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9 年，中

共中央的 14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意见》将各民主党派明确定位为参政

党，并于 1993 年将民主党派的地位写入宪

法，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进一步增强。

民主党派成员是我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其成长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大量的女性民主党派成

员是我国重要人才的储备。

一、民主党派干部成才的制度建设

2005 年“中央 5 号文件”提出“把选

拔任用党外干部纳入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

作的总规划”；“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适

当数量的党外干部”；特别提到，“符合条件

的可以担任正职”。后一种说法被解读为具

有“破冰意义”。2006 年 11 月 29 日，《人

民日报》发文首次提出“照顾同盟者利益”，

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对党外干部培养、选拔

和任用的机制。这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之

路。所谓的“党外干部”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是民主党派干部 ；二是无党派人士，即没

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

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下面，笔

者重点探讨民主党派干部成才的制度建设。

首先，各民主党派建立后备人才库制度。

2006年7月，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提出要“加强党外代

表人士培养教育”，“加大对重点人物培养的

力度，下大力气培养出一批各领域的代表性

人物”。 对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和任用的制

度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与整个共产党

的干部人事制度相衔接。由此，各民主党派

都建立了相关的“后备人才库”，并对后备

干部进行培养。这些后备人才库多是有着任

实职经验的人才，即“建立担任副处级以上

和副局级以上人员信息库，为及时向政府部

门推荐实职做好了准备”。 

第二，各民主党派建立党员干部学习制

度。目前，全国各地建立有社会主义学院，

对党外干部进行培训。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为例，该学院定期开办“进修班”和“培训

班”，对党外干部进行包括基础理论、统战

理论、参政党建设理论、中外政党制度理论、

多党合作史和民主党派史等内容的授课。

第三，民主党派干部的“挂职锻炼”制度。

“挂职锻炼”是特指政府相关单位有计划的

选派在职国家公务员在一定时间内到下级机

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担任一定职务，进行锻炼。这既

是对实践能力的锻炼，也是对从政履历的完

善，是政府及组织部门考察人才的重要机制。

2006 年起，各地政府每年开始选派党外代表

人士到区级政府部门、街道、企业挂职锻炼。

以北京市为例，将选派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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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制度“纳入全市党政干部挂职锻炼的统

一渠道”。 

第四，激励民主党派干部竞争性地参

与各种政治安排。按照中央有关政策，地

方配备党外干部是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内

需要加强的工作。在公开选拔干部的机制

中纳入了选拔党外干部的要求。以北京为

例 ，2006 年的干部公开选拔中，有 16 个

岗位公开招聘，其中的 10 个岗位要求参

选者必须是非中共党员，大幅度地对党外

人士倾斜。一些党外干部在各地政府任职，

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或被聘任为政

府参事、文史馆馆员等。

上述种种制度对民主党派干部的成才

具有培养性和竞争性，这些竞争使民主党

派成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显示自身具有政

治参与的实力。

二、我国民主党派女性人才的参政状

况和政治意义

2009 年 12 月，时任国务委员和妇联

主席的陈至立在“新中国 60 年优秀女性

人才社会影响力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指

出 ：“中国政府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

重视女性人才的培养和开发。有大批的优

秀女性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中坚，

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

人力资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

《人才发展纲要》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人

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性别等结构趋于

合理”。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女性人才为 2819

万人，占人才总量的 45.8%。与 2000 年

相比，女性人才增长了 659 万人，10 年间

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男性 571

万人的增幅。但在性别结构方面依然存在

女性人才发展不足的问题。

各民主党派重视女性人才的培养和

成才，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一批杰出的女性

领导者。历史上，宋庆龄、何香凝、史良、

许广平、雷洁琼、冰心、谢雪红等老一代

女性领导人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

和现任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台盟中央主

席林文漪等 ；她们即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同时还担任重要的国家领导职务。目前，

各民主党派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副主席，同

时，民主党派的女性成员也积极参与到各

级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在政治岗位上发挥

重要作用。

截止 2008 年，我国各民主党派成员

达 77.5 万人，其中女性为 33.1 万人，占到

42.7%，成为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从政治

角度看，各民主党派的女性参与率都非常

高，皆超过三分之一 ；在性别平等方面达

到了国际水平。这表明民主党派的制度建

设为女性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提供了重要的

空间。我国的民主党派成员多是具有高等

学历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民主党派准入

制度的要求，亦是知识分子群体能动地参

与政治事务的表现。这充分表达了我国女

性知识分子通过加入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

治事务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无疑，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为

女性、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

供了更多的空间，是我国“男女平等”国

策得以实现的重要渠道。的确，我国还存

在诸多不利于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参政的因

素，呈现出 ：副职多，正职少 ；虚职多，

实职少 ；发达地区多，贫困地区少等问题 ；

但依然可以肯定地说，民主党派是积极推

动女性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和主要渠道。

三、现阶段民主党派女性人才的基本

状况和特点

为了更好地分析民主党派成员中女性

人才的状况和特点，我们特别对第三期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将女性高层次人才中

的民主党派人士做了专门的数据分析，这

些高层次人才包括了副处级及以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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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

业高层管理人员，有效样本 4324 份，其

中是民主党派成员的 208 人，女性 134 人，

男性 74 人。这 134 个样本是指那些具有民

主党派成员身份，并担任着高层次职位的

女性。我们重点对 134 位民主党派成员中

的女性高层人才的成长途径、现状和特点

进行分析。

第一，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次人

才皆具有高学历，98.5% 的人具有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到近

一半（46.5%），比同样身份的男性高出 14

个百分点。这表明兼具党派身份的高层次

人才是一批具有文化资本的女性。

第二，在政府行政管理人才、企业管

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中，民主党派成员

的女性多为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占到

72%。这表明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的可

能性是专业技术人才中的优秀女性更多地

通过加入民主党派来参政议政 ；另一方面

的可能性是专业技术人才中的女性更多地

被吸纳到民主党派中。民主党派女性成员

进入高层职位的女性只有 15.9% 在党政机

关工作，68.9% 在事业单位工作，15.2% 在

企业工作。

第三，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高层次女

性人才参政机会多，但参政时多具有多重

身份。在女性高层人才中，具有党派成员

身份的女性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她们当中

曾经或正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

占到 38.1%，略高于同样身份的男性（为

37.8%）；这一比例远高于非民主党派的女

性高层次人才的 22.1% 的比例。数据显示，

女性高层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且有行

政职务的人参政的机会最高，她们担任和

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比例高达

80% ；其次是企业管理人才，为 57.1%，最

后是专业技术人才，为 25.8%。这种状况

表明了两种可能的能动性 ：一是女性个体

的能动性，即具有了一定行政职务的女性

通过加入民主党派来提升自身的参政机会；

二是民主党派的能动性，即党派组织积极

发展具有一定职位的女性行政人员，并积

极推荐其进入政协、人大或相关领导岗位，

提升党派组织的参政比率。

然而，这一现象与社会流传的“无知

少女”现象有一定的吻合。我国的政治参

与制度强调参政者身份代表性，特别是对

那些政治上的“弱势者”的参政提供制度

保障，即对于女性、少数民族、无党派（民

主党派）、知识分子的人给予了更多的参政

保障，以希望不同身份的人表达各自的政

治利益，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但

事实上，对弱势者的政治参与的保障制度

形成了一人“多重代表”的现象，那些集

知识分子、党派成员、少数民族为一身的

女性易被“选中”，成为一人“多重代表者”。

被选中的女性多处于多重身份压力中，在

行使参政权利时，多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

使各种利益诉求难以表达，使这一政治制

度具有了符号意义，却失去了其政治参与

的意涵。

第四，女性高层中的民主党派人才绝

大多数具有自强和自信的职业素质。当问

及在工作岗位上 “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的正向自

我评价时，高层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

的女性分别为 95.5% 和 93.2%，显示出了

高度的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在“女人的能

力不比男人差”上，具有党派身份的女性

高层人才显示出最高的 93.3% 的比例 ；在

“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上也显示出

最高的 94.7% 的比例。这说明这些女性力

求向人们展示作为女性的努力和能力。

第五，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

次人才最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具有平等

的性别观念是女性成才的决定性因素，它

通过改变自我认知和成就意识等方式来影

响女性的职业发展。通过对劳动性别分工

的认识来进行分析。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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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层次人才对“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

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说法有 77.7% 的

比例是不同意的 ；对“挣钱养家主要是男

人的事情”有 73.8% 不同意 ；对“丈夫的

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有 65.7% 的人

不同意。这意味着她们反对传统性别分工，

力求做一个有责任的女性。对女性高层次

人才来说，能否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

别分，对自身发展提出“去性别化”的要

求是作用其职业成长的重要动力。

四、国家的公共政策应大力支持女性

人才成长

民主党派中的女性人才是我国人才队

伍中重要组成部分。对具有民主党派身份

的女性高层次人才的分析表明，高层次人

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具有至少四

个特点。第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在

学历和资历上具有资源优势，她们绝大多

数接受过高等教育，一半左右具有硕士以

上学位 ；其职业以专业技术为主，具有一

技之长。第二，她们积极地参政议政，特

别是进入到行政管理职务的女性，她们具

有更多的参政机会，但存在“一人多职业

身份”的状况。第三，她们具有自信和自

强的职业素质。第四，她们具有开放和平

等的性别观念，这对于她们的成才具有积

极的作用。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成长是关系到国家

形象、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人才战略的要

事，公共政策应更加注重女性高层次人才

得以产生的社会机制和政策保障。国家的

公共政策要大力支持女性人才的成长，我

们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持之以恒地宣传男女平等的基

本国策。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应当是尽

人皆知的事，但研究表明，不平等的性别

观念依然是阻碍女性成长的重要因素，特

别是在男性高层次人才中。在作为决策者

的党政和企业管理人才中，3 成左右的人

赞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

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和

“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可以说，

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我

们特别建议应在各类的培训中，加强对男女

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学习。质性研究表明，女

性领导干部的学习多有性别平等相关的课

程 ；但男性领导则欠缺相关学习，应将性别

培训纳入正式的学习内容中。

第二，各级党政组织部门应高度重视决

策层的女性比例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各

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女性比例，提高

女性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男女平

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的高

认同率表明，积极肯定的性别政策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应在全面推进性别主流化的同

时，采取更多诸如配额制、同等优先的倾斜

性政策。同时，在倾斜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应避免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情况，以给更多

优秀女性提供发展潜能、贡献于社会的机会。

特别是适当加入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

第三，加强对优秀高层次人才中民主党

派女性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

种渠道宣传民主党派女性中的优秀成员，这

对于树立优秀的女性形象有积极作用。在宣

传中，要充分肯定她们为社会做出的积极贡

献，积极宣传其丰富的生活方式与和谐的婚

姻家庭，营造有利于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的

社会文化环境。建议采取相应措施，通过讲

座、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样化的方式，

系统化、制度化地对女性后备人才如大学生、

中学生进行宣教。

第四，在培养、选拔和使用党外干部的

过程中要增加性别平等意识，为党外女性的

参政提供更加平等的政治环境。

（佟新，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民进中央

妇女儿童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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