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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奉行 “男女平

等”政策，在这一政策引导下，中国妇女全面进

入了社会工作领域，妇女就业率一直居于世界

前列。"*’& 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为 )*，&+, 万

人，其中女性社会劳动者占 !)$ )- 。"**% 年，

全国各地区在业人口为 ,，!’# 万，其中妇女占

!+- 。"**+ 年，在 ,*&" 万人在业人口中，女性

比例又一次上升到 !+$ ’- 。!但是妇女在领导

层中的比例却远低于此。"**% 年，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机构负责人中，妇女 "" 万人，男性 "#+
万人，妇女仅占总数的 &- ；在党群组织负责人

中，妇女 ’! 万人，男性 ,+& 万人，妇女占总数的

"%- ；女性在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也只占

"%- ；甚至在居民 （村民）委员会这样最基层的

负责人中女性也仅占 #)- 。"面对这些数字，我

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状况，影响

妇女职业发展的因素以及诸多影响因素之间

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城市妇女职业发

展的概念，力求解释为什么妇女在职业发展上

处于劣势地位，目的在于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寻

找影响妇女职业发展的社会机制。

一

“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是个内涵丰富且

难以下定义的概念。首先，城市妇女的职业发

展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很难确定什么人是城市人，什么人

是非城市人，“城市妇女”也就难以定义了。从

社区的概念看，城市妇女是指一切在城市居住

的妇女，这不是 “户口”意义上的概念。虽然根

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妇女在生活方

式和资源配置上有天壤之别，但是改革开放

后，户口制度被各种灵活的用人制度所打破，

因此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妇女皆可称为

城市妇女。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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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管理制度，在分析有关城市人口时，户籍依然

是个重要变量。

对“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的研究是对城市

中从事相对稳定的工作、领取稳定劳动报酬的

在业妇女的职业状况的研究，特别强调对妇女

职业发展的研究。所谓 “职业发展”具有多层涵

义，主要是指城市妇女通过各种职业活动获得

的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增长。社会资源包括政

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关系资源。获取政治资源

能力的增长是指妇女通过有酬劳动不断参与政

治生活和其政治生活意识、能力和职业地位的

逐渐提高，如通过在工作岗位上加入中国共产

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形和可能性。获取

经济资源能力的增长是指妇女通过有酬劳动而

使经济收入和获取收入能力的不断提高，表明

妇女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取关系资源能

力的增长是指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与个人有直

接或间接联系的社会关系量的增长。社会资源

是嵌入在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连接到的他人

的位置中的，即社会资源包括了那些通过网络

而连接起来的可以共享的资源。通过职业，妇

女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其职

业发展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网络深深地影响着

职业的进入以及职业晋升。中国是一个具有明

显“差序格局”和依靠“特殊主义”原则行事的社

会，社会关系网络的占有状况表明妇女职业发

展的潜力。

对 “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的分析框架，主

要有两种分析单位。分析单位之一是把城市妇

女作为一个集体或群体层面进行考察。分析单

位之二是把妇女视作社会行动者。从群体层面

的考察主要关注："# 城市妇女整体如何利用各

种资源发展职业妇女自身的利益；$# 职业妇女

群体是如何来改善职业发展机遇的。从社会行

动者的层面进行考察，主要关注："# 社会行动

者如何对各种与职业相关的社会资源进行投

资；$# 社会行动者如何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来实

现自己特定的职业目标。群体层面的考察反映

了妇女职业水平的总体状况；从社会行动者层

面进行的分析更多地反映了妇女的职业身份认

同，即妇女通过职业获得的对自身社会身份和

地位的认识以及自身的能动性。

“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

其研究视角不仅停留在就业状况、职业结构等

静态指标上，还关注妇女在职业进入、转岗、调

动、提升、退休、下岗等重要的职业发展转折点

上的变化，这些转折点（%&’()*%+&,)-）是重要的分

析线索，它揭示出妇女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机

会结构。假设之一：两性职业发展路径之间存在

着较高的同质性，那么，就可以说明城市妇女在

职业发展上与男性没有很大的差异，反之则说

明妇女制度性地缺少升迁机会。假设之二：妇女

职业发展贯穿于妇女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且不

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职业发展轨迹和发展特点。

这一点可以通过妇女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表

现出来的职业自我认同的差异性来进行研究。

自我认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认知自己是谁、处

于社会何种位置等的一系列概念。妇女的职业

发展正是个体通过职业生命周期不断认识自

我、设计自我并实现相应社会地位的过程。

二

如何分析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状况呢？社

会学研究至少有两种方法。一是传统的结构功

能理论，二是结合了个人能动性的结构化理

论。前者是一种相对传统的研究视角，把社会结

构视为模式化了的社会关系，拟人体结构与功

能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社会行

动者的制约性作用。这种研究易于把社会行动

者视为一个受限于社会结构的被动者，无法看

到社会行动者对于社会结构的适应与变通能

力。把妇女视为社会行动者的结构化理论则强

调社会结构具有的二重性特征，即社会结构与

社会行动者之间形成可以相互生产和再生产的

机制。结构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吉登斯认为，“以

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

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 “社会系统的

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

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

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

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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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

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本研究框架是使用

结构化理论寻找影响妇女职业发展的结构性特

征，探讨妇女作为社会行动者是如何把结构化

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内化到行动中，并不断

再生产出使妇女职业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结构

性障碍，强调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力求

把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置于结构的静态方面和

社会行动者的动态方面进行全面分析。结构化

理论更加关注正在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

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

图：

这一分析框架强调，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

为，妇女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社会整体的教育

结构、市场结构和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

结构性因素对妇女的职业发展起到正负双向作

用；如教育、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割以及个人的

职业关系网络限制着或强化着妇女获得资源的

可能性。与此同时，妇女作为社会行动者也经

由不断地实践着各种社会关系而实现职业认

同；由此结构性因素和社会行动者能动性因素

结构化地共同作用于妇女的职业发展，形成使

妇女处于优势或劣势的职业地位。这种结构化

的作用更突出地表现为对妇女生命周期不同阶

段的作用，因为随着妇女生命周期的进行，社会

化过程突出了结构性因素对妇女认同的作用，

妇女逐渐接受自身的再生产功能，接受作为妻

子母亲的角色定义，这些直接形成了妇女不同

的职业策略。

结构性因素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结构化地作

用于妇女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于，结构性因

素形成了妇女顺应社会期望的认同，使其丧失

或减少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能动性；同时，即使

妇女的能动性使其可能寻求各种职业发展，但

其可利用的途径也只能在现存的结构中步履维

艰地前行，其结果往往是强化已有的以男权为

中心的各种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在妇女能动性

的过程中，由个体反思性形成的自我认同，总是

不可避免地与各种结构性因素和社会符号意义

体系相互交织，个人的经验虽然体现出多元化

和多层面，但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各种社会结构

和符号价值等结构化地使男权社会结构得以

生产和再生产。虽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妇女个

体具有了改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但是妇女作

为一个利益群体的职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三

从结构性因素看，布劳的 “不平等和异质

性”理论强调社会不平等是指随机抽取两个个

体看其拥有资源的可能性大小；这种随机抽取

的样本可以因其异质性而进行比较性研究，各

种异质性特征包括性别、宗教、种族、阶级等结

构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人们拥有的资源

状况。 "布劳 " 邓肯的社会地位获致模型认为，

人们的社会阶级地位是由其先赋地位和个人努

力所达到的教育地位决定的。借鉴上述观点，考

察妇女的职业发展时，首先应当考察妇女的阶

级状况、受教育状况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位置等

结构性因素。

第一，从社会结构角度看，阶级或阶层是个

重要概念，那么妇女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的阶级

地位是复杂的。就两性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男

权社会，妇女仍然处于底层地位。那么什么是妇

女，特别是职业妇女的阶级结构呢？中国缺少这

方面的研究。#$%& " #$%% 年曾任英国社会学会

主席 （’()）的英国社会学家 (·艾伦 * (+,-./
)..,0 1，在其代表作 《性别分工和社会》（(,23/.
4-5-6-70 /08 (79-,:;< #$%!）和《在工作和婚姻中

的依赖与剥削》（4,=,08,09, /08 >2=.7-:/:-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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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以及一些相关文章中

指出，社会学的阶级分析框架中缺少了妇女的

位置，性别分工的所谓自然秩序没有被视作一

系列的社会关系建构而得到应有的研究、分析

和置疑。因此在学术界有关阶级结构的社会分

层理论一直视人口中的一半为一种边缘状态，

妇女很难被视为真正的“挣工资”的人。艾伦认

为，阶级理论没有很好的加入家庭这一概念。

加入阶级概念的家庭理论的假设是：.1 家庭是

阶级的单位，家庭是最有用和最合适的阶级分

析的概念；21 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从他们的

男性亲缘关系中获得他们的阶级位置和地位。

31 妇女依赖于相关联的男人。这些假设可以具

体化为社会学的方方面面。!阶级分析的研究

视角提出女性是否具有真正的阶级独立性的问

题。有观点认为，女性不具有真正阶级的独立

性。因为女性拥有的资源和报酬并非完全取决

于她本人的职业，而是她父亲或丈夫的职业。

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源自

于家庭，她们所属的家庭地位决定了她们的社

会地位。而家庭的地位又主要视男性家长的地

位而定。现代社会，妇女的社会身份仍然是透

过家庭实现的，妇女的家庭身份似乎比女性自

身获得的社会地位重要。那么在家庭之外，妇

女通过职业获得的身份有什么意义呢？中国妇

女的广泛就业是否使妇女获得了阶级的独立性

呢？这些需要深入的研究。

第二，学者普遍认同，影响妇女职业发展的

主要障碍性因素是教育因素，而改变这种状况

的主要途径也是教育。"一项有关北京城市妇

女地位调查的研究表明，影响两性在担任领导

职务上的巨大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是个人能力、

精力和素质”。#从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的性

别构成看，.//4 年女生比例占高校学生总数的

331 !5；.//6 年有所上升，占 361 75，$但总体

低于在业人口的性别构成。教育制度、特别是

高等教育具有的分层化机制是影响妇女职业发

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相

同文化程度的两性也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发

展机会。也就是说，在教育这一结构性因素之

外还存在着其它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程度是影响

妇女职业发展的又一障碍性结构因素。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不同层次。一

方面，劳动力市场是等级化的，至少被分割为高

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高级劳动力

市场一般是由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和能力的人占

据，次级劳动力市场是由没有什么专长的人构

成，两者之间存在着排斥性。因此，那些没有能

力进入大学的妇女根本无法进入到高级劳动力

市场中，向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升迁机会对于那

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是完全封闭的。

即城市妇女的受教育状况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

性地决定了她们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与此同时，

由于女性承担的生育及养育功能，使那些即使

能够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也无法与具有

同样教育背景的女性进行同等的竞争，因为在

时间成本和未来发展预期上两性没有了可比

性。可以说，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两性被分割的劳

动力市场，其分割的基础在于两性具有不同的

生理功能和这一生理功能背后的社会功能，妇

女的生育决定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结构性的

处于缺少发展机会的境地。另一方面，劳动力市

场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

外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市场”是指由存在

于某个职业领域、行业或组织内部的劳动力供

求。这是个相对的概念，它可以指某一组织中的

劳动力市场状况或工作梯阶；也可以指一个职

业领域或某一行业中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内部

劳动市场的研究强调人们的职业发展被限制在

某个特殊的行业、职业或组织的内部。因为任何

工作、工作的梯阶以及梯阶间的移动都内涵在

组织内部的规则中。罗森布姆认为，不仅是个人

能力的差异，更主要是老板所提供的发展机会

的差异使个人工作技能和知识有着不同的发展

轨迹。这些机会变化伴随着先前的状况，是一个

累积的模式，较早的提升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

了机会。研究表明，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空

缺链”，当某一职位出现空缺时，它首先对内部

劳动力市场的人打开。职业发展的链条在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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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要想升到一个较高的位置就必须首先占

有那个接近这一位置的较低位置。某一位置的

空缺 （如退休）对于那些不在这个等级链中的

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人来说，其升迁的机会是完

全 “封闭”的。人们职业变动的结果表明，人们

进入某一职业位置的可能性是不同的，人们沿

着似乎是有形的一条机会结构的链条而发展，

这种机会结构链条的意义在于，人们可能达到

的 “下一个位置”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 “开放”

的，而是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可以理解为一种组织的制度安排。从内部劳动

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看，女性在内部劳动

市场的位置影响到她们在外部劳动市场中的

地位和发展。大企业存在内部劳动市场 " 它具

有升迁的机会；而中小企业则只有经由外部劳

动市场再流动到其他的工厂" 这种劳动力市场

的差异使得大企业工人与中小企业工人的职

业发展机会及发展路径具有结构性差别。妇女

在内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双重地缺少发展

机会的境地：一是在内部劳动市场中妇女缺少

发展的链条，在职业升迁的等级链中很多位置

对妇女是“封闭”的。二是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中，多数妇女根本就无法进入具有内部劳动力

市场的单位，只能在中小企业寻求工作，这一

结构本身就决定了妇女不具有内部升迁的机

会。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重要的社会特

征，它直接导致城乡妇女在资源拥有上的巨大

差异。进城的农村妇女主要从事第三产业或地

下经济，与城市妇女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无

论是从收入、劳动保障还是社会地位上，二者

之间发展的链条几乎是断裂的，有必要分别进

行考察。

第四，工作组织结构也是建构妇女职业发

展路径的重要力量。社会学家坎特（#·$%&’()）
等人认为，工作组织，特别是由白领构成的工

作组织结构在妇女职业发展的机会上建构出

了一个 “玻璃天花板”（% *+%,, -(.+.&*），这种建

构把妇女们安置在了从属地位上。她的研究假

设把个人发展与组织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包

括：/0 工作是对一个更广泛的组织环境的反

应，例如是否存在着晋升机会是个环境问题，这

个环境独立于个体而存在。10 个体会采取各种

灵活策略以求尽最大可能地扩展工作的意义和

自主性。20 个体在决定如何从事自己的工作方

面，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斟酌

的权限难以超出由组织建立的正式限制；每个

人得到工作的关键是能否胜任工作，虽然每个

人并不是能够得到相等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能

力。坎特的结论是，首先，可以根据男人和女人

的位置而不是他们的性别来说明他们在组织中

的行为。男人并不必然主动地歧视妇女；相反，

是妇女自己表现得似乎没有好的潜力来从事管

理工作。这里的原因是妇女们从事的工作助长

了她们的消极被动情绪，无法与组织目标认同，

无法从容地展示自我。第二，助长消极情绪的

模式具有自我再生产的系统：装点门面般地雇

用妇女使她们无法充分地施展工作能力；因为

个体在工作中的不 “放松”，由此导致妇女缺乏

发展机会，这又使她们不可能在工作中表现出

能够胜任更多工作的状态。

第五，法律制度也影响着妇女的职业发

展。我国针对女性的生理特殊状况对女工作出

的一些保护性法律规定对妇女职业发展似乎具

有双重涵义。如 !3 年代末颁布的《女职工健康

保健暂行规定》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这

些规定一方面直接保护了妇女在劳动过程中的

权益，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歧视性雇佣和职

业限制。因为这些保护措施主要是围绕着妇女

的再生产功能设置的，它固化了妇女的生育职

能，也使一些单位不愿雇佣妇女，形成市场歧

视。

总之，我们对社会结构性因素作用于妇女

职业发展的状况可以有以下假设：妇女的职业

发展受到阶级出身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由此

妇女的最初职业出现结构化特征。其中，个人

的阶级出身（父母的职业）决定着一个人可供选

择的职业范围；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个人如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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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关键性的机制在于

具有职业发展潜力的职业对于多数妇女来说是

结构封闭的。

四

从社会行动者的角度或妇女个体的层面来

分析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生命周期的概念十

分重要。生命周期（"#$% &’()*%）也叫生命历程或

生命历程领域 （"#$% &’()*% +’,-#.*），是指个人

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包括由年龄区分的生

活经历、发展路径、各种机会和重要的生命事

件。生命周期的概念与年龄变量紧密相关，在

不同的年龄段，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

社会参与结构和参与性质。人们是经由重要的

生命事件来认知和调适自己的社会角色，转换

相应的权利、义务、规范和期望关系，社会分配

机制伴随着年龄而变化，个体在不同生命周期

的时段上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说，个

体的生命轨迹至少包括：教育史、婚姻家庭史和

生育史以及劳动就业史。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

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在日常生活时空路径中

的定位过程都同时是其“生命周期”或生活道路

的定位过程。在生活路径上进行的定位过程总

是与社会身份的类别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就

社会而言，个体的生命周期具有共性，反映着社

会变迁的轨迹。

妇女作为人口再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和社会

生产的参与者，其生命周期与职业发展紧密相

连、甚至重叠。妇女特有的生命周期首先表现

在生理方面。妇女要经历经期、孕产哺乳期等

特殊的生命周期。从妇女个体层面看，与生命

周期相关的重要概念主要是自我认同和自我轨

迹。所谓自我认同（*%"$ / #+%.0#01）是指个体依据

对个人经历的反思而理解到的自我。所谓自我

轨迹（0)-2%&0’)1 ’$ 03% *%"$）是指个人的生活经历

经过自我反思性的认识，而发展出来的具有内

在参照性的体系。妇女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具有不同的自我认同，妇女参与的人口再生产

和社会性生产使其自我认同具有独特性，经过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妇女在职业发展方面形成

的自我认同具有一定的自我轨迹。

在中国，由于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

生命周期与妇女职业发展轨迹之间的互动关系

成为妇女形成独特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轨迹的主

要动因。一项对女大学生性别认同的研究表明，

女大学生在工作后比学习阶段对自己的性别认

同度明显降低了。“与在校的女大学生相比，在

职的女大学生对社会的抱怨更多，认为如果自

己是个男人，会比现在更有成就，同时也更多地

肯定女性对家庭的责任。”在职女大学生否定自

己性别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通过劳动力市场

的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在生命周期中，生育使

妇女感知到性别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对自我性

别持肯定态度的女大学生中，456 的人认为，

“女性的压力比男性小，事业有成更好，一事无

成也不会有多大压力，进退自如。” 这正说明

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通过妇女自身的反思，

转化为符号性因素，成为妇女缺乏成就动机的

原因。有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女生的独立性远远

高于男生，其成就动机也高于男生，但从初中开

始，女生的成就动机低于男生，而且差距越来越

大，在大学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这说明女

性是逐渐放弃自我发展的追求，去顺应社会已

有的性别期待。在婚育年龄之前，女性虽然在家

庭资源享用、人力资本投向及社会期望等方面

遭到差别对待，妇女在职业发展的初期遇到了

更大的阻碍，即社会把妇女预设在 “生育”的社

会位置上，这种社会定位使妇女在事业面前障

碍重重，而随着生命周期而来的养育和相伴随

的机会缺失使妇女不得不放弃职业发展。

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妇女的职业发展大

体有以下几个理论假设：78 妇女的婚姻和生育

作为妇女生命周期中无法逃避的生活，直接影

响妇女的职业发展。98 企求职业发展的妇女面

临着由于生育而出现的时间成本问题。计划生

育和晚婚晚育政策的实施已使妇女用于生育的

时间大大减少，但生育的时间成本仍然是一个

重要变量。但在不同的个体，如年龄、阶级、受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和与丈夫互动等方面有所差

异。58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妇女通过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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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断地反抗或顺从传统角色的矛盾，延续

着一条自我的轨道，前期经验具有内在的参照

性。职业有所发展的妇女是在反抗传统角色的

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的，这与男性不同，男性是

在与父权文化的一致性下实现自我认同，即存

在职业自我认同的分化。#$ 话语环境型塑着妇

女的自我认同和职业发展路径，现代性内涵着

话语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它使性别认同具有

社会可塑性和自我强迫性。

在生命周期的概念下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引起注意，即历史时代与个人生命周期的

嵌入性关系，这表明个体生活世界与时代的联

系。它既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也具有历史事件

的因素。例如，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

放等历史事件深深地影响着妇女的生命周期和

其职业发展。

五

妇女作为社会行动者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应

对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是通过反思不断

寻求行动策略，并制定职业发展计划，这种发展

计划是依照妇女自身经验和设想的生命周期来

策略性地发展职业道路。妇女的能动性主要体

现在反思性上，妇女能动性的反思在于对商品

化和被控制的反思。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反思

性最终可能导致 “个人解放政治”的出现，即妇

女从个人到群体从被动到主动地追求摆脱剥

削、不平等或压迫的解放性的政治追求。

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在已有的社会结构和

生命阶段中进行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的策略选

择。这里的基本假设是：至少存在着三种职业

发展策略，一是工具性取向的职业发展策略，将

工作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主要视工作为

养家糊口的工具。这种策略表现在，妇女通过

积极发展顺应社会期望的自我认同来寻求资

源，即策略性地选择在职业方面投入较少的精

力，而投资于适应性别刻板印象的方面，如寻找

稳定轻闲的工作、学习美容化妆、家务劳动等，

增加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这代表了妇

女试图超越结构约束的努力，但结果恰恰是深

化了已有的结构。二是经验性取向的职业发展

策略，抓住每一个机会，增加学习各种技术的机

会。对于无技术的人来说 % 通过改变工作地点等

来改变工作中的单调。三是发展象征性的职业

发展策略，在工作中寻求象征意义和生活意

义。

注释：

! !&’( 年的资料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

所和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和 !&&, 年的资料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中国

性别统计资料》（!&&" )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第 +** 和 #*+ 页。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

会与科技 统计司 编：《中国性 别统计 资料》（!&&" )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第 +*# 和第 #+#
页，第 *&, 页。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
年版，第 (! ) (* 页，第 (& 页，第 !-+ 页。

)参见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译本），中国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年版。

* ./01/2 30 /4567389 601 :76;; <=2>683=0% 30 !"#$%& ’&%((
%)* +,- .$/$($") "0 1%2"345 /1$ ?08@=09 .311/0; 601
.6A30 B6:C/0D3/% E6>F231G/ H03A/2;389 I2/;;，!&(*，I
!+’ ) !+($
+马和民：“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

系”，《社会学研究》，!&&’ 年第 # 期。

,冯立天、陈再华：“北京城市妇女地位调查研究”，《平

等与发展》，三联书店，!&&’ 年版。

- B377>60% B$ J K=;6F/8@ B=;; L608/2% !&’,% 6)"+,-4
M=3:/$ ./01/2 E389% N/O P=2CQ R=5F7/169 ) ?5:@=2$
&’.钱焕琦 ：“从女大学生不乐意作女性谈社会性别差异

的形成及其矫正”，《妇女研究论丛》，*""" 年第 # 期。

&’/强海燕：“关于女性‘成功恐惧’心理倾向的研究”，《妇

女研究论丛》，!&&& 年第 + 期。

责任编辑：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