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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Gender analysis is a method for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How-

ever ,w ith regard to it s methodology , i t can be applied broadly in various sociological re-

search.Development-oriented Gender Analysis(DOGA)is a summary of the author' s

past ten years' 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This method is devel-

oped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which

aims to serve for the practical needs of development pract ices.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framewo rk of gender analysis , gender analysis method and applicat ion of participatory

approach in gender analy sis.It is believed that DOGA can serve as a tool fo r w orking out

gender equity program tow 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it can also provide an opera-

tio nalized w ay for mainst reaming gender equi ty into development.

　　性别分析的方法是发展实践与研究的方法 ,可以广泛地应用于与性别问题相关的各种分

析领域。其形成与发展得益于性别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和环境与

发展等问题一道 ,是 80年代提出 、并逐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说到可持续发展 ,起初人们往往习惯于狭义地理解为环境资源与生态问题。事实上 ,当

人们认识到发展应该回归到以人为中心时 ,其含义就扩展到了社会的政治 、文化 、经济 、技术 、

资源与环境等不同的方面 。可持续发展在强调资源与环境的永续利用时 ,也非常注意社会群

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 。因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同样像失控的资源的使用一样 ,威胁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 。由此性别与发展的问题涉及了从社会制度安排 、社会认知过程 ,以及社会意识 、价

值观直到技术创新的深层次的变革性的问题 。狭义地说 ,性别与发展是女权主义在 80年代后

的重新定位;广义地说 ,则是各种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潮相互交融的产物。所以 ,当我们观察许

多国际发展援助政策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将性别与发展放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中 ,有人

说 ,从神权的至高无上到人的自身解放是古典启蒙主义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那么可持续发展 ,

则无疑是 20世纪末经历了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又一贡献。

性别与发展理论是妇女与发展理论的深化及发展 ,它进一步阐述了社会性别关系及其在

发展中的含义 ,从权力结构和体制的深层次来探讨性别与发展问题 ,其被接受的程度和应用性

更加广泛(李小云 、林志斌 ,1999)。性别与发展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发展过程中性别的作用 ,

而且在实践上也探索了获得男女平等的发展手段 。性别分析正是上述背景下在过去十余年间

开始出现的实践与研究的方法 。卡罗琳·摩塞(C.Moser)于 1993 年出版的《性别计划与发展-

理论 、实践与培训》一书是性别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哈佛国际关系学院于 20世纪 80年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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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哈佛分析框架(Wiiliams , 1994:267)是探讨性别分析框架的开创之作。她们均从性别与

发展的角度探讨性别分析的理论与框架 。参与式发展以其对发展的哲学思考及其在方法 、尤

其是操作工具上的创新 ,为性别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考与创造的空间(李小云等 , 1999),许多学

者和发展实践者运用参与式工具进行性别分析 ,如荷兰发展援助署编写的《性别评估-性别专

家手册》(Lingen , 1997 )一书就详细陈述了如何在性别评估与研究中运用参与式工具 。中国

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近十年的农村发展研究与实践中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探讨性别

与发展问题 ,并在性别与发展的研究 、实践和培训中广泛运用了性别敏感的参与式工具①。笔

者仅以本文作为这些工作的总结之一与同行们进行探讨。

一 、性别分析的概念

性别分析包括对男性及女性在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等不同领域 、不同时间中所从事的活

动 、产生的作用及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分析 ,包括对男性和女性的态度 、观点 、看法以及对未来

预期的分析。性别分析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系统的方法与工具的总称 。男性和女性在社

会 、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活动 ,产生着不同的作用 ,而且这些活动和作用在

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是社会中的非常普通的现象 。然而对其进行的归纳和

认识基本上仍处于认识性的或规范性的阶段 ,没能够更深入地从实证角度给予总结。这主要

是由于妇女权利一直是通过政治运动 、革命或立法的程序来获得 ,而长期以来 ,主要是制度要

素造成了男女的不平等 ,当明显的制度不平等消除以后 ,人们往往以为性别的不平等就由此而

消除了 。实际上 ,性别差异的非制度性因素依然存在 ,男女的不平等性也自然未能被根本消

除。当发展实践成为一种潮流时 ,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性别的差异不仅仅是妇女权利的问题 ,

而已经成为了影响发展效益的重要因素 。例如 ,当把一项支持甘薯生产的项目定位到男性主

体参与 ,而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妇女是甘薯生产的主体时 ,这种错位最终将导致项目的失败 。

因此 ,对性别在发展中作用的重新审视就奠定了性别与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而实践中

则出现了这样一种需求 ,即如何能知道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与作用 ,并以一个实证的框架来为计

划者提供发展资源的分配方向及原则。性别分析正是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 ,

虽然同一个方法与工具往往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 ,但更多的情况是 ,不同的目的和方法论要

求有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性别分析正是在性别与发展的理论框架之下 ,为了最终满足妇女的

战略性别需求的分析方法②。

二 、性别分析的框架

性别分析不只是对妇女的状况进行分析 ,而是对两性的社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所

进行的分析。因此 ,分析过程均涉及社会生活中男性与女性共同构建的社会 、政治 、经济及文

化的关系的总体 。其理论假设在于 ,性别的差异除了受到性别的生物学影响之外 ,主要来源于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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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战略性别需求是指为了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谋求妇女的解放的需求;现实性别需求是指在妇女现在的社会角色下
所产生的需求。

1990年在河北省武安县笔者对男女中学生的发展预期进行分析;1992年开始在河北省宁晋县展开妇女发展项目 ,
笔者进行性别劳动分析的调查研究并发表论文《妇女与发展-性别相对作用的案例分析》(《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
1994年增刊)。在近 5年的工作中 ,笔者先后参与了众多发展项目的设计 、执行 、评估和培训 ,在很多项目中充分运
用了参与式的性别分析方法并写有多篇研究报告。林志斌 、王海民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1 期发表的《论小额
信贷运作中的性别分析》也是上述工作的总结之一。



性别分析的框架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含义。社会性别分析有助于通过实证的研究来

证明或发现社会性别关系的综合运作过程 ,例如:社会性别差异的制度要素 ,社会性别差异的

经济要素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从实践的角度看 ,社会性别分析提供了认识社会性别差异并继

而探讨如何消除差异(如果是必要的)的方案 。例如 ,当简单地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要求发展项

目具备社会性别敏感时 ,往往会因为缺乏明确的理由而形成潜在的冲突。但当社会性别分析

能够提供男性及女性在发展进程中有不同作用时 ,就容易使社会性别敏感性纳入到主流发展

方案中。事实上 ,社会性别分析在广义上 ,仍属于社会分析的范畴 ,因此 ,也被广泛运用于与社

会性别有关的社会学 、政治学及人类学研究中 。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结合 ,在分析与实践方面往

往非常困难 ,就好像发展是一部机器 ,在原来的设计中并没有设计社会性别问题 ,而只是这部

机器运转以后才发现由于没有很好地认识 、研究和设计社会性别这个零件而使得机器的工作

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 ,如何改进机器的运转就不单是加入一个零件的问题 ,而是如何整合社

会性别进入整个系统的问题。社会性别分析的框架正是力图提供一个能使社会性别问题的争

议 ,建立在一个实证的框架范围之内 ,从而能使分析的结果做为干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社会性别分析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本文用下表来概括说明宏

观分析层次所可能包含的分析内容:

　　　表 1　 宏观社会性别分析的框架

政治 政治

经济 经济

社会 社会

文化 文化

制度 制度

　　政治是指:权力 、政体 、国体 、阶级等

　　经济是指:生产 、消费 、收入 、就业等

　　社会是指:宗教 、习俗 、民族 、种族 、家庭 、社会分层等

　　文化是指:价值 、认同 、认知 、生活方式 、语言等

　　制度是指:法律 、就业制度 、土地制度 、组织 、管治等

对表 1设计思路的解释:当我们进行宏观性别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某一个角度入手开

始思考(如:文化对性别关系的作用),但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是复杂的 ,往往不是由单纯某一

方面因素作用而成的 。表 1中的每一个空格都代表了某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当然我们也

不排除很多性别角色或社会性别关系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那就不是平面的表格可

以表示的了。

表 2和表 3则说明微观分析层次可能包含的内容 。

为了分析上述分析框架中的每一项分析内容 ,还应再进一步形成具体一些的分析框架 。

这里仅对第一项内容“劳动”进行进一步说明 ,其他内容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以此类推。

上述宏观 、微观的分析框架实际上还停留在分析内容的层次上 ,仍然缺乏如何进行归纳的

理论视角 。理论视角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 、理论背景 、实践经验

等方面。例如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分析视角会有很大的差异 ,政治学家的视角则又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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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往往较多地关注权力的运作 、权力的结构以及国家管治①

等;社会学家又较多地注意社会结构 、社会功能和社会变迁等;而发展学家则更多地关注实践

性的问题 。因此 ,理论视角是很难进行规范的 ,它的应用往往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 ,在我国进行性别研究时 ,应注意国际上的各种理论视角与我国社会 、政治 、经济

状况的适应性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全球化的政治 、社会 、经济和技术的变动会对我国的社会

发展产生影响 ,更重要的是 ,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又具有相当独特的特征 。

　表 2　 微观社会性别分析的框架

什么内容 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 如何进行 问题 现实需求 战略需求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劳动

收入

获取资源

控制资源

社会政治

宗教

等活动

注:获取资源是指可以使用资源;控制资源是指决定如何使用资源。

　表 3　 劳动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

谁 在哪里
什么时候/

多长时间
问题 现实需求 战略需求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商品生产

如烧砖业 、服装加工业等
服务业

如:教育 、运输等
农业生产

如:整地 、养牲畜等
庭院生产

如:庭院经济 、打水 、砍柴等
家务劳动

如:做饭 、洗衣 、照顾孩子等

三 、性别分析的方法

性别分析方法主要是指一套在性别分析的框架之内确定性别问题 ,并分析其因果关系的

操作方法 ,它包含三个主要的步骤 ,一是形成理论假设;二是在理论假设的指导下通过实证分

析来确认 、验证或否定假设;三是形成结论或新的理论观点 。

(一)理论假设的形成

理论假设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

1.通常流行的观点 。例如 ,在研究妇女政治地位问题时 ,理论假设是 ,通常认为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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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当然这种认识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性别分析则会通过选择不同地区 、不

同职业 、甚至不同年龄的女性和男性 ,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进行差异性的分析。并对

这种差异进行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再例如 ,当从事发展项目时 ,由于对性别视角的接受往

往在项目中强调应给予妇女特殊的支持 ,这主要是建立在妇女在发展中有特殊作用这样一种

假设基础之上的 。性别分析则提供具体的方法来说明不同性别在发展中作用的差异性 ,从而

帮助项目进行适当的性别定位 ,也许分析的结果并不验证假设 ,那么政治运动或者发展项目中

的性别视角就应该发生转变。

2.有限范围内所发现的现象 。例如 ,在发展实践的调查中发现 ,如果不在特殊的外力和

非常的强调之下 ,妇女不会来参加或被邀请来参加相关的调查与访问 。理论假设可能是 ,妇女

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 。通过性别分析发现 ,妇女们很感兴趣。通过这个结论可以形成新的假

设 ,即:这类会议的形式 、时间或动员的方式均没有性别敏感性。在这种新的假设基础上再进

行新的性别分析 。

3.很多被大家接受的理论 ,就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来讲不需要论证 ,但它的历史性

的 、特殊性的含义则会常常不同 ,特别是当把这些理论应用在实践领域时 ,性别分析会发生独

特的作用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西方中产阶级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 ———男人外出工作女人管

家 ,曾在 50和 60年代的发展实践中造成了在发展中国家忽视妇女生产性作用的消极影响。

(二)实施分析过程

在性别分析的框架中确定了理论假设以后 ,就开始进入实证分析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可

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确定分析的目标 ,这个目标也包含要明确分析是为了理论还是实践。因为理论分析

的目标和实践分析的目标是不同的 。理论分析的目标往往在于验证假说 ,丰富理论或形成新

的理论框架。如:普遍接受的非洲妇女的生产理论 ,笔者据此在中国河北省农村进行了性别分

析(林志斌等 , 1994),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亚生产单位现象。这一发现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动

摇了亚生产理论的普遍性 。而以实践为目的的性别分析则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案 。因此不同于以理论为目的的分析 。

第二 ,有了一个明确的分析目标 ,就应进一步明确分析的内容。同样 ,为了服务于不同的

目标 ,分析内容自然会不同。而具体的内容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下面举例来进行说明:

研究题目:妇女与农村发展项目的性别影响分析

假设前提:·性别角色与关系在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特点

·性别角色与关系是可以变化和改变的

分析目标:分析某发展援助项目在性别角色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

分析内容:(见表 4)

第三 ,确定分析的内容之后 ,即进入具体的分析技术细节 。首先 ,应确定进行分析的具体

变量以及相关的指标 ,正如在不同的目标下 ,具有不同的内容一样 ,不同的内容也具有不同的

变量和指标 。我们应该探讨的是最能反映不同内容的变量与指标。如:在分析妇女的贡献这

一内容时 ,其变量包括社会性的变量和经济性的变量。在经济变量中 ,妇女的直接经济收入以

及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以小时计)均能反应妇女的经济贡献 。所要注意的是 ,在变量与指

标的选择中 ,一旦出现偏差 ,将直接影响分析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那么 ,如何保证指标和变量

的选择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研究者往往采用不同的途径 。一些分析者使用通常用的或规范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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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量指标体系 。而笔者则推荐应把采用规范性的变量指标体系与采用参与式的方式所确定

的具有特殊性的和针对性的指标相结合 ,以避免由于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不真实

性和负面影响。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发现这里介绍的方法属于发展研究的方法 ,不同于社会学

和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当然 ,也吸收了经济学 、社会学及人类学的方法论 。其次 ,变量与指标

初步确定以后 ,开始进行样本的选择 ,这里包括分析的地点 ,样本量的大小。样本的选择可参

照常规社会学的方法 。

　表 4　 某发展项目在性别角色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内容 ①

理论假设 分析内容

1.性别角色与关系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

1.1 赋权的机制
1.2 对资源的获取与控制
1.3 男性和女性对生活方式的自主权
1.4 家庭与社区决策

2.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其进一步反应在
社会性别关系之中

2.1 社区/机构参与程度
2.2 经济贡献
2.3 家庭劳动分工
2.4 性别问题与需求
2.5 男孩与女孩的家庭角色及不同的问题和需求 ②

3.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的价值观 , 定位和期待 略

　　第四 ,在发展研究中 ,往往需要做研究对象的基础状况调查 ,调查的内容和重点视性别分

析的内容和目标的不同而不同 。

第五 ,在进行基础状况调查的同时 ,即可进行分析内容的专顶调查 。初步调查结束后 ,应

进行快速总结 ,来检验数据的变异程度和调查方法的适宜性 ,并与假设进行对比。一般情况

下 ,应该将结论再置于正式研究的方法中进行验证 ,一般使用的工具是问卷调查及案例分析。

(三)形成结论:新的理论观点 、推荐或行动方案

新的观点 、看法 、视角 ,甚至新的理论可以基于上述过程的结果而得出 。但在发展研究中 ,

仅仅到此还是不够的 ,分析工作完成以后 ,往往应该考虑形成相应的推荐或行动方案 。这是发

展研究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推荐的形成主要基于分析的实践含义方面 ,因此 ,推荐

的内容也就取决于性别分析所涉及的内容与方面 。发展研究的推荐往往包括政策性的和技术

性的。所要注意的是 ,推荐往往要求尽可能的具体。基于分析的结论 ,针对结论所含指的问

题 ,并具有建设性的 、积极的实践含义。不论是政策推荐还是技术性推荐都应该明确推荐的目

标群体 ,如:决策层还是工作层等。表 5为一个基于性别分析结果的推荐。

行动方案基于分析目标和发展实践的要求而制定 。在这里性别分析的本质含义在于使男

性和女性平等和公平地参与发展和受益于发展 ,因为发展方案从本质上来讲是资源的分配方

案。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不再举例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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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lisabeth Croll在“' 99全国女童问题研讨会”上提出 ,女童问题应该被做为专门问题提出来 , 因为该问题往往被妇
女问题和儿童问题所掩盖。笔者认为 ,在社会性别分析中分析男童与女童问题可以很好地反映社会性别的变化与
影响。

该分析框架是林志斌与大连大学徐晓鹏 、张宏 、王彦春 、白明春和联合国志愿者 Marylene Lieber 共同讨论形成的。



　表 5　 基于某项农业技术的性别敏感性分析的推荐

社会性别分析的内容 某项农业技术的社会性别敏感性

问题 该项农业技术的采用率很低

结论 80%的劳动妇女不采用该项农业技术

推荐

(1)对技术的研究者
·在技术研究之前应进行技术应用的性别分析
·应研究适合妇女的技术类型

(2)对推广工作者
·应首先在劳动妇女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实验示范
·应让技术的田间操作者(包括男性与女性)共同参加培训

(3)对劳动妇女
·应充分表达自己对技术应用的偏好及对技术采用的难易程度的看法

四 、参与式性别分析

这里将不展开对“参与式“的介绍与讨论 ,而只就参与式对性别分析的意义 ,及参与式的性

别分析与一般性别分析的异同做一概述 。

参与式性别分析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分析过程 ,也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的

分析过程 ,参与式性别分析与一般的性别分析不同的是:

(一)参与式性别分析不将研究对象看做是客体 ,而是将他们当做与研究者处于同等地位

的主体;

(二)参与式性别分析不单纯强调分析结果 ,更强调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

互学习与共同学习;

(三)参与式性别分析过程也是对研究对象的赋权过程;

(四)参与式性别分析将运用参与式的分析与调查工具 。

可见 ,参与式性别分析是参与式思想 、方法及工具和性别分析的思想 、方法及工具的总称 。

前面已经系统地阐述了性别分析的方法 ,这里将着重阐述有关参与式的内容。

参与式性别分析方法按照参与的程度可分为“半参与”与“全方位参与” 。参与主要指分析

对象在分析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半参与”是指由外部分析者设定分析的内容 ,由分析对象协

助分析过程。上述性别分析的步骤基本上适用于采用“半参与式”的方法。大部分的发展项目

基本上采用半参与式的分析方式。全参与式的方式往往多为激进的发展实践者所倡导。他们

认为局外人所设定的框架和内容局限了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仍然属于主观操纵的分析 ,仍然是

自上而下的 ,而真实的情况往往不可能存在于所谓的框架之中。因此 ,全方位参与的倡导者主

张开放式的讨论与分析 ,就像无标题音乐一样 ,音符与节奏就反映了音乐本身的情感世界 。

全方位参与式更多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 ,“拥有”的概念 。参与式分析方式强调分析的过程及结论的所有者应该属于被分析

的对象 ,而不是分析者。这与传统的分析方式截然不同 。这在发展实践的分析中的意义尤为

明显。因为在进行发展援助时 ,援助的对象应该成为分析的主体及所有者 ,这就是罗勃特·简

伯斯所称的“谁是第一位”的问题(Chambers ,1989)。

第二 , “赋权”的概念 。要想使受评估分析的群体有“拥有权” ,赋权就成为重要的手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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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式的过程通过动员群体的积极参与从而使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问题 、需求和愿望 。

参与式的方式就成为一个启动这一过程的有效的手段 。

第三 ,双向的学习。发展的实践表明 ,单向性的学习模式既约束了赋权过程的有效实施又

制约了局外人充分了解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因而也就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真

实性。参与式的方式强调双向性的学习 ,强调充分了解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从而为发展实践

提供可持续的知识基础。

事实上 ,这一方法并不仅仅应用于性别分析 ,而且广泛应用于当代的发展实践中 。性别分

析之所以应用参与式的分析方式主要在于性别分析与参与式在内含上的一致性 。性别分析的

主流仍以妇女的解放为主线 ,以弱势群体的赋权为主要的出发点 ,因此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

种结合。

按笔者的理解 ,参与式性别分析与一般的性别分析在理论假设 、分析框架和分析内容的表

面形式上并无大的区别 ,但在目标上 ,分析过程中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上有所不同。笔者试图

用下表对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说明:

　表 6　 参与式性别分析与一般的性别分析的不同点

一仍以“某妇女与农村发展项目的性别影响分析”这一研究课题为例

一般的性别分析 参与式性别分析

分析目标 ·分析某发展项目在性别角色
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

·分析某发展项目在性别角色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
·促使当地人对性别问题进行思考
·增加研究者对性别问题的认识
·增加研究者对参与式工具的认识

分析过程 ·研究者为主导 , 被研究者被动
参与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相互学习的关系
·研究者启动分析过程 ,被研究者参与分析过程
·被研究者参与研究结论的形成过程

分析工具 ·案例分析
·问卷
·二手资料

·半结构访谈
·小组讨论
·对资源的获取与控制分析
·性别分工分析
·机构分析图
·空间活动图

·排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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