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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公约视野下的妇女权利保障
刘 海 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012)

摘要:在中国，妇女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和国家生活的主流，《妇女权益保障法》多数条文列
举了侵犯妇女权益的法律责任。凡侵犯妇女权益的，依后果轻重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无论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或从中国相关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看，现实
生活中差距都是存在的。就社会保障权利看，由于中国地区与地区间，城市与农村间，城市、农村
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间，发展很不平衡，保障的程度差距很大。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影响相当一
部分人。由此造成的家庭矛盾不断发生，两性比例失调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适龄女童辍学率
高于男童，在农村和边远山区尤其如此，一些女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文化程度差距影响她
们就业和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高等科学技术人员和公职人员中女性数目低于
男性，不能说与此无关;全国范围医疗保障覆盖面在逐步扩大，但低水平的情况短时间很难改变，
许多妇女仍不得不继续忍受缺少合格的保健医疗的现实。此外，在人身权利方面，遭受性骚扰和
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侵害方面，女性的数量仍然最多。以上问题的存在，既影响妇女权益保
障的实现，也影响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当然，
出路仍然是法治，各级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将法律落到实处，
使我国妇女权益保障一步一步达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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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占世界总人口的 1 /2，无论作为妻子或
母亲，她们在家庭福利、子女养育以及社会发展中
都居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生理和社会历
史的原因，女性却成为弱势群体中最大的群体。
事实证明，对女性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
了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一
从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传说，或从西方

《圣经》关于上帝造人，亚当、夏娃伊甸园故事的
记载看，人类初始，男女两性都是平等的。而据摩
尔根《古代社会》描述的他对北美印第安易洛魁
血族的研究，以及人类学家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
的调查，人类在进程中，还曾经历女性居于主宰地
位的时期。在云南大理的泸沽湖，这一进程似乎
至今并未完全结束。只是由于生理和某些社会原
因，女性的主宰地位才逐渐让位于男性。在当时
这一转变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是一种社会进

步，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曾经过暴力争斗，像后来阶
级对阶级那样你死我活的斗争。然而，后来的情
况就不同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主宰地位，由
始而渐渐让位于男性，继而渐渐依附于男性，再而
变为男性的附属品，最悲惨的有些成为他们独占
的或共同的玩偶。

中国的传统道德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
德”。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 “五常”，即五种人伦关系准则: 仁、义、礼、
智、信;所谓“三从四德”，是专对女子提出的行为
规范，即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终生
遵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由此可以看出，女性
无论其社会地位或家庭地位都是最低的，甚至低
于自己所生养的孩子。为了巩固男性的主宰地位
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
等级秩序，大约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开始，上述传
统道德便步步被法律所肯定，赋予以国家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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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法律制度，随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最后
一个封建皇帝开始废止，但其影响却长期存在，很
难说今天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完全清除。

欧美等西方国家，封建社会历史不似中国和
东方国家那么长，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也不似东
方国家那么严重。在古代和中世纪，对妇女的限
制主要表现在财产权和继承权方面，这就决定了
她们必然依附于男性，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地位低
下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
自由、平等、人权的号召，资产阶级革命将这样的
观念上升为法律之后，女性仍长时期处于无权地
位。主要西方国家妇女的选举权等权利，是二战
之后联合国 1952 年《妇女政治权利公约》通过并
实施后获得的，有些国家妇女的相关权利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才实现。

中国和欧美等西方国家，女性地位低下还有
这样的例子: 在中国传统上，女孩出嫁后，本人原
有的名字便渐渐失去重要性，而是随丈夫姓，称张
氏、王氏或李氏，为不造成混淆，正式场合，在夫姓
之后，再冠以本来姓氏，如张孙氏、王赵氏、李周氏
等。不能仅将这种现象视为形式上姓氏的变化，
而涉及相关财产权和人身权。这种影响的残留，
在农村至今仍然能够见到。我不敢断言欧美等国
婚后的妇女在姓名中冠夫姓，和现今港台地区某
些婚后妇女在原姓名之前冠夫姓，是否与传统影
响有关，因为她们中不少属于女强人，冠夫姓可能
是为了示爱，决心永结百年之好，不在其中。不
过，从总体看，妇女地位低下却仍是不争的事实。

二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维护妇女的权利，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进一
步加强了妇女权利保障的举措，将制定此领域的
国际公约和推动各国制定国内法提上了日程。其
进展虽然不很迅速，但法律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妇
女权利保障从一般到特殊、从原则到具体日
益完备。

( 一) 维护妇女权利的国际公约日益完备
1945 年 6 月 26 日，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杀戮，特别是面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
主义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人，实施有组织屠杀
的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野蛮行径，《联合国宪章》
开宗明义宣布: “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
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
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宪
章》第 1 条第 3 款规定: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

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
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
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
重。”［1］( P928 － 929)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
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第一个世界性的专门
保障人权的文献，大大拓展和丰富了《联合国宪
章》有关人权保障的内容。《宣言》在序言之外共
30 条。宣言重申了《宪章》关于“人人有资格享
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
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2］。《宣言》
特别列出男女平等，并在以下有关权利享有各条，
均以“人人”或“任何人”的全称肯定词语表述，说
明对男女两性平等的重视。

为了使《世界人权宣言》确立的原则具有法
律约束力，联合国指定人权委员会起草相应的国
际人权公约。开始，人权委员会以西方国家的观
念为指导，以《宣言》中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的内容为中心拟定公约草案，于 1950 年提交第 5
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大会认为公约草案未能全面
反映《宣言》的内容，需要进行修改和补充。其后
经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1962 年第 9 届联合国大会审议了人权委员会提
交的两公约草案。从 1955 年到 1966 年又经十余
年审议，1966 年 12 月 16 日，第 21 届联合国大会
以 105 票正式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人权委员会起草和联合国大会审议人权委
员会草拟的国际人权公约期间，为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联合国大会于 1952 年通过了《妇女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1957 年通过了《已婚妇女国籍公
约》，1962 年通过了《关于婚姻同意、结婚最低年
龄及婚姻登记的公约》。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还
于 1951 年通过了《关于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公
约》。这些公约的通过和实施都对妇女权利保障
起了良好作用，其基本内容均被 1966 年国际人权
两公约所涵盖。

人权两公约的通过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它赋
予《世界人权宣言》所肯定的诸原则以法律约束
力，与《宣言》一起成为世界人权宪章的核心文
献。其二，它进一步指出了人权是不可分割的、相
互依存的，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序言揭示的:“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
世人可以享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公
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
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理想。”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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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权利保障方面，它较之于《世界人权宣言》
向前迈进了一步，如《宣言》只在第 25 条规定: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经社文
权利公约则规定:“对母亲，在产前和产后的合理
期间，应给以特别保护。在此期间，对有工作的母
亲应给以给薪休假或有适当社会保障福利金的休
假”;该公约还规定: “公平的工资和同质工作同
酬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
男子 所 享 受 的 工 作 条 件，并 享 受 同 工 同
酬。”［2］( P12 － 1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本
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
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
“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 对
孕妇不得执行死刑。”［2］( P23 － 25) 其四，两公约均规
定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条约的实施，各缔约国定期
就条约在本国的实施情况提出报告，为条约的实
施提供了组织保证。

尽管 1966 年国际人权两公约对妇女权利保
障已对其生理特点和社会责任作出了一定特殊规
定，但从多数条款和总体内容看，仍然是以同一标
准平等地对待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毋庸讳言，这
是历史进步，实现所规定的目标很不容易。不过，
这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平等，如要实现事实上的平
等，必须针对不同人群的特殊需要作出特殊规定。
妇女权利保障就是其中重要一项。为了依据妇女
的特殊需要保障其权利，1967 年第 22 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该《宣言》
指出:“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及联合国与各
专门机构之其他文书，虽在权利平等方面获有进
展，而歧视妇女事情，仍数见不鲜”，而“歧视妇女
有乖人类尊严及家庭与社会之福利”。“为废除
现行歧视妇女的法律、习俗、规章与惯例，并为男
女平等权利建立适当的法律保障，应采取一切适
当措施。”［2］( P120)在《宣言》和 1975 年墨西哥召开
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下，1979 年联合国
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1 年生效。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作为总

括语的序文之下共分六个部分。序文指出，尽管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保障人
权文献肯定了保障人权原则，“歧视妇女的现象
仍然普遍存在”［2］( P125)。而这种歧视违反权利平
等和尊重人格尊严的原则，阻碍妇女参加本国的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妨碍社会和家庭的
发展，影响她们更难充分发挥为国家和人类服务
的潜力。正是基于此种情况，决心通过《公约》

“执行《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内的各项原则”。
第一部分，在阐释了“对妇女歧视”一词是指“基
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并由此限制妇女的作
用、影响其两性平等的原则下享有基本人权和自
由之后，对缔约国在消除对妇女歧视问题上提出
总的要求。其中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采取相应的立法、宣传教育等各种举措。第二部
分，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本国在政
治和公共事务中对妇女的歧视，保证其与男性有
平等的选举权，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代表本国政
府参加各国际组织工作的权利; 保证其与男性相
同的取得和改变国籍的权利。第三部分，缔约国
要消除对妇女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保健等方
面的歧视。保证女性在学前教育、普通教育、技
术、专业和高等教育以及各种职业训练方面都与
男性平等;保证就业方面不受歧视，特别规定不得
歧视结婚、怀孕、生育的妇女。妇女“在工作条件
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
利”;“妇女不因结婚或生育而受歧视，又为保障
其有效工作权利起见，应采取适当措施”; “禁止
以怀孕或产假为由予以解雇，以及以婚姻状况为
由予以解雇的歧视，违反规定者得受处分”; “实
施带薪产假或具有同等社会福利的产假，不丧失
原有工作、年薪或社会津贴”; “对于怀孕期间从
事确实有害于健康工作的妇女，给予特别保护”。
此部分还特别规定了消除对农村妇女的歧视，以
及对她们在保健、计划生育、文化职业培训和获取
农业信贷方面的优惠。第四部分，主要规定缔约
各国要禁止在家庭、婚姻、财产所有、子女教育等
方面对妇女歧视，保障妇女在有关人身移动、自由
择居、家庭管理以及公民事务上享有与男人同等
的法律行为能力。如发生纠纷，法院在诉讼的各
个阶段给妇女以平等待遇。第五部分，是关于建
立“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监督对公约的实
施。委员会委员任期四年。按照公约第 10 条规
定，各缔约国就实施公约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
他措施的情况，于公约在本国生效后一年向联合
国秘书长提出报告，此后，至少每四年或在委员会
请求下提出。第六部分主要是关于公约批准程序
的事项。值得提出的是其中规定，对缔约国生效
的任何国际公约，如有对实现男女平等更为有利
的规 定，本 公 约 的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影 响 其
效力［2］( P126 － 136)。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在 1966

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通过后，联合国就妇女权利保
障通过的一部专项公约，它在一系列国际人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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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就男女两性平等权利正面规定的基础上，就消
除对妇女的生理、家庭和社会地位易产生一切形
式歧视作出了逆向规定，使妇女与男子不仅实现
了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而且为实现事实上的平
等迈出了重要一步。“消歧公约”通过后，作为这
一公约的加强和补充，1993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
又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针对实
际存在的家庭、社会对妇女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
的暴力侵害，《宣言》要求各国政府应采取得力措
施加以消除，并依法对妇女暴力施加者予以惩罚。

( 二) 世界妇女大会大力推进
在联合国和世界人民、尤其是各国妇女的推

动下，维护妇女权利的国际公约日益完备。从历
史进程和当前实践看，从 1975 年开始举办的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无论是对于保障妇女权利国际公
约的完善，还是对于丰富妇女权利理论与实践，都
具有历史性的作用。

1975 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
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
展与和平等贡献的墨西哥宣言》。该宣言指出，
妇女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她们的问题是整个社
会的问题。妇女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作用，特别是
为争取民族解放、加强国际和平及消除帝国主义、
新老殖民主义、外国占领、犹太复国主义、外国统
治、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妇女在现实中更大地和平等地参与，对于加速发
展的步调与维持和平将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而
对妇女的歧视已经并且会继续阻碍他们的作用发
挥。虽然社会的经济结构变革和发展是解决现实
问题改善妇女状况的先决条件，“但其本身并不
能保证立即提高这个长久限于不利处境的一个群
体的地位”，因此，要“采取特别措施来消除对妇
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墨西哥宣言》要求对于
妇女尽早充分参加国家和国际生活予以迫切考
虑。应该说，这是该宣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
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消除在家庭
生活、财产关系和子女养育、文化及职业教育方面
对妇女的歧视，消除在社会就业、任职、升迁以及
工资福利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实现妇女在家庭、
社会、国家和世界所有各个领域的生活中与男子
平等权利。《墨西哥宣言》还特别指出: “男女平
等是男女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的权
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①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墨
西哥宣言对推动 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起了重要作用。这次
大会决定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两个妇女事务的专
门机构，即: “提高妇女地位研究与培训中心”和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墨西哥城世界妇女
大会还通过了《1976—1985 年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行动计划》，为妇女参与国
家和国际层面活动和社会全面发展规划了蓝图。

1980 年，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哥本哈根召
开。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评估执行墨西哥第一次
世妇会《宣言》和《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
和平世界行动计划》各项建议取得的进展，并根
据新情况调整妇女十年行动计划后半期的各项方
案。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
和平后半期行动纲领》指出，第一次世妇会确定
的平等、发展与和平原则与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
妇女十年的行动基础。大会特别指出，所谓平等
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法律上的平等或消除法律上的
歧视，还在于妇女作为受益者和积极活动分子，享
有参与发展的平等权利、责任和机会。所谓发展
是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类生活的全
面发展，还包括经济资源发展以及人的身体、道
德、知识和文化的增长。为实现全面发展，必须在
国家一级、地方一级和家庭内采取行动。为了实
现发展，必须有和平稳定。其间的辩证关系是，没
有发展，不可能消除歧视，实现平等，和平也不会
持久。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还有助于为消灭帝
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种族隔离、霸权主义、外国统治和压迫
而进行的斗争。发展是重要的，不过，不应仅将发
展视为一项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且还应当把它当
做是维持和平与促进男女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
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第二次世妇会在总
结十年《行动计划》前五年执行情况后提出的《后
半期的行动纲领》中，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法律和
政策措施，扩大妇女参加政治和其他决策过程，加
速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解决其就
业、保健、教育和培训等问题，特别是对农村妇女、
移民妇女、失业妇女以及青年妇女面临的特殊问
题要予以关注②。

1985 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内罗毕召
开。本次大会聚集了 157 个国家的代表，最后通
过的《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深刻指
出，人类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妇女所处地位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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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内容和引文见《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等的贡献的墨西哥宣言》。
以上内容和引文见《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后半期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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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和落后造
成的。而这种贫困和落后，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
主义、种族隔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的存在以及
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产物，性别歧视的存在
使妇女地位进一步受到了损害。对妇女实现平等
地位的障碍之一，是由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
因素所造成的歧视。这种歧视往往以生理差别、
性别不同为理由，使她们失去平等地进入权力结
构的机会，而正是这种权力结构，主宰社会并决定
有关发展问题和争取和平的主动行动。事实上，
如果妇女由于受歧视无法进入权力结构充分发挥
其才能，最终受损失的将是整个社会。《前瞻性
战略》指出，在争取男女平等中，法律的制定是个
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法律
依据，并起着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不过应当看
到，立法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是妇女在争取平等地
位上的又一障碍。对此，各国政府应加大相关法
律实施的力度。本次世界妇女大会再次关注处于
弱势地位的妇女，诸如: 城市贫困妇女、受灾地区
妇女、被剥夺了传统谋生手段的妇女、作为家庭唯
一赡养者的妇女、身体和智力伤残的妇女、被拘留
和触犯刑法的妇女、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妇女及儿
童、移民妇女，等等。《前瞻性战略》在提出的保
障妇女权利的各项措施中，突出了妇女对国家层
面和国际层面各项事务的平等参与，进一步发展
了第一次世妇会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一思想认识和
举措，即: 解决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改善妇女地
位低下的状况，虽是解决妇女问题先决条件，但最
根本的是迫切考虑让妇女参加国家和国际生活。
只有通过平等参与，才能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目标。这样，就明确阐明了改进以往仅仅将社会
福利作为支持和提高妇女地位的主要举措，强调
妇女作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决策者、贡献者和受
益者的地位，并依次进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
展的主流①。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适逢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
世界妇女盛会。这次大会由 189 个国家政府的代
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与之同时，约 3 万
人参加了议题广泛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其中涉及
妇女与贫困、妇女教育与培训、妇女与健康、妇女
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权力决策、妇女
地位提高的机制、妇女与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
女童与环境等。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

纲领》，回顾了 1975 年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
的联合国妇女十年( 1976—1985 ) 以来的进程，评
价了 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特别是审视了 1985
年第三次世妇会通过的《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
瞻性战略》在各国落实的成就与存在的阻力。
《行动纲领》肯定，通过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努
力，“在达到男女平等方面，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许多政府通过了促进男女平等的立法，并设立国
家机构，确保性别平等观点成为社会各领域的主
流。国际机构也更加注重妇女地位和作用”。
《行动纲领》同时指出了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仍
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阻力。主要是: 不同群体和
妇女间的权利发展不平衡; 影响全人类尤其是影
响妇女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全世界 10 亿多人生
活在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之中，其中大多数是妇
女;战争、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
亡，妇女的处境更加悲惨;许多国家有关妇女平等
的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无论在家庭或社会，与法
律不符的传统习惯仍然在人们的观念和制度中有
严重影响;妇女所获的文化技术知识培训大大低
于男性;对妇女的特殊保健措施远不能满足需要;
等等。针对存在的问题，《行动纲领》就“妇女与
贫困”、“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
等重要问题的表现、成因和应采取措施进行了深
入阐释，还就有关问题向各国及联合国提出了要
求与呼吁。《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总结第
一次世妇会以来 20 年的历程之后，进一步强化和
发展了这样的理念，即:争取妇女权利从特别针对
妇女的举措向社会性转变，“确保性别平等观点
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流”。这样就可以向世人
宣告:“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妇女和女童的人
权，是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个不可剥夺、不可
缺少、不可削减的一部分。保障妇女权利，实现男
女平等，将妇女和男子之间的关系根本转变成平
等的伙伴关系，才能使人类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
才能使全人类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保
障得到充分实现②。

( 三) 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和宣言的重要作用
在前后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举行的过程中，联

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就有关人权问题通过的专题
宣言和一系列专题会议，对妇女权利保障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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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内容和引文均见《到 2000 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
以上引文和内容均见 1995 年北京第四次世妇会通过的《北京宣言》、《行动纲领》。



2011 年第 2 期 刘海年: 国际人权公约视野下的妇女权利保障

了重要作用。如: 197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
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1981 年联合国大会通
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
容忍和歧视宣言》，1983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促
进集体谈判公约》，198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独
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的公约》、《关于促进就业
和失业保护公约》，1990 年在纽约举行的儿童问
题首脑会议，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
发展会议，1993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
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5 年在哥本
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等，都直接或
间接为妇女权利、为男女平等的实现起到了巨大
推动作用。

三

在国际人权公约，尤其是关于妇女权利保障
公约和文献的推动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法制在
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妇女数目占世界
妇女总数约五分之一，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法制完
善，既对中国人权保障事业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国
际人权，尤其是对国际妇女权利保障的重大贡献。

如前所述，历史上中国妇女受多重压迫，地位
低下，处境悲惨。1911 年孙中山等领导的辛亥革
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废除了
最后一个皇帝，1912 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3］( P740)。其
后，1913 年的《天坛宪法》( 草案) ，1914 的《中华
民国约法》，1923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都在文字
上沿袭了这一规定。且不说宪法的这一平等权利
实际实行得如何，当时“人民”这一概念是否涵盖
女性则是模糊的。直到 1930 年国民政府《太原扩
大会议宪法草案》和 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
约法》，才提出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真正将保障妇女权利向前推进的是中
国共产党 1927 年之后创建的红色政权。1931 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其之前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 宪法) 大纲草
案》，对妇女权利作了前所未有的具体、明确规
定。《大纲草案》规定: 苏维埃国家根本大法原
则，“就是不但彻底实行妇女解放，定出合理的不
受宗法封建关系和宗教迷信所束缚的男女关系以
及家庭关系的法令，承认结婚或离婚的自由，而且
还要实行保护女性和母性的办法，发展科学和技
术，使妇女能够事实上有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
础而参加全社会的工作”［4］( P777)。《宪法大纲》规
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彻底地实行妇女解

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
办法，使妇女能够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
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
的生活。”［1］( P779)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根
据地的这些宪法性文献的规定，虽然由于战争形
势、物质条件和区域狭小等限制未能得到全面贯
彻，但其精神却在其后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的
相关法律中得到了体现。正是这一精神和依据这
一精神制定的法律，保障了广大妇女的自由解放。
正是她们，成为中华民族抗击西方列强、日本军国
主义以及国内反动派的生力军，为中华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妇女权利保障在全国范
围掀开了新篇章。1949 年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
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
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
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
姻自由。”［1］( P811)以《共同纲领》为基础，1954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年满 18 岁
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
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共同纲领》肯定的男女平等权
利，在 1950 年先后制定的《婚姻法》、《土地改革
法》和 1953 年制定的《选举法》中得到了具体体
现。为了贯彻这几个法律，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
模的宣传教育和气势磅礴的群众性运动，妇女的
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954 年宪法的实施，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趋势。不过，受历史条件
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制约，受政治运
动的影响，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妇女权利如同
全国人民的权利保障一样都受到局限。

1978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国妇女权利和整个中国人权保障事业，
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长足发展。以 1954 年宪
法为基础，1982 年宪法进一步加强了人权保障力
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原第三章提为
第二章，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通过《宪法修正
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载入宪法。大体上在此前
后，1980 年、2001 年两次修改了《婚姻法》，1985
年制定了《继承法》，1992 年修改了《工会法》。
这些法律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家庭
中平等的财产继承、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夫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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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的财产分割、社会就业与男人的平等权利，以
及妇女依其生理条件应享受的特殊照顾等，都作
了明确规定。特别应指出的是，中国在加入联合
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之后，积极着
手进一步完善本国妇女权利保障法制，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于 1992 年 4 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 年人大常委会对该法的
进一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
《妇女权益保障法》总结国内外妇女权益保

障的经验，从正向和逆向对妇女权益保障作了全
面规定。该法开宗明义指出: “实行男女平等是
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
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享有的特殊权益，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虐待、遗弃、残害妇女，充
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在此总
方针下，其他各章对妇女与男子平等享有的政治、
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财产、人身、婚姻家庭
等权益作了规定。其一，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
政治权利。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
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保障其
权利实现，法律规定，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基层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成员，妇女均应有适当名额。国家要积
极培养和选拔女干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男女平等
原则，为其参加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条件。
其二，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学
校和有关部门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
派出留学，以及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
文化活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政府、
社会、学校应当采取措施解决适龄女性儿童、少年
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保证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
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完成义务教育和技术培训。其
三，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
权利。其中包括: 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同工同
酬权利和休息权利，升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
务的权利，获得安全和卫生保障以及特殊劳动保
护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妇女在经期、孕
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任何单位不得因结
婚、怀孕、产假、哺乳等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
职工，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在执行国
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其四，
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财产权。妇女在婚姻、家庭

共有财产关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和继
承权，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遗产，任何人不得
干涉。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以及宅基地使用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
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
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的各项权益。其五，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妇女的生命健
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
权等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拐卖、
绑架妇女，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和猥亵活动，禁
止卖淫、嫖娼，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妇女进行淫秽
表演活动。其六，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婚姻家
庭权利。法律规定，妇女享有平等的结婚和离婚
自由，在夫妻关系中男女平等，共同财产有平等的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
暴力。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有平等的监护权。
夫妻离婚时，财产分割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
的按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原则由法院解决①。

总结国内和国际上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和实
践经验，中国关于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不断完备。
国务院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有监督法律实施
之责任。令许多外国朋友羡慕的是，中国政府继
承了革命年代的光荣传统，在全国中央和地方各
级建立了强有力的妇女权益保障组织———中华妇
女联合会。法律规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
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和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
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妇女的权益受到侵害
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有权要求
并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妇女组织对于受
害妇女进行诉讼需要帮助的，应当给予支持。”很
显然，国家法律赋予妇女组织的上述权力超出了
一般社会组织的范围。由于得到了法律支撑和实
践中保护妇女权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她
被广大妇女亲切地誉为妇女的“娘家”。

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妇女
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和国家生活的主流，除国家
制定妇女发展纲要之外，法律要求县以上各级地
方政府要根据全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本行政区
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
利提供必要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
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多数条
文都列举了侵犯妇女权益的法律责任。凡侵犯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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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引文和内容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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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益的，依后果轻重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实行问责制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依
法履行职责，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未及时制止
或者未给予受害妇女必要帮助，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①。

法律完备，实施法律得力，中国妇女权益保障
不断进步。不过，无论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或从中
国相关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看，现实生活中差
距都是存在的。就社会保障权利看，由于中国地
区与地区间，城市与农村间，城市、农村不同社会
阶层的妇女间，发展很不平衡，保障的程度差距很
大。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由
此造成的家庭矛盾不断发生，两性比例失调隐藏
着巨大社会问题;适龄女童辍学率高于男童，在农
村和边远山区尤其如此，一些女童和少年无法完

成九年义务教育; 文化程度差距影响她们就业和
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高等科学
技术人员和公职人员中女性数目低于男性，不能
说与此无关;全国范围医疗保障覆盖面在逐步扩
大，但低水平的情况短时间很难改变，许多妇女仍
不得不继续忍受缺少合格的保健医疗的现实。此
外，在人身权利方面，遭受性骚扰和包括家庭暴力
在内的暴力侵害方面，女性的数量仍然最多。

以上问题的存在，既影响妇女权益保障的实
现，也影响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发展，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当然，出路仍然
是法治，各级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应在现有基础
上进一步采取措施，将法律落到实处，使我国妇女
权益保障一步一步达到新水平。

( 本文是在 2010 年 5 月 22—23 日“加强妇女
社会权利的法律保护国际研讨会”发言稿和闭幕
式的讲话提纲基础上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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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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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women problem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of country’s public policy． Besides the national program of

women development，the law requires that the various governments above the county level should make the regional women
development program in the plan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program of women
development． Many items in Protection of Women Rights list the relevant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violating women’s rights．
However，ei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difference exists in realit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cities and
countries，and classes，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 of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The concept of regarding men as
superior to women is still rooted，which still leads to serious problems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The low level medical care makes
many women have to endure them． In the aspect of human rights，women overweigh men in the aspects of sex harassment and
violent violation including family violence． All thes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must draw the whole society’s attention since
they affect not only the realization of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but also family’s happiness，society’s harmony．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must take further measures to make China’s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reach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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