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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06年6月，厦门大学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妇女研究会合作共建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

究与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厦大妇女研究基地）。

p 厦大妇女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在全国妇联、福

建省和厦门市妇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厦门大

学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

导，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注重发

挥厦门大学综合性大学优势和地缘优势，积极传

播先进性别文化。

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建立



厦大妇女研究基地的发展

p 学术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学术

交流活动机制化并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妇女基地培训和咨询工作不断拓展，已在全国

形成品牌。

p 借助“五缘”优势，妇女研究基地的工作在两

岸四地乃至其他国家地区的性别研究领域中，

正以自己的特色彰显学术影响力。

p 继续打造海峡特色，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女

性学和性别文化传播贡献力量。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二、加强课程规划，学科建设取得大飞跃三、加强学科、课程和教材建设，培养具有先进性别意识的优秀人才

二、创新工作体制机制，积极争取支持

四、推出 《妇女/性别研究》和“芙蓉湖畔对话”，传播先进性别文化



五、理论联系实际，助力女大学生成长成才

六、加强海峡特色，成为推进两岸关和平发展的积极力量

七、知行统一，有效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





p 我们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注意借

鉴和运用当代妇女/性别研究的新视角、新进展和新成果，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和先进性别文化的传

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解放事业, 促进海峡两岸妇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做出贡

献。



u 2009年，率先在全校范围举办“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代性别理论发展”研讨会

u 2010年12月，举办全国范围“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代性别理论发展”学术研讨会，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彭珮云出席开幕式并做重要讲话

u 2011年9月，妇女基地整合校内相关的资源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中心

u 2013年6月，詹心丽主任带领基地成员参加了由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

三家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彭珮云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u 2015年3月，妇女研究基地举办纪念“北京+20”专题座谈会，探讨在“

四个全面”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问题。

u 2015年7月，妇女研究基地又以“马克思主义与妇女劳动”为题举办了

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聚焦妇女劳动议题，探讨在资本主义

全球化时代，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引导中国妇女走向

解放的问题。



u 2016年12月，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家庭家风建设的号召，举办“性

别平等与家庭建设” 学术研讨会。

u 2018年6月，和福建省妇女理论研究会联合主办“改革开放40年妇女发展的理论与

实践”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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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积极争取支持，基地项目纳入厦门大学哲学社会
科学“繁荣计划”
  2013年起，厦门大学从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计划”经费中，每年给基地拨出经费30万元，用
于基地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基地确定了以海峡两岸
比较研究为主要特色，发挥厦大综合学科和区域优
势，经专家评审确定了16个项目，这些研究成果将
陆续以16本系列丛书形式由出版社正式出版。12月
17日将举行丛书的首发式。

*出版学术刊物。
*开展研究课题项目，出版课题项目研究成果。                                         
*开展“性别视角下的大学生全面发展”专项课题研究16个，加   
  强学生工作的实践研究。
*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
*举办公益性性别教育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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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重视和加强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建设
    
1

1

2

3

5

1996年设“女性文学”硕研方向、

2007年设“性别与文学文化”博研方向；

2006年设立“女性社会学”博研方向；

2012年设立交叉学科“妇女/性别研究”博士点；

2007年设立“公共管理（女性研究）”硕士点；

截至2017年，厦门大学已招收妇女/性别方向博士研究生5名。



妇女研究基地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以
研究带课程，以课程促研究。积极推动妇女/性
别研究课程建设，培养具有先进性别意识的优
秀人才。

2

      截止2018年11月，妇女研究基地成员开设各类女性学及相关

课程45门，课程覆盖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其中面向全校

选修的公共课程已达21门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注意加强教材建设3

国家“十一五”
规划教材，
该学科领域的
全国通用教材。
获新闻出版总
署第二届“三
个一百”原创
图书出版工程
奖，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第11届
优秀成果奖等。

福建省社科
联优秀成果
一等奖

《女性文学教程》
林丹娅教授合作主

编
我校教师参与撰写

《女性学导论》
叶文振教授主编

《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和中国特色女权

主义实践》
石红梅

《女性主义哲学》
曹剑波、宋建丽、  

石红梅



完成一批妇女/性别研究项目
  

 厦大妇女研究基地成员主

持、参与了一系列重要课题和

项目。其中，“女性主义公民

资格与社会正义”、“中国婚

姻家庭法的传统与现代化研究

”、“台湾女性文学史”等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及部委项目30

多项，“在两岸交流合作先行

区建设中发挥妇女作用问题研

究”、“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

妇女地位变迁与婚姻家庭权利

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

护研究”等省级社科项目50多

项。

4





*妇女研究基地创办刊物
 《妇女/性别研究》   

u 2014年创刊，旨在加强国内外妇女/

性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推动在新时

代背景下妇女/性别研究在不同学科

的交流与发展。

u 主要刊登文学、经济学、教育学、法

学、社会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妇女

/性别研究成果，尤其注重海峡两岸

学术界妇女/性别研究的最新进展和

最新成果。

u 目前已出刊五辑，发表国内外各个学

科的性别研究成果近百篇，同时开辟

专栏，鼓励研究生投稿，培育优秀青

年人才。



*举办跨学科论坛“芙蓉湖畔对话”
致力于在校内外传播先进性别文化。

2016年第一期

“科学 性别 人生 梦想”
2017年第二期  

“科学 性别 健康 人生”

2017年第三期
“教育 性别 公平 未来”

2018年第四期
“性别 生态 共享 文明”



“芙蓉湖畔对话”跨学科论坛

u   “芙蓉湖畔对话”对在校

园传播先进的性别文化和意

识，提升女教师和女学生的

自信，促进学科交叉交流起

了推动作用，在广大师生中

产生了热烈反响。

u 前四期论坛内容已结集《对

话芙蓉湖畔》，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





聚焦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引起妇联领导高度重视1

p 2016年，厦大妇女研究基地性别与大学生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刘艳杰提交了“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基于职业生涯
发展的视角”的论文，参加了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下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研
讨会，受到全国妇联的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
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会长沈跃跃就该报告提出了三
个问题并在会上进行了讨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建议
把论文写成内参。



举办论坛，助力女性创业2

p 2016年12月2日，举办“芙蓉花开——女大学生创新创业论
坛”暨“德贞社会课堂基金”2016年度校友论坛。



提升性别意识，促进协同发展3

    2017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妇女研究基地立足学校学
生工作实际，以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等
为切入点，组织多类别多样化的活动，提升校园性别意识，
促进大学生群体协同发展。

p女生节招聘会邀请了省内外97家用人单位来校招聘，吸引了
校内外500多名毕业生参加，特别是给求职周期相对较长的女
大学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p“恋爱中女性自我成长与关系协调”、“你本来就很美——
女性自信自爱”为主题的心理讲座和沙龙，也给女生带来了
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心理调适指导。



加强学术交流，提升服务女大学生能力4

 

p2017年6月19日，举办“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与职业发展”
为主题的研讨会。





    妇女研究基地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进一步深化并扩
展海峡两岸关于妇女/性别问题的交流与合作，把妇女研
究基地对台合作的特色与优势继续发扬。
    自妇女研究基地成立以来，我们先后有三批团队成
员考察台湾地区的妇女理论和实践研究，包括课程建设
和学科建设的经验，台湾地区的专家教授也以团队形式
三次回访厦大。



u 2013年，以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宗旨，研究团队纳入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u 2014年11月，厦大妇女研究基地召开“妇女/性别研究与社会发展”
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40多人，分享海峡两岸妇

女/性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同时，中华全国台湾台胞联谊会

会长汪毅夫应邀做客厦门大学南强学术讲座，作了题为《闽台两

地的婢女问题》的报告。



*林丹娅教授《台湾女性文学史》

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

首发。

u 加强两岸交流

*加强两岸交流，每年组队参加
海峡妇女论坛。

*王德文教授的《闽台老年健
康促进兼性别协同发展研究》





妇女研究基地通过培训、政策咨询工作的拓展，
    有效服务国家和经济社会建设。

    妇女研究基地受全国妇联和有关省市妇联的委托，历年举
办了全国妇联执委研修班、全国妇联组工系统研修班、福建省
妇女工委系统研修班、太原市妇联研修班、郑州市妇联研修班、
驻马店市妇联研修班、广西妇联研修班、贵州省妇联、重庆市
妇联、重庆市监察系统妇女干部研修班、南昌市妇联研修班、
广东汕头市妇联研修班等等各种类型、各个层面的研修班，为
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干部、各行业的妇女职员、以及从事妇女
管理或研究工作的人员，进行高层次培训，取得良好效应，获
得了学员的高度赞赏与肯定。



   在传播先进性别文化的同时，妇女研究基地成员的研究成果
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直接服务社会。

蒋月教授主持完成的 “厦门市家庭暴力问题的现状与对策”课题，
直接推动了厦门市人大通过《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蒋月
教授主持完成《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
法》修订论证和起草。

p李明欢教授和唐美玲副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协助厦门市妇联制定
《厦门市妇女发展纲要（2010-2020）》和《厦门市儿童发展纲要
（2010-2020）》



p石红梅教授主持的课题组与福建省妇儿工委联合完成《福建省
女性工作生活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其调研成果发表于福建
省《调研内参》。同时，开展关于“厦门市妇女就业率情况”的
专项研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

p妇女研究基地与厦门市海沧区妇联深入交流，合作开展课题研
究，将海沧区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活动基地。

    



    五年来，厦大妇女研究基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为指导，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借助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在
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开发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较大
的突破。五年来，妇女研究基地创立了《妇女/性别研究》
刊物、打造了“芙蓉湖畔”对话，聚焦女大学生群体实际
需求，从各方面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妇女研究基地借助
五缘优势，不断强化海峡特色，知行统一，服务国家大局
和经济社会建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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