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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合理，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多样，教学评价较为准确，所培养的学生不仅指挥技法娴熟，对不

同风格的合唱作品接触量较大，而且在作品演唱时对声音的控制能力也较强，另外在合唱作品的排练

与组织能力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这些都足以让该专业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好地胜任合唱教学工作。 

 

总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合唱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对学

生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虚心学习、借鉴其它国家成功的教学经验，在我国国情的背景下，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探索出有利于我国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坚信在不久的

将来，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合唱课程教学体系一定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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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зюме. Мужч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составляют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мужчина 

всем распоряжаетс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обществе слишком 

низкое. Женщина считается аксессуаром. В длительный феод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в Китае женщина не могла 

выбрать себе судьбу.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поднималось. Но во многи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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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ластях все-таки наличие неравного явления, мы должны обращаться с призывом поднимать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рав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мужчине и женщине. Я излож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однимания положения женщины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ям женщин. 

Keywords: female; family; society 

Summary. Human society consists of two sexes.  Since ancient times, male chauvinism is very popular. 

For a long time, women's social status was extremely low and they were regarded as appendages. In the long 

feudal period of China, women had no right to decide their own fate and could only be at the mercy of others. 

In modern times, the status of women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unfair 

phenomena in many aspects. We should call for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reat men and women 

equally. This paper will illustrate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from the achievements of 

women in various fields. 

 

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存在主要依附于男人

和家庭，其存在价值就是相夫教子、繁衍后代，彻底忽视了妇女作为社会人所担负的责任和存在价值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正发生着重大转变。世界各国很多女

性都选择“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当前的世界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是个思想解放、自由民主盛行的时代，女性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已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她

们为不断提高自身参与社会的能力，和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主体意识而努力奋斗着。如今的中国女性

也能锐意进取，更加自信，勇于拓展自己的领域，并且敢于创新，敢于在竞争中发挥自身的长项和优

势，并勇于挖掘自己最大的潜能，以便能在实践中更好的展示自身的风采，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  

因此，本文从当代社会背景出发，对女性在各领域中的作用进行探索。 

 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社会组织。所以，家庭的重要性

不容忽视。家庭的主要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而女性在这些关系中均占很大比例，所以家庭

的稳定与否，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女性作用的发挥。 

家庭是塑造人，教育人的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家庭

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而母亲由于其双重身份，其作用又是最重要的。 

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中国有句俗话“看孩子，先看娘”，可见母亲对孩子的有着其极其巨大，深

刻、久远的影响，而且对孩子的智力、意志、情感、品性等方面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见，母亲的

教育、教化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材与否。 

当代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女性高学历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女性在新时代的“相夫教子”过

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女性是家庭成员情感的呵护者和治疗者，其天生所具有的似水柔情和亲合力使其成为家庭成员在

疲惫、失落、苦恼和难过的时候永远值得信赖的安全港湾。 

女性是家庭财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家庭的日常开销，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及其子女对父母的

赡养扶助，都是一项重要的开支。它需要全体家庭成员为此努力。由于女性的解放，她们很多已走出

家庭，在社会的不同行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家庭财富创造和积累作着贡献。同时她们也会合理

安排家庭财政支出，实现收支平衡。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当代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 

从自身特性讲，女性比较善于观察和协调，她们细致入微，温和婉转，善解人意、赋予同情心，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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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顽强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此女性人才比较能驾驭人心，赢得信任。 

具体地说，女性较男性有如下优势： 

1）在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时代，女性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可促进其与同事、上下级的合

作与沟通，更有利于企业信息的畅通、知识的共享，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 

 女性相对于男性的语言能力，细致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推断的知觉能力，

思维的灵活性、便捷性，实践中的灵敏、耐力等，形成女性较之男性的竞争优势。例如女性的性格敏

感、细腻、敏锐的观察力，更容易把握商业契机，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女性在管理上的优势。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中指出：女性领导者讲究

授权，善于关心人、鼓励人，善于创造人性化的环境，同时思想开放，对人的信任和理解，这些都符

合现在“人性化管理”的基本素质要求。 

 女性较男性更能保持其职业的相对稳定性，即女性的忠诚程度高。在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

，企业尊重并关怀女性员工，女性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会演化为对企业的忠诚度，尤其在企业面临

困境时，更容易获得其谅解与牺牲的回报。这一点对劳资双方都极为有利。 

随着社会的解放，民主的发展，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从政，就比如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以及现在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参政权利得到了法律保护。

近年来，女性干部的数量逐年增加，职位也由虚职转为实职，女性参与决策和管理的人数和比例也在

不断提升。2018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中显示：“妇女广泛参与基层民主建设。2013年

，村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22.7%，比200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村委会主任和村民代表中的女性比

例也明显提高，妇女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2013年，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8.4%，主

任中的女性比例为41.5%。女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监督。2014年，工会会员中女性占38.1%

，企业职代会职工代表中女代表比例为29.3%，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中，女职工董事、监事占职工董

事和监事的比例分别为40.1%和41.5%。”“2013年，人民陪审员中女性占34.2%；女法官、女检察官比

例分别为28.8%、29.3%，比1995年分别增长了12.1%、12.3%。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女律师

协会等专业性妇女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妇女权益。” 

女性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丝毫不逊于男性，就比如当代中国女性屠嗷嗷，她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

一发明人。她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

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破了中国人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魔咒，改写了中国在诺贝尔科

学奖领域“零”的记录。 

这些数据与事实表明，女性在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女性主体自

身素质的提高，不仅提高了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而且还更新和变革了社会的观

念。     

因为女性素质不仅影响到全民族整体的素质，还影响到全社会文明发展的脚步，而且女性素质还

是维护和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提高女性自身的修养不仅会改变女性从属的社会地位，还会加速社会

性别认知的正向变化要依据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 

简而言之，在道德、素质、知识和涵养已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女性，更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构建添砖加瓦，为推动社会的和谐文明做出积极重要的贡献。因此提高女性地位，让女性与男性能够

在社会上公平竞争是十分可实行的一项推广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