学界对不同层面性别( 不)

平等的测量展开了比较和讨论，试图从中探索出

更具科学性和代表性的指标。虽然相关研究并

不丰富，但却为我们理解和了解不同层面的性别

平等测量之间的联系、差别及其原因，为进一步

提升衡量性别平等的科学程度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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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映性别平等概念的基本方面，性别观

念既是个人对性别角色、性别关系的基本理解和

认识，同时性别观念也源于复杂的历史、地缘政

治和社会文化，属于一个社会共享的描述性规

范。客观事实层面的性别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

性别观念及其形成的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决定的。

因此，从理论上，一个性别观念越平等的社会，在

客观事实层面的性别平等程度就应该越高。目

前大多数性别( 不) 平等评价指数主要是衡量两

性在健康、经济、教育、政治参与等基本领域的性

别差距，属于客观事实层面的测量。研究以世界

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第 6 期数据为

基础构建了性别观念平等指数 (Gender Percep-
tion Equality Index，GPEI)，对 60 个国家和地区性

别观念的平等程度进行了探讨，并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 对这 60 个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性

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 展开

了比较分析。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是，对一个社

会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的测量是否与基于客观事

实平等的性别评价指数的判断相符合? 换言之，

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是否反映或塑造了不同社

会或国家在客观事实层面的性别构建?

二、性别平等的三种理解: 规范意义、经验意

义和观念意义

如果从测量的角度出发，对性别平等大致有

三种理解，分别为规范意义上的平等、经验意义

上的平等和观念意义上的平等。了解这三种测

量的理论假设和具体表征，对于探索不同理解框

架下性别平等测量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

重要的。

第一种是规范意义上的平等。这种理解将

性别平等界定为一种客观事实平等，主要通过男

女两性在社会生活参与中的性别差距来反映。

现有的性别(不) 平等的国际衡量指数( 标) 主要

测量的是规范意义上的平等状况，虽然这些指数

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操作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

主要是通过衡量男女两性在健康、教育、经济、劳
动力、政治参与等一些基本权利的赋权状况，以

及男女两性的现实差距来反映性别( 不) 平等的

表现。而且，在这些衡量指数中，大多数都是结

果导向的，强调结果的性别不平等，通过判断男

女两性在平均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参

与率、议会席位等不同方面存在差距的客观事实

来反映性别( 不) 平等。这些国际评价指数主要

包括 UNDP 发布的性别发展指数(Gender Devel-
opment Index，GDI)、性别赋权指数 (Gender Em-
powerment Measure，GEM) 和 性 别 不 平 等 指 数

(GII)，世 界 经 济 论 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经济合作组织(OECD) 公布的

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ocial Institution and Gen-
der Index，SIGI)，以及欧盟(EU) 构建的欧盟性别

平等指数(Gender Equality Index，GEI) 等。由于

规范意义上的性别平等测量能够实现跨文化、跨
区域的比较，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数据可得性

好，可操作性强，因此国际评价指数多为规范意

义层次的测量。而且基于这些国际评价指数的

数据显示，近几十年在经济、政治代表、教育和健

康等领域中性别不平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在

持续下降
［2］;但另一方面，这些国际评价指数也

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认为它们既缺乏针对性，无

法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真正的性别平等情况
［3］，

也缺乏真实性，因为性别不平等虽然会以工资差

别、就业差别、教育差别等形式存在，但性别平等

的许多重要方面难以用规范意义上的汇总数据

来衡量。

第二种是经验意义上的平等。规范意义上

的性别平等测量受到了质疑，因为人们更多会对

个体能够感知的性别不平等作出反应，而不是对

宏观整体数据的结果不平等作出反应。如，个体

并不一定能够准确了解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

距，但却会对自己在求职及职业发展过程中所经

历的性别偏见或歧视有深刻的感受。经验意义

上的平等测量以个体为评价单位，将性别平等视

为一种基于个人体验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

受不仅会受到健康、经济、政治等基本权利领域

性别平等状况的塑造，更是由个人直接参与社会

事务是否受到性别歧视的经历所决定。换言之，

基于个体经验的性别平等主观评价和基于客观

事实的性别平等状况之间并非总是一致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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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国际组织定期发布反映性别差距的客观事实

数据，但针对两性平等主观看法的数据却并不

多，而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性别(不) 平等状况

的主观评价对于了解真实的性别平等状况是至

关重要的。一项针对会计师的调查显示，女性调

查对象虽表述并未遇到职业发展的制度障碍，但

男女两性被调查者都认为在会计行业，女性是通

过适应男性的职业价值观和规范来取得职业成

功的
［4］。从就业制度的赋权来看，女性和男性享

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经验，

结论却并不一致。一项针对西班牙科研机构人

员的调查表明，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比男性感觉

到更大程度的性别不平等
［5］。因此，经验意义上

的平等是一种基于个体经历对是否受到平等对

待的主观感受。整体上，在全球范围内对性别平

等主观感受的调查不多，其中较为著名的一项调

查是盖洛普国际协会(Gallup International Associ-
ation)的调查。这项调查自 2000 年以来几乎每

年进行一次跨国调查，其中针对性别平等测量的

题目是:“你是否同意在你的国家妇女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权利这一判断?”［6］
这个调查的出发点

并非旨在反映基本权利领域的赋权状况及性别

差距，而是希望了解基于人们的体验对所处国家

性别平等程度的主观评价。

第三种是观念意义上的平等。既区别于结

果导向的事实平等，也不同于个体的主观感受，

性别观念属于认知层面的概念，是人们对性别及

其特性、性别关系、性别角色的认识、理解和信

念，反映了男女两性如何定义自己，以及如何定

义自己被他人对待的方式。性别平等观念是指

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们，认为男女两性在

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

同的价值、能力和发展机会。在性别平等的概念

框架中，性别平等观念是更为基础性的要素。一

项研究表明，对男女两性的陈规定型的观念和假

设影响着人们日常的人际交往，并进而影响了工

作、工 资、权 威 和 家 庭 责 任 等 方 面 的 性 别 不 平

等
［7］。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具有平等观念的父亲

比传统父亲表现出对养育孩子更高的参与度
［8］。

一项针对瑞典的研究也证明，即使在性别平等程

度很高的瑞典，明确的性别平等观念也是无酬工

作(家务劳动)领域男女平等分工的先决条件，具

有平等性别观念的男性每周比其他男性多花 1

个小时做家务
［9］。社会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不断

建构和重构着人们的性别观念，但一个社会的民

众和决策者所具有的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最终

决定了社会秩序、文化场景和制度安排中的性别

平等程度。性别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由性别观念所延伸的对性别关系的定位和性

别角色的期待，不仅对个体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

响，对整个社会的性别文化构建的影响也是根本

性的。世界价值观调 查
［10］

和 人 口 与 健 康 调 查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11］
都对全球范

围内的性别观念平等程度展开了调查，世界价值

观调查就家庭、就业、教育、政治、职业发展等领

域中的性别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人口与

健康调查通过对丈夫殴打妻子的不同情境的判

断的设定，如用“如果与妻子争吵，殴打妻子是正

当的”等来反映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1990—
201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三次调查都问及受

访者对传统两性社会分工的看法，即“男人应该

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而“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也是 2000 年和 2010 年中国社会妇

女地位调查问卷的一个重要题项，这些都属于性

别平等在观念意义上的测量。

基于上述三类理解框架下的不同测量层次

间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比较规

范意义和经验意义上的测量结果是否一致，即性

别平等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之间是否存在差别。

学者通过对 2005 年 UNDP 发布的 GII 数据与

2006 年盖洛普国际协会调查的主观感受数据的

比较，发现规范意义的平等程度与女性的主观评

价并不一致。如 GII 数据显示那些性别更不平等

国家中的女性，在主观感受上却认为所在国家与

GII 数值更高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是一样的，有

的甚至更高
［12］。二是探讨规范意义上的平等和

性别观念平等之间的关系。一类研究将性别观

念作为原因展开分析，如研究发现性别观念对劳

动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强的影响
［13］，父母的

性别观念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有重要的影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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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研究将性别观念作为结果展开讨论，如研

究显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越高，性别

观念就越现代
［15］，越趋于平等。

三、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的国际比较

(一)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世界

价值观调查是由总部在奥地利的世界价值观调

查协会(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WV-
SA)负责并开展的。这个调查致力于研究全球范

围内持续变化的价值观与信念及其对社会和政

治生活影响的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 100
个国家，每期调查需要 4～6 年的时间①。

本研究使用世界价值观第 6 期调查中能够

反映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的调查数据。调查问卷

中与性别观念相关的题项一共有 10 个，我们选

择了其中不会产生理解歧义的 5 个题项来表征

性别观念的平等状况(见表 1)。这 5 个题项分别

涉及权利、机会、价值、尊严等方面男性是否具有

优先权或优势，主要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家庭领

域中的性别观念。这个题项所要表达的潜台词

是“在一个家庭中，丈夫比妻子挣钱更多就是合

理的”。因此，这个题项主要通过对夫妻收入差

别的感受反映调查对象对家庭性别关系的认识;

二是公共领域中的性别平等观念，具体包括对就

业机会、政治领袖、教育发展和职业发展领域中

性别观念的认识。对这 5 个题项有两个问题需

要进一步说明:一是 5 个题项选项的评价级别并

不一致。其中，涉及家庭和就业机会这 2 道题的

选项运用了 Likert( 李克特)3 级评价，即分别用

1、2、3 来表示“同意”“中立”“不同意”，而政治、
教育和职业发展这 3 道题的选项运用了 Likert 4
级评价，分别用 1、2、3、4 来表示“非常同意”“同

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二是就性别观念的

平等程度而言，所有题目的选项设置都是反向问

题，只有调查对象选择否定的选项(“不同意”或

“非常不同意”) 才表明他们具有性别平等观念。
因此，我们以回答否定选项的百分比来表示对性别

平等观念的认可程度，即为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

表 1 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有关性别平等观念的题项

涉及领域 指标 具体题项 选项评价级别

家庭领域 家庭 如果家庭中妻子挣钱比丈夫多，那将出现问题 Likert 3 级评价

公共领域

就业机会 当就业机会很少时，男人应该比女人更有权利工作 Likert 3 级评价

政治 总体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做政治领袖 Likert 4 级评价

教育 与女孩相比，大学教育对男孩更重要 Likert 4 级评价

公共领域职业发展 总体来说，男人比女人能成为更好的经理人 Likert 4 级评价

资料来源: 第 6 期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网址为 www．worldvaluessurvey．org。

(二)样本基本情况

世界价值观调查第 6 期数据的调查时间从

2010 年至 2016 年，可利用的数据来自全球 60 个

国家和地区，有效样本共 89565 个。按照地缘分

布，我们可以将这 60 个国家和地区分为 7 个区

域。其中，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有 6 个国家，分别

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亚美

尼亚、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南亚、东亚和东南

亚共 10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巴基斯坦、印度、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中国、韩国，以及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西亚 8 个国家，包括也门、
科威特、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约旦、卡塔尔和

巴勒斯坦;北非 5 个国家，覆盖阿尔及利亚、埃

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撒哈拉以南非洲共

5 个国家，即尼日利亚、南非、卢旺达、加纳和津巴

布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10 个国家，涉及

厄瓜多尔、智利、海地、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

伦比亚、乌拉圭、巴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达

地区国家共 16 个，包括俄罗斯、日本、罗马尼亚、
白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德国、塞浦路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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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美国、新西兰、荷兰、澳
大利亚和瑞典。本文的图表主要以国家和地区

为单位展示，但按照地缘分布的 7 个区域依次排

列。
(三)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的国家及地区差异

表 2 显示了 60 个国家和地区在整体和分区

域方面的性别观念平等程度。总体上，受访者中

有超过 40%的人反对 5 个领域有性别偏见或歧

视女性的观点，这个数据表明要实现全球范围内

的性别观念平等仍需要持续的努力。相对而言，

教育领域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最高，整体上有超

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都反对“与女孩相比，大学

教育对男孩更重要”的观点，反对“男性比女性能

成为更好的经理人”(56．27%)和“男性更适合做

政治领袖”(49．97%)这两个存在性别偏见观念的

比例也都达到了 5 成及以上，就业机会(42．55%)

和家庭(42．01%)领域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相对

较低。其中，家庭领域性别观念的平等程度最

低，表明在作为私领域的家庭中性别偏见和性别

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分区域来看，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国家在 7 个区域中性

别观念的平等程度总体表现较好，其中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在就业机会( 62． 63%)、政治

(74．61%)和职业发展(75．05%)三个领域的性别

观念平等程度最高，发达地区国家在教育

(87．05%)和家庭领域(56．32)的性别观念平等程

度最高。北非、西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情

况不容乐观，其中北非调查对象在就业机会

(18．88%)和职业发展(31．36%)两个领域的性别

平等认可度最低，西亚在政治(22．40%)和教育

(67．13%)两个领域的性别平等认可度最低，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调查对象普遍认同“如果家庭

中妻子挣钱比丈夫多，那将出现问题”，家庭领域

的性别观念平等程度最低(29．32%)。

表 2 分地缘区域及发达地区的性别平等观念认可度( %)

地区 家庭 就业机会 政治 教育 职业发展

总体 42．01 42．55 49．97 75．46 56．27

高加索和中亚 35．00 28．22 34．47 69．41 40．21

南亚、东南亚和东亚 41．07 31．57 48．28 68．98 54．31

西亚 33．55 21．23 22．40 67．13 36．77

北非 30．41 18．88 23．69 68．63 31．36

撒哈拉以南非洲 29．32 41．57 37．89 68．07 46．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43．15 62．63 74．61 80．81 75．05

发达地区国家 56．32 60．59 67．21 87．05 72．48

进一步分国家和地区来看性别观念平等程

度在这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见图 1)，可
以发现一些明显的特征:第一，教育领域的性别

平等观念程度整体都比较高。在同一个国家和

地区内部，除了智利和海地之外，其他 58 个国家

和地区在 5 个领域中，教育领域性别平等观念的

表现都是最好的。如果对不同领域分国家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进行比较，瑞典的教育观念平等的

认可度最高 ( 97． 40%)，海地的认可度最低

(40%)。第二，家庭领域性别平等程度整体较

低。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

西亚和北非这4个区域，除了少数国家(地区)以外，家

庭领域性别观念平等的认可度基本都在 20% ～

40%的区间。除了日本，发达地区国家的家庭性

别平等观念表现更好一些，但整体水平也不高。
其中，最具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国家是荷兰

(83．71%)，日本的家庭性别观念平等程度最低

(22．56%)，两个国家相差61．15个百分点。第

三，相对于其他领域，政治和就业机会这两个

领域的性别观念平等状况在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分化更大，分散程度较高，其中就业机会的

性别平等观念在埃及的认可度最低(8．27%)，

在瑞典的认可度最高(93．59%)，差距为 85．32
个百分点;埃及的政治性别平等观念程度最低

(13．72%)，乌拉圭最高( 90． 87%)，两个国家

之间的差距为 77．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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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 6 期世界价值观调查中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观念认可度

数据来源: 第六期世界价值观( 2010—2016 年) 数据，网址为 www．worldvaluessurvey．org。

四、观念与规范的性别平等测量差距: 基于

GPEI 与 GII 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将观念意义和规范意义两个层

次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基于世界价值观调

查的相关数据构建了性别平等观念指数(Gender
Perception Equality Index，GPEI)。为了减少由于

选项评价分级不一致造成的误差，我们在上述 5

个题项中选择了均按 Likert 4 级评分的 3 个题

项，即“政治( 总体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做政

治领袖)”、“教育(与女孩相比，大学教育对男孩

更重要)”和“职业发展(总体来说，男人比女人能

成为更好的经理人)”作为合成指数的三个分项

指标。在具体处理数据时，我们删除了对这三个

题项没有回答和回答“不知道”选项的样本，将

“非常同意”和“同意”选项重新赋值为 0，将“不

同意”和“非常不同意”选项重新赋值为 1，可以

得到 0、1、2 和 3 这四类数值，并进一步无量纲化

为 0－1 的数值，最终得到 GPEI 的数据。GPEI 的

数值越大，表明性别观念平等程度越高。

对于规范意义层次的性别测量国际指数，我

们选择 UNDP 于 2010 年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

(GII)。GII 由健康、赋权、劳动力市场参与 3 个

维度组成，具体包括孕产妇死亡率、15 ～ 19 岁未

成年女性生育率、议会席位占比、25 岁及以上至

少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以及劳动力参与率

5 个指标，是以结果为导向针对性别平等状况客

观事实的测量，属于典型的规范意义上的测量。

而且 GII 是为了弥补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性别

发展指数(GDI) 的不足而构建的，在使用上更为

普遍。GII 的取值也在 0－1 之间，但与 GPEI 不同

的是，GII 数值越低，表示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由

于世界价值观第 6 期调查对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据收集时间跨度从 2010 年到 2016 年，为方便

一致和取最大公约数，我们统一使用《2014 年人

类发展报告》发布的 GII 值，2014 年的 GII 缺失值

用 2015 年的数据来代替。

表 3 显示了 GPEI 与 GII 的数值及其排序情

况，我们以 GPEI 所反映的性别观念平等程度由

高至低进行排序。由于有 5 个国家和地区缺少

2014 年、2015 年 GII 值，所以有 55 个国家进入最

终的比较分析。我们以两个指数排序位次差的

绝对值为标准，将这些国家分为 5 组。结果显

示，排 序 位 次 差 绝 对 值 在 5 以 内 的 第 1 组

(G1≤5)有 14 个国家，即约四分之一国家的 GII

和 GPI 的排序基本一致，但所涉及的国家的情况

各异，既包括两项指数值排名都靠前的欧洲国

家，如瑞典、荷兰，也涵盖两项指数值排名居中的

国家，如罗马尼亚、菲律宾，也有两项指数值排名

都靠后的国家，如摩洛哥、也门等;排序位次差的

绝对值在5－15之间的第 2 组(5＜G2≤15)有 25 个

国家，达到了 45．5%。虽然在这一组，既有 GPEI

排序位次高于 GII 的国家( 如美国 GII 排序第 18

位，GPEI 排序第 5 位)，也包括相反的情况，如中

国(GII 排序第 15 位，GPEI 排序第 29 位)，但是

整体性别观念平等程度与基于客观事实的性别

平等程 度 的 差 距 并 不 非 常 明 显。处 于 第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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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G3≤25)和第 4 组(25＜G4≤35)的国家分别

为 8 个和 7 个，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GPI 值明显大于 GII 值，这些国家分布的区域非

常广泛，主要包括韩国、阿塞拜疆、新加坡、白俄

罗斯、突尼斯、马来西亚和科威特，另一类是 GPI
值明显小于 GII 值，除了地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津巴布韦之外，其余 7 个国家都来自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区，具体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

尔、巴西、乌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排序位次差

绝对值大于 35 的国家(G5＞35)仅为 1 个，是北非

的利比亚，其 GII 值的排序为 17，GPEI 值的排序

为 54。

表 3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GPEI 与 GII 值及其排序

国家和地区 GPEI 排名 GII 排名 国家和地区 GPEI 排名 GII 排名

瑞典 1．000 1 0．054 3 卢旺达 0．431 31 0．410 38

荷兰 0．978 2 0．057 5 格鲁吉亚 0．405 32 0．382 35

新西兰 0．929 3 0．185 14 黎巴嫩 0．397 33 0．413 39

乌拉圭 0．922 4 0．364 32 哈萨克斯坦 0．386 34 0．323 24

美国 0．912 5 0．262 18 俄罗斯 0．378 35 0．314 21

澳大利亚 0．900 6 0．056 4 白俄罗斯 0．356 36 0．152 12

西班牙 0．883 7 0．100 7 菲律宾 0．354 37 0．406 37

秘鲁 0．846 8 0．387 36 南非 0．339 38 0．461 4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841 9 0．321 23 亚美尼亚 0．319 39 0．325 25

斯洛文尼亚 0．838 10 0．021 1 印度 0．268 40 0．563 52

德国 0．824 11 0．046 2 摩洛哥 0．267 41 0．460 44

哥伦比亚 0．791 12 0．460 44 海地 0．243 42 0．599 54

墨西哥 0．764 13 0．376 33 吉尔吉斯斯坦 0．240 43 0．348 28

阿根廷 0．762 14 0．381 34 土耳其 0．221 44 0．360 30

巴西 0．761 15 0．441 42 突尼斯 0．210 45 0．265 19

中国台湾 0．750 16 ——— ——— 阿塞拜疆 0．187 46 0．340 27

智利 0．738 17 0．355 29 马来西亚 0．185 47 0．210 16

厄瓜多尔 0．714 18 0．429 41 巴勒斯坦 0．182 48 ——— ———

波兰 0．709 19 0．139 11 加纳 0．179 49 0．549 50

塞浦路斯 0．657 20 0．136 9 卡塔尔 0．179 50 0．524 48

中国香港 0．650 21 ——— ——— 阿尔及利亚 0．155 51 0．425 40

日本 0．601 22 0．138 10 科威特 0．141 52 0．288 20

罗马尼亚 0．557 23 0．320 22 伊拉克 0．140 53 0．542 49

韩国 0．531 24 0．101 8 利比亚 0．139 54 0．215 17

爱沙尼亚 0．525 25 0．154 13 约旦 0．125 55 0．488 46

新加坡 0．524 26 0．090 6 尼日利亚 0．109 56 ——— ———

乌克兰 0．503 27 0．326 26 乌兹别克斯坦 0．058 57 ——— ———

津巴布韦 0．482 28 0．516 47 也门 0．022 58 0．733 55

中国 0．460 29 0．202 15 巴基斯坦 0．014 59 0．563 52

泰国 0．435 30 0．364 32 埃及 0．000 60 0．580 53

数据来源: 《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和《2015 年人类发展报告》。

各个国家或地区在 GII 和 GPEI 两个测量值

上的排序存在差异，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也可能

不同，因而需要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逐一进

行分析才能得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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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通过对 GII 和 GPEI 的分析，来探讨性别观

念平等程度与客观事实的性别平等程度之间的

关系。如前所述，作为性别平等概念的基本方

面，在理论上性别观念平等决定了客观事实的平

等程度。图 2 呈现的是 GII 和 GPEI 关系的散点

图，从整体的发展趋势可以观察到，性别观念平

等程度与基于客观事实的性别平等程度之间呈

现较弱的相关性(Ｒ2 = 0．3325)，即性别观念平等

程度更高的国家(地区)，可能也具有更高的基于客观事

实的性别平等程度。

图 2 GII 和 GPEI 相关关系的散点分布图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

然在性别观念平等程度与事实性别平等程度之

间存在着不同差距，但是性别观念平等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事实性别平等，这意味着性别观念

平等程度的提高可以降低实际性别不平等的程

度。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在大力推进性别平等测

量指标的发展，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程度的跨地

区和跨文化比较，为政府决策和现实努力提供方

向性的指引和操作性的策略。可一些研究显示，

尽管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性

别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根深

蒂固的性别不平等观念相关联。相对于法律、制
度等领域的性别平等推进，性别观念相对固着，

不容易发生改变。性别观念的不平等会强化固

有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性的性别规范，也会使人缺

乏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意愿和动力。因此，有学者

指出尽管政府和组织都做出了社会和经济变革

方面的努力，以挑战女性的从属地位，但性别不

平等仍然根深蒂固并随着时间、地点和文化而持

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性别观念的不平等
［7］。以

一个女性参与政治选举为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

现，如果缺乏性别平等观念，女性比男性更可能

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政治选举所必需的技能和特

质，也更可能怀疑自己参与竞选的能力。而这些

认知层面的性别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候选

人在自我效能感上的性别差异，并最终阻碍了妇

女实现政治平等的前景
［16］。因此，理解和准确反

映一个社会中男女两性对性别的内隐信念，对于

从根本上提升女性个人的发展空间，促进一个社

会的性别平等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加

强对性别平等观念的测量，了解性别不平等在观

念上的主要表征和程度，同时更要基于测量的结

果，做出有针对性的努力。而未来对性别平等测

量工具的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现有测量的

局限，以及不同测量维度的逻辑性关系，本文的

研究希望致力于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
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可进一步深化研究

之处。第一，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为了研究人类的

持续变化的价值观和信念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

的影响而开展的，虽然我们从中选择了能反映性

别平等观念的题项合成了综合指数，但可能无法

全面呈现性别观念平等状况的不同维度;第二，

世界价值观第 6 期调查数据只覆盖了 60 个国家

和地区，GII 数据覆盖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研究根据所选时间阶段兼有 GPEI 和 GII 数值的

55 个国家，对 GII 重新进行了简单排序，可能会

影响最后的分析结果;第三，数据显示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GPEI 的排序普遍明显好于

GII 的排序，但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一现象仍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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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Gender Perception Equality Ｒeflect the Gender Construction
in Ｒeality?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U Fan，LIU Li－guang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surement，gender equality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norms，experi-
ence and perceptions． However，the measurements based 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reflect different gender
equality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Discussing these inconsistencies and possible reasons
caused by different measurement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gender inequality，reduce gen-
der gap and promote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discriminatory culture，system and behavior． This study uses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to construct the Gender Perception Equality Index (GPEI)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
ic situations of gender perceptions in the family and public fields i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two indexe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and GPEI are compared． It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gap exists between perception level and fact level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gender perception equali-
ty can explain the fact of gender equality to some degree，which mean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gender percep-
tion equality can reduce the actual level of gender inequality．
Key words:gender equality; gender perception equality; world value survey;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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