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

意指为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歧视和性压迫，促

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

动[1]。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

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西方女权思想由此传入

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西方女权

思想的启蒙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有志之士开始广

泛呼吁女性接受教育，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活

动。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妇女要求解放、平

等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缠足、争取参政权、创办妇

女报刊等活动纷纷涌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战，女

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都获得了极

大的提升。

然而，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些

困境。从理论上看，女权主义研究在当前理论和学

术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除了翻译引介的

国外著作，结合本土国情对女权主义进行的专门研

究寥寥无几，形成扎根于中国社会，具有中国特色

的女权主义理论似乎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

实践运动中，女权主义则面临着被符号化的境况，

成了激进、愤怒、极端、冲动的代名词。甚至还有人

认为，女权主义早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些新

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女性寻求继续发

展的巨大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认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傅里叶的观点，即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普

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里我们可以做出合乎逻辑

的推论，妇女发展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普遍发

展的天然尺度。正因为如此，厘清中国女权主义所

遭遇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不仅事关女性的生存与发

展，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进步也

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女权主义在中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

家，男尊女卑是历来的传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

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社

会。为了寻求救国之法，许多青年志士纷纷出国学

习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凡强盛国家女性

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并且受教育水平和

思想素质较国内女性高出许多，一味地贬低、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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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先进的知

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广泛呼吁女性接受教育，走出家

门，增长见识，从“分利之人变为生利之人”，为国家

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虽然说女权主义初始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得以

提倡，女性本身的权益并未被过多考虑，但随着女

权思想的传播，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苏醒，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自主加入到争取两性平等权利的浪潮

中。从封建王朝灭亡直到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女

性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都已经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既可看作是女权主义

奋斗至今取得的成果，也成为女权主义难以继续前

进的理由。

正因为相比较以往的时代而言，中国女性现在

所享有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所以不论男

女，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女权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倘若再往前一步，就存在着过激的嫌疑，女

权主义在中国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么，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真的没有存在的必

要了吗？不可否认，女性在各方面的权益已有了很

大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男

女平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当今社会依旧存

在，特别是二胎政策开放后，长辈、丈夫甚至女性自

己为了再生一个男孩而不顾现实经济能力、女性身

体年龄条件限制的现象并不鲜见。受传统性别分

工的影响，女性在加入社会大生产之后，既要继续

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又要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环

境，这种双重压力是当今很多女性真实的生活写

照。母职和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多数职业女

性所面临的另一困境，即使性别歧视已被明令禁

止，但由于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使其在孕育后代

上所花费的身体精力和时间成本更多，因此用人单

位往往更倾向于聘用男性，这种隐性的歧视是法律

无法制止的。

由此可见，与以往社会相比，当代中国女性在

生存与发展上面临的问题更加隐性和零散，阻碍了

她们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我们到了这样一个

关头，前面已经似乎路断人稀。过去的敌人没有被

打败，反而发明了新的策略，新的袭击者正埋伏以

待。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有转身背水一战。”[2]女

权主义在中国必须继续前进，我们不仅要解决历史

遗留的问题，更要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

二、女权主义理论发展遭遇的现实困境

（一）女权概念界定不清，引发公众对女权主义

发展目标的误读

女权主义出现之初，其直接目的是争取女人作

为人的人权，这里的人权最初指的是“与男子相同

的权利”。简言之，男人拥有的权利，作为人的女人

也应该拥有。由此，争取平等的选举权、参政权、受

教育权以及就业机会等就包含在女权运动的范围

之内。从这个角度看，女权主义就是为女性争取与

男子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按照这个标准，今天的中

国在法律上早已规定“男女平等”的条约，并承认和

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实际生活中，女性的社会、

家庭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甚至还出现了“妻

管严”的社会现象，女性似乎大有凌驾于男性之上

的势头。从种种现实国情来看，女权主义最初的目

标似乎已经实现了，倘若再谈女权，难免给人一种

“过头”的意味。

但女权主义最终的目标真的是追求与男子同

样的权利吗？正如马克思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来解决女性本质问题时所认为的那样，从女

性作为人类的角度看，女性的本质必然形成于女性

的实践、生理构造以及她们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

之间的辩证联系。所以说，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实践

经验上是存在着差异的。不可否认，男女两性享有

平等的权利，但这种平等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形

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法，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身为“人”

是男女共有的属性，在此基础上二者应该都有属于

“人”所共同的权利，其次，男女又有自身的特殊性，

其各自特有的生理、心理的差异不应被忽视，因此

男女两性还应有符合自身特性的权益。正因如此，

女权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而是

获取作为人的女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与男性作为

人的男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非“男女同等”。

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阿莉森·贾格

尔认为，“当前女性的状况是在不断地、快速地变化

着的，因此，女权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3]91在

不同的时期，女权主义所具有的含义是不同的。女

权主义产生的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女性与男性享有

同样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在今天，倘若依旧将女性

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作为女权主义的内涵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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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么就会忽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性。在早期

的女权主义阶段，女性基本上还处于从属于地位，

男女享有的权利水平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所以那

时女权运动在第一阶段要做的便是将男女差异暂

且放置一边，首先争取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也就

是做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到了现在，男女享

有的权利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因此女权主义

应该在继续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进入到争取尊重

两性差异的权利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女权主义的

概念不仅要包括女性的生存权益，还要关注广大男

同胞的生存权益，女权主义的任务不仅是要为女性

找到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存在方式，还应该致力于构

建一个两性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说，女

权主义并未终结，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女权主义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内涵必

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扩充和变化。正

因为人们对于女权主义的内涵和任务缺乏了解甚

至存在误解，才导致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女权主义

不是为了追求男女平等，而是为了制造另一个女权

社会”、“女权主义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女权主义

者都是激进分子”，甚至还有人公然宣称“中国不需

要女权主义”。在这些人眼中，女权主义在达到了

使男女享有同样的权利之后，就应该继续停止前

进，否则就是在提倡用女权代替男权，鼓励让“女人

骑在男人头上”。但女权主义从未要让女权凌驾于

男权之上，现在继续提倡女权主义也并非是要让女

性享有多于男性的权利，而是要在继续争取男女平

等的同时，强调关注两性差异，一些权利的设定必

须考虑到二者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可以说，现

在的女权已经不仅仅是女性权益的代言人，在更广

阔的范围内，两性关系的和谐建构才是女权新的关

注点。

（二）女权主义理论发展滞后，缺少本土化的研

究成果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女权思想传入中国，较为

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首推马君

武。1902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次年又

翻译了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前者是自

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

根源，主张男女平等，强调女子在家庭中的平等地

位；后者是1891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第二次代表大

会所通过的纲领之一，主张女人享有教育、经济、婚

姻、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

除了翻译引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部分结合本

国国情进行相关创作的思想家。最有影响力的当

属金天翮，1903年他在上海出版了近代中国阐述妇

女解放的第一部专著《女界钟》，署名“爱国者金

一”。这本书集中批判了封建伦理对女性的迫害，

将封建礼教视为培养女性奴隶性格、奴隶道德、桎

梏心灵的枷锁，触及到封建礼教的实质。另外，邹

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发出了呼吁男女平等的声

音。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也支持扩张女权，鼓

励妇女投身革命洪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女性权益的不断提升，

女权主义也逐渐退出了社会的主流领域。近年来，

关于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分散在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文学中。常见的成果也主要是以翻译国外

女权主义经典文本、编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学习教

材等形式为主，例如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

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艾晓明翻

译的帕特南·童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虞晖翻译

的莉莎·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

统一的理论》、孟鑫翻译的阿莉森·贾格尔的《女权

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潘萍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妇

女解放理论研究》等。

纵观这一百多年来我国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史，

可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一直以来女权主义都

尚未形成一种成熟完整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类似

贝蒂·弗里丹以新时期美国女权主义状况为背景的

《第二阶段》、贝尔·胡克斯以黑人女性生活状况为

研究主体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等结合

本土国情、社情创作的理论作品，我国理论界目前

基本还没有出现。

正如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阿莉森·贾格尔曾说

的那样：“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要表述一个美好社会

的认识。政治哲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确定标准的

事业，这项事业承担着确定社会组织应该遵循的理

想和原则的任务。”[3]10同样的，一种成熟的女权主义

理论可以为我们指明女权主义应该去往的方向和

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现在，我国女权主义就缺少这

样一种指明道路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极端的女

权主义运动才会频繁出现，因为领导者不明白何为

真正的女权主义，不知晓女权主义的真实内涵与发

展目标。缺少完善成熟的本土化理论已成为当前

周金华，覃愿愿：女权主义在中国：理论与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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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借鉴国外有益

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女性生存的真实状况和真

实体验，发展出一种适合我们自身特点的理论，是

接下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女性主义实践运动面临的现实阻碍

（一）极端女权主义活动泛滥，加深大众对女权

运动的反感

纵观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活

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政府主导的为保障和提升女性权益的

立法及宣传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女性就

迎来了法律上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妇女的各种权

利、义务、利益都在法律上确定下来，如选举权、就

业权、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财产继承权等。20世
纪 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了新《宪法》，1980年和

2000年两次对《婚姻法》进行修订，1983年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决

定》，1992年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2016年正式开

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等。这

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保障妇女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在党中央的带领下，从

1978年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到 2003年第九次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全国妇联共召开了 6次中国妇

女代表大会，为增进妇女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以各类非政府妇女组织为主体实施的促

进女性权益的活动。要满足不同妇女群体的多样

化需求，仅靠政府和妇联、共青团或工会组织是远

远不够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必然的。目前

我国非政府妇女组织主要有研究性妇女非政府组

织、由高等院校或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女知识分子或

女专业技术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的研究机构。研究

人员一般为兼职，研究成果一般多用于教学、学术

探讨、社会宣传，少数用于妇女立法和决策。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为妇女服务的公益性或兼有服务、

联谊、教育培训等职能的综合性妇女非政府组织，

例如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

究与服务中心。这些非政府妇女组织主要有参与

决策、立法和监督的功能，也直接影响和推动《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各项目标的制定和监测。

三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各类女权组织及女权活

动。例如2005年由叶海燕带头创建的“中国民间女

权工作室”，它是一个以网络宣传为载体的民间公

益组织，通过深入社会底层，调查底层女性生活状

况，为需要帮助的女性提供各种心理咨询和法律援

助。另外，获得 2014年由联合国妇女署、网易女人

频道共同主办的“女性传媒大奖”奖项的年轻女孩

肖美丽，从 2013年开始徒步穿越中国，通过沿途给

各地官员寄信的方式，呼吁社会改变对性侵犯的处

理态度，以此为被侵犯女性的合法权益呐喊。这些

民间自发的女权活动为进一步改变女性的弱势地

位，促进女性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极

端的女权活动，过分强调女性个人权利、使性服务

合法化、将男性视为敌人、倡导女尊男卑等，给社会

性别文化带来了混乱。如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广

泛关注的“占领男厕所”、“免费向农民工提供性服

务”、为抗议性骚扰而举行的行为艺术“我可以骚你

不能扰”等活动。不可否认，其出发点是为了增进

女性某些方面的权益，但是这些形式以及标语往往

会引起大众的反感及误解。就大众对目前女权活

动的感受所做的调查显示，男女的回答基本一致，

大多数持不理解、不认同的态度。“很多男性认为今

天他们所接触到的女权活动就是女尊男卑、性解

放、乱伦、裸露女人身体等，特别是像占领男厕所、

免费向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等媒体所报道的女权行

为，似乎女权活动就是性。”[4]除了绝大多数男性对

所谓的女权活动表达出深深的反感以外，女性群体

对现有的一些民间女权活动也不以为然，认为女权

活动似乎与性权利解放划上了等号，希望女权运动

能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争取女性权利。

在当代，如果女权活动不注意方式、方法，就会

将其推向社会主体的对立面。极端的女权活动不

仅损害男性的正当利益，也阻碍女权运动的健康发

展。这种有违女权主义本真的活动不但给女性的

世界观带来扭曲，更容易引发两性关系的紧张和信

任危机，激化男女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恶性循环。

（二）互联网时代信息混杂，女权主义污名化现

象频现

现在每每提及女权主义，人们的主观态度都是

消极、否定的。人们对一件事物产生的印象往往来

自于两个途径：一是自我实践和自我感知；二是他

人的介绍和传播。女权主义之所以给大众留下这

样的印象，一是女权运动的言论行为让大众感觉女

126



权主义本身即如此，二是大众之间信息的互相传播

让没有直接接触过女权主义的人认为女权主义就

是如此。

虽然女权主义自诞生起就充斥着诸多质疑，但

是以往女权主义的质疑者少有不理解女权主义本

身涵义的，虽然他们也反对女权主义的某些主张或

者做法，但其反驳的观点有理有据。与此相反，现

今虽然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

时代，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容易丧失自

我、被外界左右的时代。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

各种信息可以克服距离、空间的限制，实现瞬间传

播。媒体通过着重突出对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事

件的激进情绪如激动、抗议、反驳的描写，对女权主

义思想内核的误读，对女权主义符号的商业化消费

等一系列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致使读者对女权主

义产生误解，从而实现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5]。

女权主义被污名化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只

要在百度或者其他搜索引擎上输入“女权主义”四

个字，就会出现数百万个相关结果，只需粗略一瞥，

就会看到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女权主义的负面

消息。诸如“女权主义危害国家利益”、“中国的女

权主义都是扯淡”、“中国的女权主义为什么这么

坏”等。有数据显示，这样的帖子每一篇平均浏览

量至少都在1000以上。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互联

网发达的时代，每天有多少人可以在网络上接触到

这样的信息轰炸和影响。暂且不论这些文章内容

写得如何，仅仅看标题就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女权

主义充斥着情绪化、主观化的认知，至少文章标题

是非客观和理性的。再看文章内容，基本上没有针

对女权主义的内涵、目标、实践价值进行有理有据

的批判，更多的都是在用粗俗的文字直接攻击和谩

骂女权主义者本身，通篇文章几乎找不到任何有价

值的理论观点和事实依据，似乎都是作者根据自己

对女权主义断章取义或者歪曲事实的理解堆砌出

来的文字。这样的文章虽然毫无逻辑、漏洞百出，

但在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正确的价值引导之下，

普通大众往往很容易被这样看似激情昂扬、正义凛

然、洞察世事的文章所洗脑。

（三）缺乏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大众对女权主

义认知度低

女权主义认为，教育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

20世纪 70年代初，课程成为女权主义特别关注的

问题[6]。自1995年后，我国有40多所高校相继成立

了妇女研究中心或性别研究机构，几乎所有的妇女

干部学校和 20余所高等院校先后开设了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妇女学及相关的性别发展课程，有6所高

校设立了妇女与社会性别硕士专业，中华女子学院

成立了女性学系，开始招收女性学专业的学生。由

此可见，这种以课程教育为主的宣传方式使得目前

我国关于女权主义的教育主要局限在专业院校之

中，大部分普通群众并没有机会了解我国女权主义

真实发展情况。此外，建国以来，有关女性权益的

提升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法律和政策的方式

完成的，大众自发参与争取权益的实践活动相对较

少。在这种既缺乏对过去女权主义历史的了解，又

没有相应现实经验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不到女权主

义本身的重要性乃至对其产生一些误读也是可以

理解的。

在当代，要促进女权主义的继续发展，切实改

变女性的生活状态，构建真正和谐的两性关系，仅

仅依靠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女

性自身意识的觉醒，男性放下对女权主义的芥蒂和

误解，这是今后女权主义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想取

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加强对女权主义发展历史、

发展目标的宣传和教育，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取来自

群众的力量。

四、结语

在数千年封建父权制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各方

面的发展极大地滞后于男性群体。即使女权主义

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女性的社会地位

和各项权益都有了很大提升，但这绝不意味着女权

主义可以就此止步。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女权主

义的内涵和目标也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女权初

始，爱国志士呼吁女子接受教育、走出家门是为了

增强国力，女权并未从女性本身的权益出发。随着

女子知识见闻的增多，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女权主义的关注点开始从国家民族的发展转移到

女性本身的发展上来。时至今日，在进一步追求男

女平等的同时，更需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促

进二者的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

在当代，男女平等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口号，去

除了明显的压迫和剥削，许多人都认为女性现有的

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正如贝蒂·弗里

丹在《第二阶段》中所言：“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周金华，覃愿愿：女权主义在中国：理论与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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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们生来拥有这些权利，她们觉得很确定，很安

全，于是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是说‘我不

是女权主义者，但是……’的一代人。”[7]然而，面对

女权主义所处的社会现状，女性绝不能一边心安理

得地享受前人的战果，一边无视它所面临的困境。

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曾说：“每个了

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

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

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从清末民

初到当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女性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女性的进步是民

族的进步。因此，扛起前人留下的大旗，为改变女

性命运、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而继续奋斗，这是我

们新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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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m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Pligh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ZHOU Jin-hua，QIN Yuan-yuan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eminist though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the We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feminism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However,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is facing some new problems. Theoretically,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femi⁃
nism and the backward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theory. In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extreme feminist activities, the
phenomenon of feminism stigma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low popularity of feminism related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 but also to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To clarify the con⁃
crete reasons for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 can find the right wa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in China.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feminist theory; feminis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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