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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女性教育: 从 理想图景 看课程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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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女性主义伦理学关于关怀伦理的相关研究, 为勾画中 小学女性教 育的理想 图景提供了 蓝本。在

关怀伦理的指导下, 女性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在目标上应定位 于性别分 层基础上对 自我完善 的诉求; 在课程
内容的选择上应致力于建立性别公平化的多元文化课程 , 在课 程实施上 应关注男女 学生学习 的机会均等, 在
课程评价上注重情感态度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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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广州拟在中小学开始试点实施以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女性教育。此话题将女
性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肯定者、否定者、
观望者各
有之。肯定者认为, 借助于网络作秀而出名的部分
女性的行为, 恰好反映了女性教育的缺失; 否定者却
认为, 网络作秀等行为之所以出现, 病根在于社会生
病, 而不是单纯教育的问题。一方面, 开展 女性教
育 有把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女性的嫌疑, 其实质仍
是男女不平等。而且, 如果仅仅因为某些社会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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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的构建提出一些拙见。

一、基 于关 怀伦 理 的女 性教 育的 理 想
图景
一般看来, 女性教育是以女性为教育的对象, 对
其进行知识传授、人格塑造、品德认同 的社会化过
程, 它不仅包括国家规定的各种各类教育内容, 而且
还包括针对女性特殊需求和终身发展的教育内容。
从当前的女性教育现实来看, 所谓的女性教育, 集中

现象就单给女性开药方, 其本质仍是传统的男权思

体现在对女性道德要求的关注层面。但在女性主义

维。要消除上述社会现象或问题, 如果教育可以解
决问题, 需要普及的不是针对男人或女人的教育, 而

伦理学家看来, 女性教育不仅是关心女性的道德问
题, 更应是促使人类身心真正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是整个社会的教育。另一方面, 这些社会现象或问
题, 只是女性群体的个别现象, 并非普遍存在, 因此

的终身教育。

而进行的女性教育有 扩大化 嫌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大量的女性主义伦理学
著作问世, 其中, 以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卡罗尔

不论何种观点或态度, 其争议的焦点在于, 中小
学女性教育是什么? 在中小学实施女性教育的目的
何在? 如何实现中小学的女性教育? 笔者拟就以上
问题, 基于女性主义伦理学对关怀伦理的研究, 勾画
中小学女性教育的理想图景, 并就中小学女性教育

( 一) 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教育隐喻

吉利根 ( Car ol Gilligan) 1982 年发 表的 不同 的声
音 为代表, 引发大量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以不同于其
他流派的特有方法, 对伦理学问题进行探究, 逐渐发
展形成当代伦理学中独具特色的反主流规范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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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支奇葩

女性主义伦理学。 不同的声音

李清照, 自尊刚毅、
勇于追求幸福的杜十娘等, 人生

发表后, 一些伦理学家运用女性主义的方法论, 对西

也是有太多的悲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地位、
人格

方主流道德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他们通过对道
德认知发展阶段、
道德推论的结构、
道德原则的来源

品质、
职业等都存在明显差异。另外, 激进女性主义
还研究了隐蔽课程, 认为隐蔽课程是学校中男性和

等问 题 进 行 探 究, 提 出 女 性 主 义 的 道 德 思 维 模

女性间不平等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也在无形中影

式

关怀伦理, 这种关怀伦理理论, 动摇了自西方

响男女生选择课程, 使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文科方面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契约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论
证方式, 同时也赋予道德以新的内涵[ 1] 。

的课程, 进而从事 秘书、护 士、教师等 偏带 女性气
质 的行业, 而科学、
物理等多是男生垄断。因此, 女

吉利根等人的关怀伦理的主要观点是: 人类道

性主义伦理学家认为要改革现在的课程, 改变课程

德发展存在公正与关怀两种取向; 公正与关怀可以
在男女两性身上同时得到体现; 但男性更倾向于公

的编排和呈现方式, 多关注女子学科和女性关心的
问题, 把女性的情感、
知识和经验编入教材, 以改变

正, 女性更倾向于关怀。女性道德取向的特征有: 善

以往课程男性霸权的现象。

于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善于建立 联系、作 出反

第三, 教学观。在女性主义理论学家看来, 传统

应; 倾向于思考如何反应与行动, 以使所有人都不受
到伤害; 相信所有的人都需要关怀[ 2] 。

教育就是性别化的教育, 性别偏见无处不在, 包括教
学也不例外。比如在教学中, 教师会要求学生 女生

在关怀伦理的思维模式指导下, 女性主义伦理

要有女生的样儿, 男生有男生的样儿 , 这就在强调

学研究者对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学观念、评价

男女差异, 培养女生文静、
听话、服从、
依赖等女性气

方式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第一, 目的观。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认为道德是

质, 男生则是负责、
勇敢、
坚强等气质, 从而形成性别
刻板印象, 使女性进入社会后只能选择一些与女性

有性别之分, 主要体现在道德价值重心、
道德思维方

气质相适应的不是很重要的职位, 处于社会竞争的

式、
道德发展方式三方面。在道德价值重心上, 男性
倾向于强调公正、正义, 而女性 则倾向于关怀 与责

不利地位。其次, 教师对男女生的注意力分配是不
平均的, 教师更倾向于关注男 生, 给予 男生更多目

任; 在道德思维方式上, 男性体现出一种个体性思维

光, 不论是课内还是课外, 不论是出于 担心男生犯

方式, 遵守普遍的原则, 而女性则体现出一种关系性

错、
开小差等还是其他原因, 都是辅导 男生多于女

思维方式, 要对道德问题当事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和
内心世界分析, 根据情境处理问题; 在道德发展方式

生。这样女性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必须付
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教师的关注, 无形中加强了

上, 吉利根认为女性道德发展经历生存导向、自我牺

男尊女卑的思想, 教师成了父权制的传递者。因此,

牲和不伤害阶段, 这与男性道德发展方式, 比如皮亚
杰道德发展阶段, 是不一样的。因此, 学校教育不能

女性主义理论学家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对教师
进行性别平等教育, 转变他们的教育教学观念, 还要

仅仅包括男性道德教育, 还应该包括女性道德教育,

制定相关的政策加以保障, 如果有必要可以设置单

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把包含情感、关怀、对话等女性

一性别的学校 。

因素放入教学目标之中, 把学会关怀、
学会关心作为
教育目的之一, 我们应该教育所有孩子不仅要学会

第四, 评价观。传统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使学生
实现对书本知识或教材内容的占有, 把知识看成永

竞争, 更要学会关心。教育的目的应该是鼓励有能

恒不变的真理, 教师就是知识 的权威, 课堂的掌控

力、
关心他人、
懂得爱人、也值得别人爱的人的健康
成长 ( 诺丁斯) , 关怀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情感态

者, 学生必须服从权威, 评价的时候也多为测验学生
对 理性 、 客观化 知识的掌握程度, 忽视了人的个

度的和谐发展。

性、
情感、
体验。女性主义理论学家认为对学生的评

[ 3]

第二, 课程观。学校中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

价应多给予学生关怀, 关注学生的处境, 关注学生个

大都是围绕符合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而设置, 体现
了父权制社会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比如有女性主

性、
情感、态度、
性格等方面的发展, 从单一、格式化
的评价走向多元、人性化的评价模式, 不仅关心学生

义研究者发现教科书使用的是男性化语言, 教科书

是否掌握知识, 还要关心学生是否开心学习, 情商是

中的插图、
主题选择以男性形象为主, 女子形象较为
缺乏, 且男性多是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 女性则多为

否得到相应发展。评价教师不仅仅注重教师的教学
技能、
专业知识, 更要注重教师心理健康, 以怎样的

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的形象, 就算是有才华横溢的

精神面貌面对学生,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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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在课堂学习中生成了什么内容等。
( 二) 女性教育之理想图景
理想图景( ideal t ype) , 也称 理想类型 , 是
对某事物或某事件理想状态和结果的一种设想。中
小学女性教育的理想图景实际上是一种理论预设,

我完善的女性教育之目标的追求, 却并不是要求女
性要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能力和品质。女性的解放并
不是拥有男性的权利或者做男人那样的人, 而是女
性的主体地位与独特价值能够得到尊重与实践。亚
里斯多德对公正的定义是: 公正在于同类同等对待

是教育界追求的应然结果, 是对我国中小学女性教

之, 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由此得出, 理想的课程目

育的立体建构和形象描述。

标应是对男女 两性都能得到适合其性 别特征的教
育, 同时也能习得两性优秀的经验、
传统和价值的追

基于对关怀伦理的理解, 我们对女性教育的理
想图景的描述是:
理想的女性教育, 应认同和关心男女性别的差
异性和特殊性, 强调条件平等的教育性别平等, 为男

求。因此, 在正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性的基础上, 重
估女性的品质、
能力与价值, 提高女性特质在教育价
值追求中的地位, 在性别合理分层的基础上追求人

女两性提供适合其性别特征的平等的教育条件。忽
视性别差异的教育平等, 实际上是强迫女性认同并

的自我完善,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教育。

达到男性的标准, 其实质是以形式的平等掩盖现实

元文化课程
性别公平化是开展女性教育的前提条件。而性

的不平等。关心男女性别的特殊性, 恰是一种更精

( 二) 课程内容的选择: 致力于性别公平化的多

细、
更恰当的平等。
理想的女性教育, 应重视女性所从事的怀孕、分

别公平化的真正实施必须建立在以多元文化为前提

娩、
养育儿童、
护理家人等活动所具有普遍的教育意

内容的选择上, 要使课程真正成为促进男女儿童发
展的平台, 可做到以下几点:

义。女性的这些生活经验蕴含着使人生具有深度满
足与欣慰感的种种技能和态度, 并且能够培养人性
中极其珍贵的能力、情感与价值观, 如团结、
利他、贵
生、
关怀、合作等。
理想的女性教育, 应关注女性的思维和认知模

的学校基础上的课程重建。因此, 在女性教育课程

首先, 要做的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男女两性
的传统和经验, 及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与贡献。
其二, 将包括社会性别, 不同种族、
民族等方面
的教育内容, 特别是将女性的经验和女性生活融合

式。女性善于将知识与社会情景和他人相关联, 克

渗透在课程之中, 进行内容的整合。

服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 将理性与情感、
客观
与主观融合在一起。这种认知方式有助于达到知识

其三, 在国家课程中应包括各阶层男女两性双
方的经历, 必须使男女学生在教材课本中看到女性

与经验、
心与脑、理智与感情以 及个人与社会 的统

的形象, 特别是成功女性、职业女性、科学女性的职

一, 有助于培养完全人的教育目的的实现。

业形象, 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女性特质, 欣赏女性角色
特点, 消除性别刻板观念。

二、对中小学女性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
几点看法
站在关怀伦理的视角, 重新审视广州中小学女
性教育及所引起的各种争议, 其实仍然反映的是父
权社会中男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 仅仅强调对女
性这一群体的专门教育。通过对女性教育理想图景

其四, 认清并重视渗透在各学科课程中的性别
意识、
性别价值观念的隐性课程。课程的设计者在
开发课程内容时要尽可能减少隐性课程的负面影响
和负面作用, 培养学生的性别平等理念, 为教学创设
一种宽松、
自由、真实、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环境和教

的勾画, 我们应明白,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教育, 并不

学情境, 发挥隐性课程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并将其
作为重要课程资源 [ 4] 。

是狭隘意义上的对 女性 的教育, 而应该是肯定女

最后, 性别公平化的多元文化课程内容的构建,

性特性、
重视女性价值、
推广女性品质的教育。基于
此, 笔者对中小学女性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提出几

应以改变现行社会和历史状况下的知识内涵, 创造

点拙见。

出新的知识体系为理想追求。
( 三) 课程实施的取向: 教育机会均等

( 一) 课程目标的定位: 立足于性别分层的对自

在女性教育课程的实施过程中, 要提高各级学

我完善的追求
现实中以男性为价值中心的父权制社 会的思

校教师和教育 管理人员的教育性别公 平理念和意
识, 尤其是课堂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性别公平, 如教师

想、
意识和观念在教育中有着深刻的烙印, 我们对自

对学生的教育观念和方法、态度与情感、
期望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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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性别公正, 男女学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参

值、
世界观等密切相关。反映在课程评价上就是知

与、
学习的机会均等。

识的传递要联系学生的个性、情感、兴趣、态度等。

首先, 在教学过程中真正不带任何的性别偏见,
增加对女生的关爱, 培养其学习的自信心。消除性

与此相联系, 女性教育就应该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
个与知识相遇的情境, 在这一情境中教师耐心帮助

别歧视, 让女生在教学过程中也能得到与男孩一样

学生以知识作为探究的起点去认识世界, 掌握真理。

的机会去发展和锻炼。

关注学生的处境、
个性、
情感、
态度、性格等的评价,

其次, 鼓励男女学生合作的课堂学习方式, 减少
性别隔离的竞争氛围。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得男女生

使得学生真正从教师的权威和知识的权威中解放出
来, 让学生能够主动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已有的

都能从中受益, 促使两性的相互了解与尊重, 从而有

知识经验, 与知识进行对话, 发展学生对知识的鉴赏

助于建立起积极的行为与心理模式。
第三,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 要采取适当的课堂活

力、
判断力和批判力, 从而去探寻人生的真正意义和
价值[ 6] 。

动组织形式, 在学生座位的排列、
小组划分上避免性

总之, 女性教育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常谈常新

[ 5]

别隔离现象 。

的话题。在全球化时代和市场经济体制下, 如何将

( 四) 课程评价: 关注情感态度的生成
认识世界的过程以及形成知识的过程, 不仅是

女性教育深入, 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研究者和
实践者的不懈努力。

理智的过程, 同时与人的情感、态度、兴趣、个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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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the ideal view
and curricular construction
CH EN M iao- e
( S chool of Educat ion, Chongqing N ormal U nivers 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 he f em inist et hics t hat concerns about caring pr ovides w it h an ideal blueprint f or t he femal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On t his basis, t he curricular const ruction is aimed at self im pro vem ent w it h diversified disciplines and equal opport unit ies f or bot h gender s. F eeling and at t itude should be
given co nsideration in curricular evalu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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