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期学人：谭琳
访谈人：本报记者 禹燕

理念引导：
让妇女/性别研究从边缘到主流

记者：中国妇女研究会自1999
成立以来，一直都致力于推进妇女/
性别研究的学科发展，而您则特别
强调让妇女 /性别研究纳入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主流的重要性，为什
么？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妇女/性别
研究现在已经是所谓“显学”了，实
际情况又如何呢？

谭琳：中国妇女研究会自1999
成立以来，历任会长，特别是现任会
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妇联主席陈至立同志高度重视妇女
性别研究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团体
会员、理事和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
学者共同努力，应该说妇女/性别研
究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近年来，
我们抓住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有
利契机，积极推动将妇女/性别研究
纳入社会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理论初探”、“20世纪中国妇女运
动史研究”和“高层女性人才成长状
况和政策推动”等一批妇女/性别研
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有
关部委社会科学基金的有力支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清醒地
看到，无论国家社科基金还是相关
部委的社科基金，虽然对妇女/性别
研究项目的支持逐年增加，但总体
来看支持程度仍然有限。由于没有
专门设立“妇女/性别研究”领域，具
有明显跨学科和多学科性质的妇
女/性别研究按照“跨学科的课题，
要以学科为主进行申报”的原则申
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时，获得资助
的难度仍然较大；加之，各领域的评

委对妇女/性别研究还不够熟悉，导
致与女性相关的课题立项总数较
少、比例偏低，一些重要的、主流的
学科甚至几乎没有女性研究的课题
立项，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妇女/性
别研究的弱势地位，也使得妇女研
究队伍建设步履艰难。

记者：看来，推动妇女/性别研
究纳入社科主流还需诸多努力。
我发现，在与社会科学管理部门沟
通过程中，您并没有完全站在“利
己”的角度，仅仅强调重视妇女/性
别研究对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如
何重要；也注意站在“利他”的立
场，强调妇女/性别研究对整个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我觉得，
无论对妇女/性别研究还是对性别
平等的实践探索，这都是一种很好
的策略。

谭琳：是的，应该看到妇女研究
的内容和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妇
女，而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和家庭中的性别关系结构和运行状
态及其规律，具有明显的多学科和
跨学科特点。重视从性别视角开展
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对于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打开认识视野、推进
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
研方法创新都会有所贡献。因此，
将妇女/性别研究纳入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是对现有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的有力补充和完善，必将大
大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
入发展。

记者：通过多种方式建言社会

科学管理决策层很重要，但是，如果
有更多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加入社
会科学管理决策层，拥有话语权，推
进妇女/性别研究主流化的步伐是
否会更快些？

谭琳：事实上，随着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的贯彻落实，越来越多的管
理部门和管理者认同妇女/性别研
究的重要意义，但是，总的来看，将
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的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我们一直在呼吁，社会
科学研究管理机构应在相关学科领
域的评审专家中，适当增加具有妇
女/性别问题研究背景的专家；有关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应重
视培养和推荐妇女/性别问题研究
的人才和专家。

机制创新：
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

记者：要推进妇女/性别研究的
发展，理念创新是首要的，但是，妇
女/性别研究能否获得应有的学术
地位，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如果不能
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有持续性
的学科发展，这一学科仍然会处于
社科研究的边缘地带。在这方面，
妇女研究会做了哪些探索？

谭琳：在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
研究会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些
年妇女/性别研究的机制创新取得
明显进展。首先，我们开展了“妇
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创建工
作，这是实现机制创新的重点。全

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从2006
年开始与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等21个单位合作，共
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逐
步形成了由党校系统、社科研究系
统、高校系统及妇联系统构成的“四
位一体”的研究网络。最近，我们刚
刚完成了对21个基地的总结评估，
我们欣喜地看到，自创建以来，各基
地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特别注重源
头参与、整合资源、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全面促进妇女/性别研究纳入
社会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主流，成
效显著。可以说，基地建设为妇女/
性别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流化提供
了机制保障，有效地推动了妇女/性
别研究事业的创新发展。

记者：人才培养对于妇女/性别
研究的发展也很重要，中国妇女研
究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引人瞩
目，特别是你们开展的优秀博士硕
士学位论文评选，很有创意，这对促
进妇女/性别研究新生代学者的成
长很重要。

谭琳：妇女/性别研究人才的培
养有多种途径，鼓励在读的硕士、博
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妇女/性别研究
是方式之一，这是面向未来的、关系
妇女研究长远发展的工作。从
2006年起，中国妇女研究会开展了
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每两
年评一次，已评选了三届，取得了非
常好的效果。通过评选，使一批具
有专业基础又有性别视角的青年学
者受到鼓励，坚定了她（他）们在今

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从事妇女/性
别研究的信心。

传媒推动：
传播与研究需要良性互动

记者：《新女学》周刊初创，它的
宗旨是关注女性/性别研究的新趋
势、新发展，各界学人的新思考、新
观点，女性发展的新实践、新成果。
您认为传媒在促进妇女/性别研究
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什么功能？

谭琳：用传媒的公众影响力和
独特表现方式来呈现妇女/性别研
究的成果，向公众传播性别平等的
理念和方法，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
实践。现在，越来越多的部门、机构
及工作人员接纳了性别平等的理念
和方法，例如，计生、民政、教育等部
门运用性别分析方法，实现工作创
新。但是，还有一些部门和机构，对
性别平等理念和方法了解不多，接
纳程度有限；面向基层、面向女性的
性别平等宣传和培训较多，面向高
层、面向男性的性别平等宣传和培
训较少，相应的途径和策略也较
少。因此，传媒发挥作用的空间还
很大。

另外，一些妇女/性别研究学者
利用传媒实现研究成果社会转化的
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升。如果将妇
女研究看成“阳春白雪”，仅仅以学
术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研究成果，必
将导致曲高和寡。有些观点及其表
达方式，不仅社会公众听不懂，决策
层也难以理解，必然阻碍妇女/性别
研究成果的社会普及和政策转化，
应该有所改变。所以，《新女学周
刊》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学者
与公众、也包括决策者之间建立有
效沟通的平台。《新女学周刊》已经
有了一个好的起点，期待你们越办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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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琳，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她既是一位妇女研究领域的
知名学者，也是一名妇女研究机构的领导者，还是一名妇女研究学术团体的管理者。她的多
重的角色和责任，使她对推动妇女/性别研究方向和路径也有着多重理解。记者采访时，中国
妇女研究会刚刚完成对“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5年评估，访谈便从中国妇女研究会的
工作切入。

学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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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丽：打工妹描绘艺术传奇

研究视窗

作者：崔应令 冯华
西方性别研究经历了从附属

于社会运动及社会流行理论到形
成独立的话语和理论学说的转
变。中国的性别研究一度走了一
条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模式道
路,即借用西方的理论学说来开展
性别运动或解释中国的性别经验
材料。然而,新时代性别研究的新
实践决定了我们不应该照办西方
理论,而必须要寻找具有中国特色
的性别话语和理论学说,并建立自
己的学说体系。中国性别研究的
这种转向必将对世界性别研究产
生积极的影响,并最终可以丰富和
完善全球女性研究的当代实践。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1年06期

《性别研究的当代转向及中国
经验的意义》

作者：乔以钢 李彦文
“新才子佳人模式”是20世纪

80年代以来渐成潮流的“城乡交
叉地带叙事”中的重要类型。它
并非传统文学书写中才子佳人模
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情爱波折中
映现着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复
杂纠葛。“乡村才子”凭借知识建
构城市精英这一主流身份相对而
言从易到难的历程,是近三十年人
文知识分子处境的缩影;而他们与

“乡村佳人”之间基于知识资本之
有无的关系历程,在强化男性中心
的性别文化格局时,也塑造着女性
的被动性。然而,对“乡村佳人”的
占有,无法真正消除“乡村才子”处
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心灵漂浮体
验。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1年04期

《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
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

作者：李向农 王宇波
本文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网络媒体分中心)所建立
的男女博客文本语料库为研究对
象,对男女在汉字使用上的性别差
异作统计调查与分析。通过从覆
盖率、高频字、低频字、共用字、独
用字、构词能力等多个角度的统计
发现,男女博客在汉字的使用上既
有一定的共性,又有明显的差异。
男性在总字种数、低频字的字种数
上明显多于女性,女性在总字次、非
常用字的使用比例上高于男性。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02期

《网络媒体监测语料库汉字
使用的性别差异》

积极探索推进妇女/性别研究的有效路径

通往塞纳卡瀑布村的路
沈睿专栏

1848年7月19号，盛夏的塞纳
卡瀑布村突然热闹起来了。这个小
村子坐落在纽约州北部相当偏僻的
地区。前年8月的某天，我拜访这个
女性解放的圣地。驱车在空旷的公
路上，我简直不能想象160多年前，
300多个女人和男人是怎么汗流浃
背地走着、咕噜噜地坐着马车、烈日
之下骑着马来到这个小村庄开会的。

这天，美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
的事件，美国女性权利大会要在这里
举行。十来天之前，四五个女人借着
女友来访大家喝茶的机会，聊到美国
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其中一位，伊
丽莎白·斯坦顿，提议为何不开一个
大一点的会，吸引和组织女人一起来
讨论这个问题？伊丽莎白的提议得
到热烈响应。大家决定7月19日这
天，就在伊丽莎白家所在村子的小教
堂里开会。

邀请信发出去了。1848年美国
乡村的小路都是土路，交通非常不
便，到底会来多少人？没有人有把
握。必须承认，组织会议的 5 个妇
女，都是当时中产阶级女性。伊丽莎
白·斯坦顿的丈夫还是一个有名的律
师。这些女性过着富裕的中产阶级
家庭妇女的生活。但是，在那个时
代，美国的女性一旦结婚，就没有了
自己的财产权。她的财产，甚至身上

的衣服，就归丈夫所有。她没有身体
权，女人生的孩子都归男人所有。她
没有受教育权，虽然伊丽莎白·斯坦
顿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因为她是在父
亲的指导下学习的。

事实上，伊丽莎白的父亲起初
并不想教育她。她是家中第8个孩
子，她共有10个兄弟姐妹，可是6个
都早逝。特别是她的上哈佛大学的
哥哥，父亲最珍惜的男孩子，突然生
病而死，父亲因此身心交瘁。年纪小
小的她，安慰父亲说：“我将成为我的
所有的哥哥们的总和”。父亲望着
她，摇摇头，叹息：“哦，我的女儿，我
真希望你是一个男孩子”。她坚定地
说：“教我吧！”她聪颖超群，成绩非
凡。可是成年后她不能上大学，不能
当律师，因为她是女性。她后来结了
婚，相爱的夫妇不停地生孩子，她有
7个孩子，那时没有避孕药具。

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她不停地思
索女性的地位：为什么同样是人，男
人就有权力决定我们女人的生活？

她成了那一代女性的思考者、组织
者。后来她邀请与自己志同道合的
朋友苏珊·安托尼住到自己家来，她
们思考讨论，共同写作，号召和组织女

性起来，她们的友谊是女性友谊合作
的佳话。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这个宁静
的夏日的早晨，一个一个的人来了，一
辆一辆的马车来了。一个19岁的缝
手套的女工，夏洛特·伍德沃德也走在
通往塞纳卡瀑布村的路上。她每天
工作十几个小时，挣到钱也不够上
学。当她听说有这样一个会议，这个
会议要讨论“女人的社会、民事和宗教
境况和女人的权利”，她激动万分，没
有钱坐马车，她走着去开会。走在路
上的还有一个15岁的姑娘，卡瑟林·
费什-斯泰本，她将是在大会的《情感
宣言》上签字的年纪最小的女性。

人越来越多了，马车也越来越多
了。小村子突然车堵得过不来了。
塞纳卡瀑布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交通堵塞出现了。2010年的8月初，
我开着车也走在这条路上，柏油铺就
的公路上，几乎没看见几辆汽车。

大会开了两天。近300人参加。
最后有100个人，68位女性，32位男

性，签署了大会的宣言。这些女女男
男，在那个时代分享一个共同的梦想：
女人可以参政。他们分享一个共同
的在当时几乎是大逆不道的想法：建
国七十多年了，《美国独立宣言》虽然
宣布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美国言行不
一：因为美国没有给一半的白人女性，
没有给其他肤色的人口参政的基本
权利。参政——政治选举权是女性
人权的出发点。

女性参政就这样成为女性权力
的根本表达。伊丽莎白·斯坦顿终身
为女性的参政权斗争。她曾多次到
美国国会作证，强烈要求给予女性政
治选举权。遗憾的是，她在有生之年
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实现。她去世后
18年——1920年，美国女性才都有了
政治选举权。

毫无疑问，女性参政的程度——
参政的普遍程度与参与决策的重要
性程度——标志着社会男女平等的
程度。1917年，政治选举权活动家，
詹娜特·蓝肯（Jeanette Rankin）当选

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国会议员，代
表蒙大拿州。詹娜特的一生充满了
许多个第一。她少年时代起就投身
于女性政治权的事业，24岁的时候就
组织自己所在州的女性争取到了政
治选举权。27岁竞选议员成功，成为
第一个坐在美国国会里的女性议员。
她第一次走进国会大厅的时候，全体
国会议员都站起来向这位年轻的女
性致敬。

164年过去了，美国女性参政的
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虽然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美国目前国会的435位议
席里共有72位女性议员，100位参议
员里有17位女性。这些女性政治家
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竞选出来的，需要
很大的勇气和魄力。国家的事物必
须是男女共同说了算。在男女共同
建设更美好的生活的合作里，女性参
政，女性参与国家决策，参与国家政策
的最高层的决策必不可少。

通往塞纳卡瀑布村的路，是女性
参政的路。驱车在通往塞纳卡瀑布
村的路上，我想象着那一个一个走在
这条道路上去开会的女性。她们为
美国女性参政迈出了第一步。

（作者为旅美学者、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有《荒原上的芭蕾》《假装
浪漫》等）

这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在这条路上美国女性迈出了参政的第一步——

伊丽莎白·斯坦顿（右）和她的
朋友苏珊·安托尼

郝丽是一位从北方小山村走
出来的打工妹。她在极度贫困艰
难的北漂生活中，边打工边学习，
竟完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学业，从
事她所爱的事业。进入婚龄的郝
丽，同样渴望爱情，但多次均因对
方要她放弃艺术而告终。她意识

到唯有画画，才感到自己的存在，
感到生活的意义，画画已是她的
生命形式。

她的画，是她内心的独白。
不管是肖像式的自画像，还是小
姐妹群体，或是嬉戏的小娃娃，她
们的欢乐、迷惘、困惑、青春期的

躁动，对美好的憧憬，都在诉说着
她自己的故事。她画面中那温暖
的黄土地色调；那种大胆地把人
物切入画面而具胀满感的构图；
那不求透视空间的平面构成；那
赋以线条的造型；和那凝聚着情
感的琐碎郁结的笔触——都有一
种天然去雕饰的朴实，一种不讲
究成法的原创的野性；都透着朴
质、淳厚庄稼人的本真。也许因为
她的画带有“土味”，与学院派和林
林总总玩形式技巧或玩观念的画
拉开了距离，显示了绘画审美的独
特价值。故而，她的作品，不仅不
断被邀参加国内外展览，还被国外
一些专业藏家收藏。美国著名导
演罗勃特·明可夫，这位风行世界
《狮子王》的导演，特请郝丽画了两
幅他与夫人的肖像。郝丽创造性
地把肖像与他导演的动画片情节
组合在一起，奇妙的意韵让这位大
导演大为赞赏。

郝丽的成功是个奇迹，以她
自强、自信的独立精神，完成了一
个村姑向一个艺术家的转换。她
昭示出成功永远属于不向命运屈
服的强者！

专
栏
主
持

陶
咏
白
（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

前沿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