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造
纸
史
上
一
朵
奇
葩

—
—

薛
涛
笺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图志

CHINA WOMEN’S NEWS新女学主编 蔡双喜 见习编辑 范语晨 美编 张影 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5

学人关注关注

2021年8月14日，第六届中国青年社会学者家庭社会学

分论坛在线上举办。来自海内外高校的青年学者结合时代热

点，围绕“劳动与母职”“社会支持与家庭政策”“家庭与性别”三

个单元分享研究成果，并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以及

华中科技大学的专家进行评议对话，以期研学共进，为家庭政

策的完善提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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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实践、家庭政策与性别文化

■ 葛晨璐

2021年8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社
会学院、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在
线上举办第六届中国青年社会学者家庭
社会学分论坛——质性研究研学工作
坊。本次论坛设有“劳动与母职”“社会支
持与家庭政策”“家庭与性别”三个单元，
来自海内外高校的青年学者结合时代热
点分享研究成果，并邀请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的专
家进行评议，以期研学共进，为家庭政策
的完善提供新思考。

家庭中的劳动与母职实践

与会学者首先从不同主体入手，对家
庭中的劳动进行阐释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峰关注居家保姆这
一主体，以自身聘请保姆的经历为研究契
机，从情感控制和伦理驱动两方面说明居
家保姆如何维系其劳动过程，并期待从更
丰富的层面扩展当下中国劳动者的劳动过
程研究。

以母职为分析对象，太原科技大学的
刘洁引入关系主义的视角作为理解母职的
新路径，说明母职的认同和实践以与孩子
的关系为本，呈现出身体化、合作性和动态
平衡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小英和华中
科技大学教授狄金华对两位青年学者的研
究主题表示高度认可，认为在当前生育政
策调整的背景下，无论是居家保姆这样的
家政劳动还是在儿童成长中无法绕开的母
职话题，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小英指出，罗峰在文章中提出的“情
感控制&伦理驱动”保姆研究解释框架是
一个有益尝试，但对于伦理如何在劳动过
程中发挥作用，还可进一步做本土化的努
力，并对经典劳动控制理论进行梳理，从而
使研究的对话点更明晰。吴小英还对“母

职”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阐明，向参会者补
充介绍了刘洁这项研究的背景，并就写作
方法提出了精细指导。

居家保姆真正的伦理困境是在居家过
程中，如何处理好“自己人”与“外人”这两
种身份认知之间的张力。狄金华认为，保
姆研究可从这一视角入手，挖掘更多有意
义的研究命题。

育儿社会支持与家庭政策

从社会工作和海内外政策比较的视野
出发，与会学者关注了家内工作及劳动在
新时代的表现和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何姗姗及研究生
冯源溪，围绕都市女性产后第一年如何获
得育儿社会支持的问题，采用质性研究和
数据实证，构建了一个体现母亲育儿社会
支持主体、功能和传递方式的结构模型。
模型以支持主体（横轴两端为弱关系和强
关系）和支持功能（纵轴两端为情感性支持
与工具性支持）为分类标准，交叉形成四象
限育儿社会支持分析框架。

在对中国女性的双重负担与照料劳动
的女性化背景的关注基础上，东京外国语
大学研究员朴红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
的婴幼儿照料相关家庭政策，及其背后反
映出的日本理想家庭范式，希望从别国经
验中找出有益的政策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春华和华
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吴兰丽认为何珊珊
的都市新任母亲育儿社会支持结构模型构
建的质性研究思路清晰，讨论焦点突出。
马春华从研究方法上提出，从社会工作项
目的小组谈话得到的质性研究数据可能比
较宽泛，可在资料中进一步补充深度访谈，
更全面地解析出新任母亲育儿社会支持的
过程逻辑。吴兰丽也建议后续研究可补充
更多案例支撑，对母亲育儿社会提供更充
实的细节分析。

朴红莲的日本家庭政策中的理想家庭
与照料责任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国

外家庭政策变迁的窗口，评议专家指出，由
于社会政策分析文章与质性研究文章写法
有别，还需在行文逻辑及学术规范上有所
调整。

新现象背后的性别与家庭文化
变迁

“外嫁女回娘家”及“非婚同居”这两个
反映社会变迁的话题也成为论坛的焦点。
其讨论不仅可以扩宽我们对于家庭现象的
认识范围，也能以小见大，从家庭现象的变
化中探寻整体社会的变动逻辑。

厦门大学黎赵博士和张桂凤博士通
过对桂东T村外嫁女回娘家活动的详尽
考察，对外嫁女回娘家活动筹备工作与仪
式中的性别分工、内嵌的性别关系和背后
的社会文化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其研
究以地域性女性主义文化的新动态来解
释观察到的现象，认为外嫁女回乡活动体
现了外嫁女自我价值实现的新方式，但活
动背后仍蕴含着男主女辅的性别等级关
系，也呈现出由性别隔离迈向性别融合的
新趋势。

以北京地区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山
东大学助理研究员于志强的未婚同居的生
活逻辑与政策研究，通过对北京青年同居
缔结、维系与转化过程的生活叙述与分析，
探究不同生活情境与社会条件下，青年同
居现象背后复杂的生活面貌与深层的结构
性动因。

北京大学教授佟新认为《外嫁女回娘
家活动中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的故事
叙述非常完整，但理论运用上可以更加充
分。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丹丹建议作者对
地域性女性主义文化的新动态与文中所商
榷的新宗族主义两种观点进行辨析，以更
加明确文章的创新点和价值，使文章立论
更清晰、观点更成熟。

评议专家肯定了未婚同居的生活逻辑
与政策研究的选题视角。佟新认为此研究
应更加聚焦问题，在理论概括上进行提升，
清晰地梳理出现象背后的逻辑机制。郑丹
丹则建议可以通过建立一系列比较，找出
所分析现象与其他现象的明显区别，以便
更好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帮助研究者进
一步深化对研究问题的认识，提升质性研
究的水平。

本次论坛发言视角颇具新意，评议分
析深入细致，双方充分讨论，使论坛达到以
文会友、研学共进的目的。论坛不仅是家
庭社会学新热点的及时聚焦，更让参会者
在对话中深化对质性研究的理解。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新时代:让女性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建美好生活
特别策划策划 “党旗下的思考·建党百年与妇运百年”专题系列

■ 胡晓红 贾依桐

回顾中国百年妇女运动史，妇女解放事业始
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是民族解放
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广大妇女
在自身解放的同时，也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党和
国家更加高度重视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更加明确
地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男女平等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妇女解放和发展
视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解放
和发展的实践始终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完善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完善和促
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将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贯彻落实到妇女工作中，坚
持尊重女性的主体地位；重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把女性需求、家
庭发展与大局全局统一起来。

坚持党的领导是女性解放和发展的
总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
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妇女解放和发
展的总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妇女的
解放进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离不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更离不开中国共
产党的根本领导。

进入新时代，妇女发展道路更要依据中国国
情、保持中国特色，从根本上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
党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为奋斗目标，让广大
女性充分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共建美好生活就成
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女性发展做出的谋划。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入党代会报告，十九大
报告对此再次强调，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
之一。

坚持党的领导更体现在妇女工作的具体落
实之中。《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
从多个方面对妇女事业发展做出规划。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各级妇联组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开展妇女工作，加强思想引领，开展“百千万巾
帼大宣讲”活动。深入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引
导女性要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有机结合，贡献
巾帼力量；深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女
性全面发展，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区
市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着力解决
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的不平等状况。

坚持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相结合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最大特点，就
是在理论逻辑上以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内生性依
据，在行动逻辑上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紧密结
合。民主革命时期，这一结合体现为救亡图存与
女性独立意识的唤醒同步进行；新中国成立后，
这一结合则体现为社会的进步与女性接受教育、
投身劳动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结合进
一步体现为，妇女解放事业在国内经济结构变革
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开放包容多方位
推进的趋势。可见，妇女的命运从来都是同国家
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时代党领导
的妇女事业更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的
重要实践。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
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新时代的中国梦，妇女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注
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回顾中国女性解放
事业的发展道路，面对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可以说，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
达国家用两百多年走过的妇女解放道路。同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身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
题，它必须在人民的接续奋斗中得以实现，也必
须在每个个体的发展中见得意义。中国妇女解
放事业的推进也离不开每一个女性的发展，每个
女性的付出和奋斗都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业的成败。新时代，广大女性将个人命运融入
中国梦，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着
不可忽视的力量。

妇联在促进女性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具体体现在各级妇联组织引导妇女积极
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通过“创业创新巾帼行动”，
引导女性把握“互联网+”的新机遇，撑起社会经
济的半边天；发起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激励广大
女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弘扬科学家精
神，在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中
发挥“半边天”重要作用；引导妇女积极参与社会
管理，近年来女性参与决策与管理的占比逐年增
长；引导妇女发挥“两个独特作用”，通过“五好家
庭”“最美家庭”等活动引导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树
立良好家风，在社会生活中传递良善风气；引导
妇女在国际上展现巾帼风采，举办二十国集团妇
女会议、中阿妇女论坛、中巴妇女论坛等活动，为
世界妇女解放贡献中国智慧。

坚持以妇女发展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尊重人民的主体
地位，重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这是中国共产
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也是我们同西方政党最大
的区别。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

历程中，我们始终坚信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将
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坚持，
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而唯物史观
的基本立场落实到妇女解放事业中，体现为党和
国家始终关心广大妇女在实践领域遭遇的现实
问题，重视维护妇女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

在新时代，以女性发展为中心，是我们党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妇女发展领域的具体
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坚信女性
是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妇联组织
更是把促进女性发展作为工作重心，组织广大女
性参与到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心之中，与时代脉搏
共振。具体体现在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巾帼脱贫
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等活动，发挥女性力
量促进脱贫增收和振兴乡村。同时，各级妇女组
织坚持以现实的女性个体为妇女工作的具体出
发点，以普通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生活质量的
提升为工作中心，以特殊困难女性群体生活条件
的改善、基本权益的保障、自救互救机制的创新
为工作的突破口，通过“春蕾计划”“安康计划”

“母亲水窖”等公益活动，提升女性生存质量。实
践证明，坚持以女性发展为中心的工作立场让广
大女性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妇
女响应国家号召，携手同心战疫，涌现出一批最
美巾帼逆行者；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各行各业发光
发热。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以妇女发展为中
心的妇女工作导向，努力让所有女性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共建美好生活。这使得中国妇女解放道
路有了现实的问题指向、凝聚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特色妇女解放事业为了
谁、依靠谁、如何进行等关键问题。

（胡晓红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贾依桐为该院博士生）

薛涛（约768～832年）字洪度，唐代女诗
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
的才女。其父薛郧原为宫廷乐官，学识渊博，安
史之乱时，入蜀避难，遂定居成都。薛涛自幼随
父读书，相传八岁能诗。14岁时，父亲染疾而
亡，薛涛生活无靠。16岁无奈堕入乐籍，20岁脱
乐籍后终身未嫁。据历史记载，薛涛容姿清丽，
性敏慧，通晓音律，多才艺，曾作诗500多首，现
存90余首，收于《锦江集》。薛涛常与白居易、刘
禹锡等大诗人有来往，与鱼玄机、李冶、刘采春并
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因其擅长案牍，曾被推荐担
任校书郎，后虽未果，却留下“女校书”之名。薛
涛去世后，曾任宰相的段文昌为她亲手题写了墓
志铭，碑文云：“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

薛涛不仅是闻名于世的女诗人，还是著名的
薛涛笺的创制者。薛涛笺又名“浣花笺”“松花
笺”等，是一种长宽适度、便于题诗的笺纸，制作
精致，淡雅怡人，为笺中珍品。相传薛涛居住在
成都郊外的浣花溪，随处可见红色芙蓉花，遂萌
生制作红色笺纸的创意——因其爱写四言绝句，
常用纸张尺幅太大，故尝试制作小巧纸笺。明代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到，薛涛笺以芙蓉皮为
料，入芙蓉花末汁而制。薛涛的诗笺融合诗书画
于一体，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唐时期，蜀地为全国重要的造纸地，出现

了大量的造纸作坊。浣花溪畔是当时蜀地造纸
业中心之一。因文人汇集，蜀地纸的需求也很
大。作为女性诗人，薛涛对所用纸张有独特要
求，同时也具备基本的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她
亲自指导当地工匠制作便于携带交流，又具有个
人风格的薛涛笺。据传薛涛用木刻雕版印出一
种带有松花图案的笺纸，故名“松花笺”；随后薛
涛又发明了很多新的染色技法，染出了深红、粉
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等10种颜
色，所谓“十样变笺”。但亦有学者指出，这是宋
代以后的误传，薛涛是个人专用诗笺、信笺的发
明者和创造者，但薛涛笺颜色相对单一，宋代谢
景初作为薛涛的追随者，其十色“谢公笺”对薛涛
笺的艺术性作了改善和提高。

无论如何，薛涛笺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当时造
纸技术的高超水平，也对后来的笺纸制作产生了
重要影响。薛涛笺深受文人喜爱，李商隐曾在
《送崔钰往西北》中提到“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
题诗咏玉钩”。韦庄在《乞彩笺歌》中提到“也知
价重连城壁，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
来，殷勤劝向君边觅”，以此赞美薛涛笺。至唐
末，薛涛笺已极为名贵，被皇家垄断收藏。后世，
薛涛笺的原作不复得见，历代纷纷仿制。可以
说，薛涛开启了中国制笺之风，是为中国造纸发
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编者按·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党

和国家更加高度重

视妇女的解放和发

展，更加明确地将促

进妇女全面发展和

男女平等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妇女

解放和发展视为党

的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时代妇女

发展实践始终自觉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妇女解放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相结合，坚持以妇

女发展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开创了妇女

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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