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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93个联合国成员国成功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为人类和地球实现和平与繁荣描绘了共同的蓝图。这

些目标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内容，

涵盖了包括气候变化、消除贫困与饥饿和优质教育等多个

领域。在优质教育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子目标是“消除

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

长期以来，英国都提供了男女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

会。自1993年以来，其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更是超过男

性。虽然英国在教育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在某

些教育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比如，在STEM教

育和体育等领域，女童和妇女的参与性仍在低水平徘徊。

课堂环境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双重标准仍然是影

响女性潜能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英国教育的发展前景是值得乐观的。在本报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和机构都在积极采取行动。报告中

所提及的很多倡议都旨在挑战和应对许多造成教育领域性

别差异的社会和结构性障碍。通过反思教育孩子们的方

式，尝试创新的教学模式，英国的学校、机构、和广大的

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证明他们在有效地克服这些问题。

以赋予妇女作为全球经济行动者的权力为目标，我们

Women’s Economic Imperative (WEI)极力支持这份

报告中所提及的众多优秀倡议。WEI是应联合国妇女经济

赋权高级别小组的号召而设立的，致力于发现世界各地妇

女所面临的一些在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比如，在全球

范围内，女性的平均薪酬比男性低24%；与此同时，女

性从事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的时间是男性的2.5倍。实际

上，许多阻碍妇女在经济领域前进的因素都源于教育。正

如教育可能延续和强化偏见，它也可以提供挑战和克服这

些偏见的钥匙。这份报告中涵盖了很多正面积极的案例，

可以供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参考。这份报告同时

呼吁更多的人利用这份报告中的资源，积极采取行动挑战

和消除社会中的固有偏见，保障每个孩子都能接受适合其

发展的教育。

Dinah Bennett OBE FHEA 
全球创业教育领导者  
Women’s Economic Imperative 

www.weifor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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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倡导女童和妇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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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倡导女童
与妇女教育？

在英国，所有的学生——不论性别——都有接受国家资助

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初等和中等教育入学率方面都充分

享有男女平等。 2017年，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

（UCAS）的数据表明，女性进入大学深造的可能性要比

男性高三分之一。1 除了入学率稳定增长外，女生的成就

也普遍比男生高。从学校成绩来看，自2001年公开统计

GCSE成绩以来，获得A或以上成绩的女生比例每年都超

过男生，2018年两者之间的差距为6.5%。2

表面上，该数据似乎表明英国已经贯彻实现了性别平等的

教育。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性别平等
实际上掩盖了在当今校园中持
续存在的针对女生的不平等待
遇与偏见现象。

女性往往是社会性别价值体系的牺牲者，这些传统的性别

观念影响并限制了她们选择追逐自己未来的道路，而那些

励志的女性楷模并没有揭示其在日常生活中所要面对的种

种复杂局面。女性遇到的个人、社会以及结构性的障碍都

可能会限制她们在领导力、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和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发展同样也

放大了许多性别层面的问题。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成为一个宝贵的工具，帮助有志于积

极影响年轻女性和男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更好地了

解当今年轻人的想法。这份报告将针对领导力、经济赋

能、STEM、体育、社交媒体和男孩教育六大领域，通过

对致力于解决性别不平等教育的学校、教育机构及企业的

案例研究，重点探讨女生在各个领域要面临的两个主要问

题。本报告每一章的结尾都包含了一份相关资源和组织的

名录和信息，以供学校和教育从业者参考并应对在自己课

堂上出现的性别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报告介绍了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性别

不平等的情况，但它绝不是详尽无遗的。我们在这里只是

抛砖引玉，希望学校以目录中提供的资源为跳板，探讨报

告中所涉及的各种复杂和微妙的问题。通过探讨有关性别

的话题，以及它们与其他身份标记（如阶级、种族、性取

向和残疾）的交叉性，教育者将能够从更为全面的客观角

度来看待不同学生的经历，从而更好地消除教室里存在的

歧视与偏见现象。

报告内容涵盖了一些与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最重

要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教师、教育者和学校可以对教育

实践产生有效的影响，从而对学生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学校是挑战和改变媒体、家庭
及职场所传达的歧视性社会价
值体系的关键环境和起点。

在英国，有许多非常优秀的项目致力于解决国家的性别不

平等问题。本报告不仅是为教师门提供反思并贯穿性别平

等教育的工具，而且也希望为他们在英国女性教育中发挥

积极作用提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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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性别不平等问题取得了较大的改善，但在出任领导职位方面上

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距。这种不平等存在于各个行业的私营和公共部

门。2018年，全球女性担任高级职位的比例为29％，而在标准普尔500指

数（S&P 500 Index）覆盖的美国上市公司中，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女性比

例仅为5％。3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担任政府部长职位的比例只有18％，而

在2018年，国际领导人的女性只有区区6.3％。4

女性在领导层中的任职率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女性缺乏成为领导的抱负与志

向。在Plan International的一项调查中，有76％的女孩和年轻女性表示，

她们渴望在自己国家、社区和工作中担任领导职务。5 更确切的说，是许多

其他因素导致女性无法出任领导职位，这包括对领导素质的性别陈腐观念、

自我审查，体制性障碍以及女性的自信心不足。尽管其中一些挑战并不涉及

学校的层面，但教育工作者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改变学生对领导者的

固有看法和认知，帮助他们重新定义领导者的形象。

引言

来源: Catalyst

领导力
通过我们对女生领导力研究的结果来看，女生需要楷

模。看到同性成功担任领导角色能够积极地鼓励女生相信自
己的潜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位年轻女性在谈到“鼓励我
们的人”的话题时曾代表很多女性强调了这一点。

Plan International ‘Taking the Lead: Girls and Young Women on Changing the Face of Leadership ‘
女性比例 男性比例

29%

71%

2018全球高
级职位

5%

95%

美国500 
家上市公司 

（S&P 500 ）中的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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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尽管女性担任教职占多数，但是担任校长领导职位的女性人数并没有相应成正比。在英国中

学，担任教学职位的女性占到64％，但只有38%的校长职位是由女性担任。6 对于女生来说，在职位晋升的

过程中，领导职位一贯由男性独占无疑强化了玻璃天花板现象。

“玻璃天花板”是
一个隐喻，用来指
代阻碍女性在事业
或组织中发展的人
为无形障碍。

努力推动更多的女性走上学校的领导职位，也将有助于改变学生们对

性别和领导能力的即成观念。有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的榜样力量可

以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女生对自我能力的看法。 一项有关领导力的研究

数据发现，86％的女性认为，看到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位能够“鼓

励她们充分实现自我价值”。7

此外，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位有助于打破学生对领导者必须具有某些特征的陈腐观念。研究表明，人们心目

中约定俗成与领导相关的特征通常是刻板的男性化描述，例如“强势”、“主导”、“果敢”和“好胜”。8 

“角色一致性理论”认为，当一个群体的特征与典型的社会角色相吻合时，该群体将会得到积极的评价。9  

已然标签化的女性特征与成功领导相关的特征格格不入，因此女性在领导职位竞争之时常常会遭遇重重偏见。

那些具备典型女性特质的女性可能被视为不适合担任领导者岗位，然而那些表现出具备成功领导者相关的特质

的女性则又有可能被认为过于男性化。让学生们从小接触那些不一定具有与领导力相关的典型男性特征的领导

者，，将有助于拓宽他们对领导力的认识，从而改变下一代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偏见态度。

来源: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

教育高层职位中的性别失衡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都记载了关于无意识性别偏见的概念，即人们在与男性和女性的交往过程中所表现

的行为和态度都是先入为主的，并被即成的观念所影响的。例如，当女性表现出与领导力相关的传统“

男性”特质时，这往往被视为背离了传统的社会规范，这些女性也会比拥有相同特质的男性收到更多的

负面评价。一个男性领导者带领团队会因其展现出的“果断”、“雄心勃勃”或“自信”而受到赞扬，

而同样情形换做一个女性领导者，得到的很可能就是“鲁莽”，“好斗”或“缺乏女性美”的批评之

词。10 很多美国的研究试图探析了潜意识偏见对于教师与男女学生的互动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教师

会把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与男学生交谈上，有时甚至会打断女学生以让男学生表达观点。在鼓励男孩探

索更深层次解答问题的同时，女孩则是因保持安静而受到奖励。11

这些受偏见影响的教学互动方式无疑造成了男女学生在学校自信心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学生接受、内

化这些性别偏见。例如，在《有效的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项目3-16》（EPPSE）的研究表明，尽管

14-16岁的男生在学校测试中的平均表现较差，但是他们比女生更加积极和自信。12 后者虽然对自己的

职业发展能力充满信心，但她们也会担心职场限制她们的发展而充满顾虑。思考未来曾对20,000名大

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58％的女性受访者认为性别会影响到职业发展或未来的薪资水平，而这一数字在

男性受访者中则仅为28％。13

领导力通常是与一些刻板的男性化描述相联系起来的，例
如“自信”、“有力”、“主导”和“竞争性”，在与“
深情”、“富有同情心”、“热情”和“温柔”这些女性
身上所被赋予的刻板印象相比较而言，更容易看作是成功
领导者的特质。

无意识偏见

36%

62%

64%

38%

教师总人数

校长职位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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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计划充分参考了英国盖茨比基准提出的“积极应对……关于什么是适合男生或女生、黑人或白人、富人

或穷人工作的假设” ，通过各行各业女性导师开展的工作坊，让女生拥有更多走上领导职位的机遇，充分发

挥自己的潜力并争取在各种行业中担任高级领导职位。14 此外，未来女性菁英领袖计划还积极与慈善机构联

手奉献爱心，把收益捐赠给中国乡村女孩受教育基金会，希望借助教育的方式帮助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妇女

摆脱贫困。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反对

39.2%

13.7%

16.1%

10.5%

20.5%
非常赞成

30.3%

42%

16.2%

6%

5.5%

从来没有

很少

有时候

经常

总是

Plan Internatinal对10，000名女生进行了一项领导力调查，
结果显示如下: 案例研究

未来校长指导计划 
gsa.uk.com/2017/07/girls-schools-launch-new-leadership-scheme-develop-women-headteachers/ 

2017年7月英国女校协会、国家女校学校协会和Bright Field咨询公司发起了一项师友计划，致力于缩小英

国学校在领导职位上的性别差距。该计划将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师与来自商界、司法系统、公共服务和军事

非教育领域的导师进行配对。选拔的导师是来自于教育领域以外的行业，目的是满足教师在担任校长职位同

时具备不断增长的业务和财务领域管理技能的需求。参加者会提前参与个人辅导，Bright Field 公司可以据

此将学员与导师进行合理科学的搭配。

计划实施过程中，导师立足自身，分享了广泛的领导技能和专业知识，同时为参与者提供了实际应用、工作

运行和情感层面的支持、指导以及建立社交关系的机会。两年中，教师们不仅每学期会与他们的导师见面一

次，同时也会与在私立、公立学校的同行作经验交流。不仅如此，教师们还参与了当地的社区项目，鼓励私

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在未来开展合作。在2017至18年的同期影响评估当中，63位女性参与者中有4位最后担

任了领导职位，另有6位获得了晋升。

未来女性菁英领袖计划
www.ventureeducation.org/projects 

问创教育发起了一项面向北京国际高中女学生，为期八周的“未来女性菁英领袖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帮助

高中女生与培养领导力抱负的楷模建立联系。通过该计划，女学生们与来自媒体与传播、教育、国际关系、

餐饮、企业与创新创业六个不同行业领域的女性领导人，即导师，参加了互动工作坊。在工作坊，六位导师

立足于现实世界和实践经历，分享了个人和与行业相关的故事，同时对学生们的疑问作了解答、点评和反

馈。

来源: Plan International UK

女性领导必须付
出加倍努力才能
获得应有的尊重

女性领导因为
性别原因受到

不公待遇

https://gsa.uk.com/2017/07/girls-schools-launch-new-leadership-scheme-develop-women-head-teachers/
https://www.ventureeducation.org/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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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要点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谨慎使用可能会加深性别刻板印象的词汇。

比如，在指代女生时，请使用“assertive”

而不是“bossy”； 在指代男生时，请使

用“caring” 而不是“soft”。

请注意您的用词

让更多人认识女性领导力

通过邀请励志女性到校演讲，让女学

生们接触不同领域的领袖楷模，从而

帮助她们提升对未来的抱负与理想。

认识到领导力风格的多样性

关切并致力于培养每个学生的优势。

给每个人发声的机会

保障男女学生间平等的交流和互

动。的课堂教学环境一个规则和结

构到位的支持性教室环境，以确保

男生和女生有平等的交谈时间来分

享他们的各具特色的观点。

反思你所在学校在员工领导力

方面的性别差距，并考虑可以

解决的措施有哪些。

以身作则起到良
好示范作用

名录
#Girl2Leader 是由女性政治领袖发起的一项全球性倡议，旨在鼓励女生（14至17

岁）通过与女性政治家建立联系，共同思考领导力和政治的未来。

Fearless Futures 致力于帮助学校的年轻人和职场领导者，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

平等和领导力课程。为期八周的Peer Power课程让9至13岁的女生一起学习、讨论

和挑战那些关于性别的即成价值体系和社会角色。

Girl’s Schools Association (GSA UK) 鼓励倡导针对女生的高标准教育，并宣传

了在女校学习的益处和优势。

Women Leading in Education: Regional Networks 英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指

明了九所学校代表和领导其区域网络项目，以激励和指导女性担任教育领域的领导位

置。这也是英国政府增加女性领导者的重点工作的一部分。

Aurora 是由AdvanceHE发起的一项针对自我定义女性的领导力计划，项目旨在解

决高等教育领域中女性的匮乏问题。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包括会议形式的培训

日、指导和网上自主学习。

Breaking the Mould: Challenging Gender Stereotypes 英国全国教师联盟

与五所小学为期两年的合作，通过课程计划、练习册和绘画活动的方式，挑战幼儿园

和小学教室中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观念。

Girlguiding 通过“知心姐姐”这一指导性计划，为女学生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工作

坊，帮助她们在提升自我意识的同时，增进自信和自尊，并改善她们对女性身材形象

的固有观念。最新的《年度女生态度调查》更深入了解了女生们的日常烦恼与压力，

包括其对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看法。

WOWwoman 是苏格兰女童军发起的一项活动，通过宣传女性楷模让新一代的女性
有更高的抱负。

‘Women and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Absences and Aspirations’, 
是高等教育领导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探讨了教育领域性别失衡的原因和影响。

https://girl2leader.org/
http://www.fearlessfutures.org/
https://gsa.uk.com/
https://www.gov.uk/guidance/women-leading-in-education-regional-networks
https://www.advance-he.ac.uk/programmes-events/aurora
https://www.teachers.org.uk/equality/equality-matters/breaking-mould
https://www.girlguiding.org.uk/
http://www.girlguidingscotland.org.uk/wow-woman/
https://www.ses.unam.mx/curso2015/pdf/23oct-Morley.pdf


14 15

在经济和金融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性别不平等

现象。在探讨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的时候，可能最常

被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性别薪酬差距。在2018年，

英国女性的时薪中位数（不包括加班费）要比男性

低9.6％。15 然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数

不胜数。普遍来说，女性学习理财知识、要求或者获

得加薪和个人投资的可能性都比较低。16 在创业领

域，女性时常认为自己不具备创业技能，从而低估自

己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即便创业成功，她们也会担心

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创业团队不受投资的青睐。17 

引言

经济赋权
人们的理财态度其实早在五岁左右就形成了，而父母讲

述给孩子们的故事和流行文化中所投射的性别角色偏见也会
影响人们对理财等关键问题的看法。让男女生多接触赋能女
性，对于树立他们自信心和理解女性如何独立奋斗取得成就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儿童心理学家 Laverne Antrobus， 2018

0 10 20 30 40 50 60

女性

男性

女性不 
太可能：

造成这些问题的潜在因素可以追溯到童年经历以及成

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对性别角

色和金钱一些即成的观念或偏见会影响他们培养子女

未来理财的方式。将“男性气概”与“养家糊口”联

系在一起的陈腐观念，可能导致父母下意识地忽视了

对女儿在经济方面的教育，而更加鼓励儿子涉足投资

或创业等领域。 这些问题同时也会被年轻男性和女

性内化，影响他们的信心并进一步固化其性别角色

刻板印象。

过去6个月中与上司讨论加薪的男女比例

要求涨薪

来源: The London Institute of Banking & Finance

41%

30%

计划创业的男女比例

或者自行创业

来源:  Alison Rose

14.3%

8.6%

持有投资产品的男女比例

购买投资产品

63%

48%

来源:  You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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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在投资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更觉得缺乏相关知识与信心。 舆观（YouGov)在2018年进行

的一项研究中明确指出了男女受访者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总体而言，有45％的男性回答说自己有能力投

资，而女性当中这一比例只有28％；同时，40％的男性认为自己了解投资的利弊，而女性则只有26％。18

这种对自己知识储备和自信心的差距充分体现在了男性和女性的财务决策中。汇丰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英

国有12％的女性持有投资产品，男性则达到19％；20％的女性没有购买个人养老金，而男性只有7％。19

金融素养差异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中，女生接受金融教育的机会都比较少。

2019年每周在高校和大学中学习金融或个人
理财课程所花费的小时数

人们对待金钱方面的信心差距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汇丰银行（HSBC）的一项研究发现，64%的受

访女生觉得自己不“理解”金钱，而同年龄段的男生只有52%。20 有证据表明，这种差异源于男女生对性别

和金钱的不同的文化态度，而男性通常被视为家庭的主要收入者。尽管男女之间的就业差距在不断缩小，而

且持有“男人的工作就是挣钱”这种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少，但从父母与孩子就金钱问题互动的方式来看，很

多陈旧的观念仍然作了负面的影响。21 例如，2018年的桑坦德银行(Santander)的一项研究发现，男生通

常能够比女生得到更多的零花钱，并且更有可能因为良好的行为而获得更高的奖励。22 在于父母讨论金钱话

题的时候，男生拥有比女生更多的话语权。23

尽管以上指出的偏见都发生在家庭环境中，但也有较多证据表明这些偏见同样存在于校园环境中。2014

年，金融素养已成为国民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但据2016年青年资金（Young Money）的一项研究发现，

只有40%的学校在教学实践中提供了金融教育课程。24 从伦敦银行与金融研究所（London Institute of 

Banking & Finance）发布的数据来看，未能将金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对女孩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据

统计，女生在课堂上学习金钱或个人理财内容的时间要比男生少。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那么在学校学习阶段女生很有可能在这方面落后于同龄的男生，继而在进入社会之后，遇到更多经济独立方

面的困难。25

来源: The London Institute of Banking & Finance

Hours 3-42-31-20-1

20

40

60

58%

26%

8%

2%

47%

30%

13%

5%

女生 男生

男生和女生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平均收入

来源:  Santander, HSBC 女生 男生

帮助做家务而获得的平均收入

£ 6.99

£ 4.67
因为良好表现而获得的平均奖励

£ 8.28

£ 4.18

曾与父母讨论过金钱话题的比例

来源:  Santander, HSBC

64% 
男生

54%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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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汇丰银行《更公平的童话》
www.hsbc.co.in/accounts/ inancial-education

为了解答女性为何无法为未来的自己投资这一问题，汇丰银行专门进行了一项调查，以探析女性的投资动

机和意图。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可能担心财务状况，且因为担忧未来而认为自己缺少

财务方面的知识。数据同样支持了这一看法，只有12%的女性持有理财投资产品，男性则有19%，20%的

女性没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养老金，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只有7%。汇丰银行为了挑战投资领域存在的性别差

异现象，联手著名的儿童书籍插画家爱玛·多德，颠覆了传统的童话故事，为家长和孩子们创作了一套名

为《更公平的童话》（Fairer Tales）的新时代童话书。这套童话旨在挑战和消除传统童话故事中投射或

暗示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全新的故事中，灰姑娘、睡美人、长发公主等传统童话中的女主人公不再只是等

待白马王子来拯救她们，而是依靠自身的理财智慧来解决遇到的问题。这套书可以从汇丰银行的官方网站

上免费下载。

《艾莉森·罗斯女性创业评论》
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 ile/784324/
RoseReview_Digital_FINAL.PDF

NatWest Holdings控股副首席执行官兼商业和私人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艾莉森·罗斯（Alison Rose）受

英国财政部的委托，提出了鼓励英国女性创业的新发现和建议。罗斯评论指出，创业中存在的性别差距让

英国经济蒙受的损失高达2500亿英镑。评论还把英国与荷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其他国家进行了对比，这

些国家都制定了鼓励女性创业的举措和教育政策，并通过培养数字素养和商业才智的STEM教育计划，以

及针对职业教育学生的创业互动课程提供积极有效的支持。为了改善目前女性创业面临的境遇，罗斯评论

总结出了一些关键的举措和机会，其中包括在各高校和大学推广和开展与创业相关的课程。报告呼吁各大

民营和国有部门组织齐心协力，为15至18岁的学生编写教育材料，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金融素养、创业技

能和自信。

创业精神
据统计，在2018年，英国男性创业者的数量几乎是女性创业者的两倍，而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仅有

8.6％的女性受访者表示计划在未来3年内进行创业，而这一数字在男性中则为14.3％。2019年度的《艾

莉森·罗斯女性创业评论》（Rose Review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重点聚焦了导致女性创业水

平持续低迷的因素。评论还关注了感知偏见（perceived bias）与“感知能力（perceived ability）”的

差距方面的内容。女性创业者经常提到感知偏见是对她们而言一个客观存在的阻碍。她们指出，在英国投资

团队的高级人才团队中，女性比例仅占到13％；在2017年，只有不到1％的英国风险投资流向了全女性团

队。“感知能力”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男女无技能差别的情况下，只有39％的女性对自己的创业能力

持肯定态度，而男性却达到55％这一现象的原因。26

目前，有大量报告指出，学校可以在推动年轻女性和妇女创业抱负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苏格兰皇家银行

集团（RBS Group）在《企业中的女性》报告中指出，“在接受全日制教育时进行创业不应被视为只是年

轻人的一种课外兼职，而应通过给予适当的奖励纳入到他们的核心课程中去。”27

《艾莉森·罗斯女性创业评论》也同样呼吁学校更深入促进创业者精神，尤其是提高年轻女性对此的认识，

增强其对创业技能的信心。即使没有专门针对女生的指导，但是通过为女生提供自己练习创业技能的机会或

者开展创业计划也将有助于改善女生缺失创业自信的现象。通过提供与女性导师交流以及宣传成功女性创业

家的例子，学校也能够消除“创业更适合男性”的即成观念。同时，除了让年轻女性提升对自己创业能力的

信心外，这些措施也可以帮助消除男性对女性企业家团队的负面刻板印象，以此减少未来互动过程中出现的

偏见问题。28

1%

10%

89% 全男性团队

混双团队

全女性团队

只有不到1% 
的风险资本投资流向了全
部由女性担任创始人的团
队，混合团队有10%，
而全男性团队却能获得

89%的投资。

来源:  

UK VC &  

Female Founders

https://www.hsbc.co.in/accounts/financial-education/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4324/RoseReview_Digital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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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要点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理解男女生因受家庭环境影响而呈现出的知识水平不均的现象，

并确保所有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受到相同水平的金融教育。

提供全面的金融教育

提供榜样

为学生创造可以接触各领域创业榜样

的机会，消除”商业领域只适合男

性“的偏见。

开展创业计划

为学生提供各式各样的参与创业计划的

机会，让他们实践自己的创业技能，提

高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心。

使用性别代表性的教材

避免使用加强有关性格角色和男女经济实力

偏见的教材。

与家长进行公开对话，通过

这样的方式让父母更好地意

识到家庭中存在的无意识偏

见对男女生金融素养水平造

成的影响。

与家长多沟通

名录
‘Young Persons’ Money Index 2019 是伦敦银行与金融学院最新发布的一份报

告。该报告研究了学校如何提供金融教育，以及英国学生在金钱与个人财务方面的态

度、行为和经验。

Young Enterprise 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提供计划和资源，培养具有理财能力年轻人

的组织。

‘Educating the Nation’ 是Equilibrium发起的一项旨在提高学校的金融素养水平

的倡议。该倡议也为5年级的学生编写了一本书，帮助他们较早地了解及掌握理财技

能。

‘On the money‘ 是与苏格兰教育部合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目的是帮助年轻人改

变他们对金钱的看法。书中作品的主旨是培养孩子们理财能力。

My Bank 是一家慈善机构，为英国学校和青年组织提供金融教育和企业课程，帮助

青年人顺利走上金融领域的发展道路。

Money Zone 是Metro Bank发起的一项计划，致力于培养5-11岁学生的理财技

能。其相关课程与全国统一课程接轨，融入了有关个人、社会和健康教育（PSHE）

课程。

‘Women in Enterpris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是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

（RBS Group）201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试图探析英国创业者中女性偏少的

原因，并提出了缩小创业性别差异的相应方案供学校参考。

‘The Rose Review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2019’ 是一份受英国财政部

委托发布的报告，致力于发掘“女性创业者未实现的巨大经济潜力”。 该报告总结

了企业家精神中的性别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Inspiring female entrepreneurs’ 是人力资源协会（CIPD）的一份报告，该报
告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女性创业者的案例研究，激励更多的女性走上创业之路。

Girlguiding 为Girlguides提供了可以获得的企业徽章的机会。想要获得徽章的女生

需要在商业界寻找一位优秀导师介绍自己的业务并共同制定商业计划。这种经历帮助

了年轻女性深入了解创业精神。

https://www.libf.ac.uk/study/financial-capability/young-persons-money-index
https://www.young-enterprise.org.uk/
https://www.eqllp.co.uk/the-foundation/educating-the-nation/
https://education.gov.scot/improvement/learning-resources/on-the-money-an-interdisciplinary-learning-approach-to-financial-education/
https://www.mybnk.org/
https://www.metrobankonline.co.uk/about-us/kids-zone/
https://www.rbs.com/rbs/news/2012/10/inspiring-enterprise-our-commitment-to-women-in-enterprise.html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4324/RoseReview_Digital_FINAL.PDF
https://www.cipd.co.uk/Images/entrepreneurs-what-can-we-learn-from-them_2013-part-2-female-entrepreneurs_tcm18-10225.pdf
https://www.girlguiding.org.uk/what-we-do/our-badges-and-activities/badge-finder/entrepre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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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物理和计算机领

域的比率仍然很小，分

别占到学生总人数的

22%和12%。

42.5%

57.5%

34.8%

65.2%

引言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我们的研究表明，女生很难在其对科学的兴趣和

维系女性特质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者说进行调和。解决的
办法并不在于去尝试改变女生，而是要追根溯源到长期
存在和默许的社会态度与社会结构。我们也需要去反思
英国教育体系的整体结构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而言，它
从小就把孩子们安排引导到了狭窄的“轨道”上。

——路易丝·阿彻教授，Aspires主管和TISME首席协调员

在2016/17年的本科学习中，女性在以下专业中的比例仍然不足：

来源：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工程与技术

10 5030 7020 6040 80

计算机科学

建筑学、建筑与规划

数学

物理学

14%

15%

27%

39%

41%

来源:  WISE Campaign 女生 男生

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教育领域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失衡问题。虽然女生的

能力和表现可以与男生匹敌，，但在GCSE和A-Level中攻读STEM课程的女学生并不多。在离校毕业、

职业生涯早期阶段以及随后的领导职位上，女生学习STEM课程的比例也持续下降。这就形成了一种“

管漏现象”，即在这些领域中，女性人数随着职业阶梯的上升而下降。而STEM领域的种种结构性和制

度性障碍也导致其无法留任优秀女性人才。

除此之外，学习STEM课程的女性，毕业后很少会选择继续在该领域寻求职业发展。STEM领域缺乏女

性人才的现状，对英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例如，在工程学领域，据《工程学领

域的女性（2018）》报告称，英国的女性工程师比例在欧洲最低，仅占10％，而同属于欧洲的拉脱维

亚、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这一比例则为30％。29 当我们考虑到STEM行业工作的可观收入，这些数字具

有直接相关性：一项研究报告说，STEM的工资水平比其他领域的工资高20％。30

2018GCSE 

STEM入学

2018A-Level 

STEM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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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影像学教授Gina Rippon认为，STEM中的性别失衡，部分源于一种普遍的性别刻板印象：认为

女性缺乏“视觉空间能力”。31 换言之，人们认为女性大脑无法以科学要求的系统方式来处理数据。尽

管从科学证明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但这种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性别歧视已负面地影响了年轻女性的自信

心。UPMAP的一项调查就显示证明，希望在16岁以后继续学习物理和数学的12-15岁女生，其对自身能

力的信心要低于男生，尽管她们的测试成绩并未显示出其认知能力与男生有任何差异。32 另外，在GCSE和

A-Level的大多数STEM科目中，女生的表现都优于男生。33 剑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Athene Donald就曾

谈到“社会的无意识偏见，并认为这与媒体缺失关于STEM领域的女性的报道有关。34

在STEM领域中存在的陈腐的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不仅仅限于它对教师和学生的心态造成的影

响。随着学习STEM科目的女生数量的下降，已经出现了另一种称之为“社会归属感”的现象，即男女生会

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特质一致，或者说与自身性别的刻板印象一致的领域学习工作。36

因此，即使很多女生对STEM领域非常感兴趣，或者对自身实力充满信心，但是她们也需要接受成为一个

由男性占主导地位领域的少数派。。在2018年英国财政研究所与STEM技能基金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

现，67％的女生同意或强烈赞成“ STEM领域的工作绝大多数被男性所占据”的观点。同时，男性在课堂

上的主导地位及其课堂行为被认为是女性不选择A-Level课程或大学中STEM科目的原因。在同一份报告

中，有68％的教师对此表示认同，认为很多女生因为感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不想或者说被劝阻不要选择学习

A-level课程中的STEM科目。37

根据英国埃森哲咨询公司的研究，很多女生会因为对于STEM专业的众多误解而放弃学习学校的STEM课

程，比如她们会，认为在技术和科学领域的事业“没有创造力”和“太难学”。而在这些女生中，有62％称

自己后悔没有继续学习STEM学科。该研究还发现，父母和老师对于学习STEM课程的态度也受到自身性别

偏见的影响。50%接受调查的父母和67%的教师承认他们对于STEM领域持有性别刻板印象，而且44%的

教师表明他们看到过女学生迫于父母的压力而放弃学习STEM科目。35

68%50%的父母和67%的教师承认他们对于STEM领域持有性别刻板印象。

父母

教师

50%

67%

消除陈腐性别观念 作为“少数派”

来源：英国财政研究所

女生会因为感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不想或者被劝阻

不要选择学习A-Level课程中的STEM科目。

的老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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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营造归属感
www.iop.org/education/teacher/support/girls_physics/resources/page_63821.html

有数据表明，在女校就读的女生参加A-Level物理课程的可能性是在混合制学校就读的女生的两倍半。为了

改善女生入学率低和女生成绩不理想的现象（比如，女学生在中学课程中的物理成绩比其他学科差），一

所苏格兰学校将所有修读物理课目的女学生安排在了一个大班级进行实验。与以往不同，学校没有把女生们

随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教学组中，而是安排六个女孩全部与十二个男生在一组，剩下的两个教学组则都是男

生。通过对教学组的重新分配，校方希望能够帮助女学生消除其因是少数群体而产生的负面的归属感和自信

心的问题。

这一举措也改善了班上女学生认为自己是少数派的想法，使她们更加积极的参与课堂互动做贡献，增加了她

们的自信心。此外，女学生在物理考试中的成绩也得到提高，与她们在其他学科中的成绩更加相符。到年

底，六个女学生中的五个选择了继续在第二年学习物理，和前几年相比有很大的改善。

Drayson基金“应对无意识偏见”试点项目
www.iop.org/publications/iop/2017/file_69171.pdf

一项由德雷森基金会（Drayson Foundation）资助的试点项目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六所学校展开。活动旨在

推动更多女生学习A-level物理课程，同时改善性别刻板印象干预影响男女学生选择学科课程的现象。同时，

项目的对象也包含了教师，指出教师的无意识的偏见也会影响学生在课堂中的体验，例如：教师对学生的评

价、对自身工作的反馈、期望以及职业建议。这个试点项目着重于解决可能在课堂活动中发生的性别意识教

学、语言、思维方式、刻板印象以及无意识偏见。

这些学校开展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课堂观察，专业发展课程以及侧重于性别中立的语言的资源。此外，还

对培养性别意识进行了讨论和反馈。学校也举行了全校在职教师教育和培训提升老师的 性别平等意识与观

念，同时审视避免学校海报中带有性别偏见的信息。活动也包括举行年级和全校大会，与学生们讨论性别偏

见问题。

尽管项目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例如“父母和社会影响力的相对优势”，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

在短短两年内，在Drayson试点项目中的学校修读AS-Level物理课程的女生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6名增加

到52名。参与计划的学校也报告了其在教学内容方面的一些积极变化。比如，教学方式对女学生更加友好和

采用性别中立教育。此外，在学校张贴的海报和其他图像也导向性别中立或对女生更积极的一面。

名录
Code First: Girls 在英国和爱尔兰为女性/非二元身份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的兼职编

码课程，同时也帮助公司提高员工技能，吸引女性技术人才，并提高作为领先技术雇

主的公共形象。

Stemettes 通过针对不同年龄组的各种活动推动女生进入科技界。

WISE 与雇主、雇员、教育者和培训提供者开展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它们还为教室、

员工和董事会中的在STEM领域工作的女性提供深入的统计数据。

The Society of Women Engineers 通过提供奖学金，建立联系机会以及针对学

生、教育者和家庭的培训等途径来增强女性在工程领域的能力。

ScienceGrrl 在国家层面的STEM政策中为女性争取了发言权。发表了很多励志的文

章和故事，积极鼓励女性从事STEAM领域事业。

BAME girls in Engineering 由布里斯托尔西英格兰大学赞助，旨在鼓励、激励和

启发非洲裔、亚裔和少数民族裔的女生进入工程学和技术领域，改善这些领域中缺失

女性的状况。他们还为8、9年级的亚裔和少数族裔女生提供了接触当地工程或技术

雇主的机会。

Institute of Physics 就物理A-level课程中的性别失衡以及教育平等问题进行了调
查并出版了报告。

Girl Geek Scotland 是一个为苏格兰的创意、计算、企业和相关部门工作和学习的
人员服务的网络和社区。

One Tech 主要为在伦敦的边缘科技公司创始人提供支持。通过行动和思想领导力方
案帮助这些创始人寻找伦敦科技界的机会。

‘Through Both Eyes’, 是由科学Grrrl撰写的一份的全面报告，分析了英国在
STEM领域学习的女生被边缘化的原因。

http://www.iop.org/education/teacher/support/girls_physics/resources/page_63821.html
http://www.iop.org/publications/iop/2017/file_69171.pdf
https://www.codefirstgirls.org.uk/
https://stemettes.org/
https://www.wisecampaign.org.uk/
https://www.wes.org.uk/
https://sciencegrrl.co.uk/
https://blogs.uwe.ac.uk/engineering/bame-girls-in-engineering-opportunity-to-encourage-diversity-in-engineering/
http://www.iop.org/#gref
http://www.girlgeekscotland.com/
https://weareonetech.org/
https://sciencegrrl.co.uk/assets/SCIENCE-GRRL-Stem-Report_FINAL_WEBLINKS-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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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训帮助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方

法，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以平等对待

所有学生。

注意无意识偏见

打破传统的和陈腐的性别观念

积极鼓励学生解构潜在的性别偏见与迷思，

增强学生们的信心，以支持和保障学生在

STEM领域的发展。

与家长沟通交流

了解学生父母是否有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并与

父母共同努力了解并激励子女的能力和潜力。可以通过提供全女生的

STEM课程观察测试单性别

课堂对女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和课业成绩的影响。

尝试单性别的学习
环境

深入对问题的认识

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性别平等意识

教育，与学生共同探讨STEM领域中

的存在的性别问题，并鼓励他们思考

解决问题的方法。

行动要点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体育运动
运动是为了开心，而不是为了美......如果我和女儿谈论健

身话题的话，我更强调与狗一起跑步或掌握一种新的空手道动
作等运动对身体自信的影响。运动不应该只是为了变美，而是
为了从内心散发光彩。

Perelandra Beedles (Ro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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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被男生
注视

我不喜欢被大家注视

在经历生理期

我有伤不能参加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现在这
些运动

10 20 30 400

我不擅长

我不擅长

我没有自信

我没有自信

根据国家统计，在过去25年中，英国成年人的肥胖率几乎。38 在英国，每千名10和11岁的儿童中，就有

201人属于肥胖，其中142人超重。39 政府建议儿童每天至少应进行一个小时的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不过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男女生能达到目标。40 有报告指出，英国女生的体育活动水平普遍较低。从七岁开始，

女生的运动量就已经比男生低，而且这种差距在进入青春期后不断扩大。41

在11至18岁之间的女生中，只有8％达到了首席医疗官每天进行一小时的活动的建议，是男生的一半。此

外，女孩的肥胖率也更高。在13至15岁之间，女生肥胖或超重的占到44％，而男孩为36％。42 在参与运动

和其他体育活动中，男女生参加体育和其他运动的比率也存在显著差异。

青春期是女生开始对体育和运动产生负面看法的阶段。这段时间既标志着她们的外表发生变化，同时也是她

们小学过渡到中学重要时期。在这个过渡期间，女孩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急剧减少。被友谊型团体的干扰和

对自身体能信心丧失，都影响了女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44

在一项由运动中的女性（Women in Sport）开展的研究中，女生表示体育运动是一个会让她们被他人观察

和评判的“无形的阶段”。一份《女生活跃》（Girls Active）的报告也发现，有34％的女生因为不喜欢被

别人注视而选择不参加体育活动，35％的女生则是由于缺乏自信心而选择放弃。该报告还发现，竞技体育课

对女生的吸引力通常小于男生。这些因素决定了女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看法，也让她们越来越觉得运动与她们

的日常生活无关。45

女生参加体育运动经常会受到个人、社会和结构性的阻碍。在学校，一些女生表示她们没有和男生参加运动

的平等机会，比如女生运动队往往不能获得与男生队相同的资金支持。在青春期，女生的自信心明显下降，

更加减弱了了女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一项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7到16岁的女生对体育锻炼感到

自信，而对于男生而言，这个数字则是一半以上。大众媒体对女性运动员以及女性体育运动的报道的匮乏，

久而久之也使得人们认为女生没有能力在体育运动中取得成功。在接受采访的英国精英女运动员中，只有

19.2%的英国优秀女运动员认为学校体育激励了女学生，且有10.6%表示她们对体育的热忱是从中学才开始

的。显然，学校应该进一步推动和提高女生在体育领域的参与性。43

当被问及是什么阻碍他们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
时，14-16岁的男生和女生的回答：

8%
在11至18岁之间的女生中，只有8%
达到了首席医疗官每天进行一小时运动
的建议

引言 个人障碍

女生 男生
来源:  YST Girls Active

来源:  Girls, Insp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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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of St Mary’s girls 

enjoy PE 

VS

49%
in Reframing Sport

无偏见 激发兴趣
明确的情
感奖励 关注周围

培养现有
习惯

让女生有发声
和选择权利 捍卫内在 扩展热爱运

动的形象

案例研究
女生你可以
www.thisgirlcan.co.uk/ 

“女生你可以”是一项屡获殊荣的全国性活动，致力于消除体育运动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该项运动于

2015年发起，由英国国家彩票公司赞助，并在各大电视和在线平台播放宣传，还得到了户外和社交媒体广

告的支持，推特（Twitter）还专门为此添加了标签#thisgirlcan。这项活动起源于2014年英国体育委员会

开展的全英运动人群问卷，根据调查报告的结果，参加体育运动的女性人数比男性少200万，尽管14-40岁

的女性中有75％的人表示愿意尝试参加更多的运动。

“女生你可以” 推动了女性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有效地指导她们在缺少专业运动设备的情况下巧妙利用身边

设施坚持运动。通过提倡诸如“楼梯锻炼”、“校园跑步”或“家庭器具健身”这样的运动，帮助她们建立

一种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真正参加体育锻炼的观念。在各项活动中，不同年龄段、种族、阶级、宗

教和身材的女生和妇女展示并分享了各自的经验，讲述她们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又是如何积极克

服障碍和困难的故事。

圣玛丽学校（剑桥）的“全民体育”
www.stmaryscambridge.co.uk/senior-school/school-life/sport-for-all.htm

剑桥圣玛丽学校是一所女子学校，学校开展的体育运动是以鼓励学生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全民运动”政策

为指导，教学实践中鼓励学生积极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并把其确立为课程中的重要内容。圣玛丽学校注

重运动快乐和运动选择这两项内容。无论是让学生参加课外社团，一项竞技运动，还是参与自己喜欢的体育

活动，圣玛丽学校都认为学生的个人能力与兴趣都能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发挥。因此，学校鼓励女

孩自由地投入到自己热衷的运动中。 此外，学校也将“英国体育运动中的女性”的八项原则成功地纳入了他

们的课程内容之中，即：

社会性和结构性障碍

97%
of St Mary’s girls believe 
exercise is an important

VS

56%
in Reframing Sport

女生在参加运动时也经常需要面对社会性和结构性的障碍。英国2010的《 平权法案》允许进行单一性别的

运动，同时也禁止学校歧视或差别对待单一性别体育队，例如，提供男生的曲棍球或板球队比女生队更好的

资源。46

尽管如此，根据英国女童军（Girlguiding）的调查，只有43％的女生享有与男生同等的体育选择机会。

多数男生可以选择橄榄球、足球和板球等运动，而女生的选择却限制在舞蹈、体操和无板篮球这些体育运

动。47 尽管很多女生表达了想要参加传统意义上“男性”的运动的意愿，但是多数情况下女生根本没有选择

的余地。

社会烙印是阻止女生参加体育运动的另一个常见障碍。妇女体育基金会（Women’s Sports 

Foundation）指出，“基于对女性运动员真实的或观念上的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仍然存在”，参加

体育运动的女生可能需要面临社交的孤立和负面评价。而媒体常常加强巩固了这种以性别划分运动的观念常

常通过媒体得到。女性运动员常常会受到也会有关外貌和性别特征的偏见性的指责，常常被负面地报道为“

太缺乏女性气质”，“太男性化”或“太有力量”。48

http://www.thisgirlcan.co.uk/
https://www.stmaryscambridge.co.uk/senior-school/school-life/sport-for-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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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男女生运动队得到同等的机会

和资金支持，明确区别对待性别化

运动属于非法歧视。

创造平等机遇

对男女生们取得的体育运动成就一

视同仁，避免过度强调单一性别取

得的成绩。

庆祝所有学生的体育成就

要了解青春期女孩所在经历的生理

变化，例如，女生生理期。同时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比如某些女生

受生理期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女生。

鼓励学生多参与户外体育锻炼。重

点关注运动能够带给你和学生的内

在快乐而不是纯粹关注运动对外貌

的影响。

关注学生的生理状况

强调身体自信

质疑反对性别刻板印象和歧视偏见干预女性

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或阻碍女性在体育运

动中取得成功。

打破刻板印象

名录
Women in Sport 与英国体育委员会合作，是一个积极参与促进女性参与体育活动

的组织。

Go Where Women Are  是英国体育委员会刊发的一份报告，提供了有关如何改

善女童和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实用信息。

Helping Women and Girls to Get Active: A Practical Guide 是一份由英国

体育委员会、女生你可以（This Girl Can）和你愿意我也愿意（I Will if You Will）

组织合作撰写的一份实用性指导，通过提供建议和技巧鼓励女童和妇更加积极地参与

体育活动。

Puberty & Sport: an Invisible Stage – The Impact on Girls’ Engagement 

in Physical Activity (August 2018) 是一份由体育女性（Women in Sport）和

英国体育委员共同制作的报告，对正在经历青春期的12至16岁女生进行定性研究，

找出这个阶段女生面临的主要障碍和问题。

Girls Active 是由全国儿童慈善组织青年体育基金会（Youth Sport Trust）发起

的一项倡议，致力于通过咨询和领导力项目帮助学校和教师了解推动女孩参与体育活

动的动机，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女生参与体育互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Muslim Women’s Sports Foundation 是一个推动穆斯林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同
时又干预其宗教和文化价值的组织。

I Will if You Will 是由伯里委员会（Council of Bury）发起，英国体育委员会资助
的一项倡议，旨在鼓励女童和妇女参加体育运动。

Girls, Inspired 是由英国《电讯报》发起的一项活动，旨在改善体育运动中的性别
失衡问题并激励英国和爱尔兰各地学校积极开展体育活动。

Telegraph Women’s Sport 是一项全新的编辑计划，旨在改变女性运动及其在媒
体中的形象。

行动要点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https://www.womeninsport.org/
https://www.sportengland.org/our-work/women/womens-insight-pack/
https://www.sportengland.org/media/3168/helping-wg-get-active-practical-guide-aug15.pdf
https://www.womenins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PP-Puberty-Research.pdf?x99836
https://www.youthsporttrust.org/girls-active
http://www.mwsf.org.uk/
http://www.iwillifyouwill.co.uk/
https://www.telegraph.co.uk/school-sport/2019/04/02/introducing-girls-inspired-campaign-close-gender-sports-gap/
https://www.telegraph.co.uk/women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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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可以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赋能励志的地方，社交平台逐步成为许多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社交媒体不仅可以在帮助年轻人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可以成为学习创造

力和自我表达的重要舞台。此外，互联网可以成为年轻人形成自己政治见解，参与公众辩论的平台，同时

也是获取情感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不过，了解互联网发展的弊端也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表明，年轻人对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使用与

他们的自尊心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前者甚至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49 男女生浏览、使用网

络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后者对前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力。尽管互联网并没有设定限制特定的性别使用某一些

网络页面，但是通常男生会倾向于浏览游戏网站，而女生更多是使用社交网络进行在线交流。50 这也使得

女孩更容易遭受网络骚扰和欺凌，并且会受到社交媒体对于女性形象的歪曲，负面地影响她们的自尊心和

成长发展道路。

引言

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女性有效地利用了社交平台表达

和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多元化优势，自由地分享自拍和想法。但是随
着在社交网络创新时代自我表达方式的转变，我们也见证了网络暴力行
为的泛滥。

——芮谜伦敦美人网络暴力-《表达抑制》白皮书
来源:  UK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2019

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5小时的女生当中有大约
40%的人有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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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女孩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遭受骚扰、欺凌和侮辱。51 Plan UK收集了许多数据并指出遭受骚扰的男

女生数量存在较大差异。

近年来，媒体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主流媒

体中（包括电视、杂志和广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常常会将女性的

自我价值与外貌联系起来，即存在很多诟病。2015年的一则广

告中，主角是一位身材苗条，身着比基尼泳装的美女，而片中的

广告语为“您准备好沙滩身材了吗？”广告的播出引发了人们对

描绘不自然和过度性欲化的女性形象的担忧。2019年的一则广

告也因其背后投射的性别角色偏见被禁播。广告呈现的是太空站

中的一名男宇航员和一名坐在婴儿车旁边照料她的孩子妇女。考

虑到广告对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英国广告标准局（ASA）今

年对媒体制定了新规，以打击消除可能会负面影响人们生活中公

共和私人问题的性别刻板印象。53

除了大量的骚扰和网络暴力之外，女性经常遭遇一些由年轻男性发起的暗示性内涵的互动。这些行为往往是

受到了同龄人群对性别问题的处事想法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性别歧视中的双重标准。

在数字化时代保障网络用户的安全是家庭和学校必须更加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 根据Plan UK的报道，女生

们在认可互联网的重要性和积极性的同时也网络世界视为风险和焦虑的源头。52 为了保护女生在数字化生活

中的权益，有必要通过与学校合作的方式，在不限制女生访问互联网的前提下打击网络骚扰和欺凌行为，并

为女生提供相应的的资源和渠道去及时应对网络暴力。

女生更有可能：

媒体呈现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带有偏见的，它们是负面的、局限性的、甚至侮辱人
格的，不仅如此还会影响她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看法。

来源: Anti-Defamation League

传统媒体形式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出现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年轻人接触到大量图像，其

中许多图片经过过滤和编辑的加工，标榜了过度修饰、不自然的外貌标准。 如Instagram之类的媒体应用程

序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更注重外在美的观念，通过获得的点赞和“喜欢“数量来说明个人的成就或受

欢迎程度。研究表明，即使是短时间浏览Facebook也可能对年轻女性的外貌观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她们产

生想要”改头换面“的想法。54 这个现象，在女生经历青春期，对她们身材和体重越来越不自信的阶段更应

该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55

表示在社交媒体上必须按照某种固定方式

行事的男生和女生比例

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常用联

系人的骚扰

来源:  Plan UK 181260

收到对其发布的状态或照

片的侮辱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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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多芬全球真美运动
www.dove.com/us/en/stories/campaigns.html

多芬真美（The Dove Campaign for Real Beauty）运动是一项旨在鼓励和宣传不同年龄、身型、种族

和头发颜色，发型或样式的真实女性的运动。多芬的这项活动旨在挑战当下的外貌观，提供了更广泛，“更

民主“的美的观念。活动的灵感来自多芬品牌的愿景，即“美丽是自信的源泉，而不是焦虑的世界。”多芬

的使命是确保下一代健康成长，积极拥抱接受自己的外表，帮助年轻人树立培养自尊心并全力实现自己的潜

能。

该项活动由联合利华于2004年发起，通过广告、视频、讨论会，聚会，出版图书以及制作戏剧的方式来展

开活动。此外，活动还提供了家长、教师及青年领袖许多资源来应对如“媒体压力”、“攀比外貌”以及“ 

取笑和欺凌”等问题。迄今为止，他们针对维护自尊教育的计划已经惠及了4000万年轻人，并且还在继续

扩大影响范围。

芮谜伦敦“我不会被删掉”系列广告
www.rimmellondon.com/en_gb/beautycyberbullying

由于网络欺凌的行为，每年都会1.15亿张网络图片被删掉。由芮谜伦敦与网络微笑基金（Cybersmile 

Foundation）合作的“我不会被删掉”（I Will Not Be Deleted）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旨在让

年轻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自由表达想法而不必担心负面的回应或冲击。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卡拉·迪瓦伊和丽塔

奥拉等多位名人的支持。

通过这个活动，芮谜的目的是为年轻人创造一个自由交流经验的网络平台，并启动多语言AI在线“ 网络微笑

助手”为受到网络欺凌或影响的人们提供有效的本地资源、求救热线和组织性的支持。芮谜还制作了一部短

片，让片中女性讨论了自己遭受欺凌的经历，并制作了一份涉及全球11,000名女孩和16至25岁的女性的研

究报告。

名录
Globalgirl Media 通过指导14-22岁的年轻女性创建和分享旨在提高学业成绩，激

发社区积极性并引发社会变革的数字新闻，来鼓励她们积极发声和培养媒体素养。

BBC series #LikeMinded  涵盖了一系列文章和教育视频，探讨了社交媒体与和人

类思维状态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提供一些工具和技巧帮助人们适度的接触社交媒体。

Girlguiding 为女学生们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工作坊， 通过如“知心姐姐”等指导性

计划，帮助她们在提升自我意识的同时，增进自信和自尊，并改善她们对女性身材

形象的固有观念。最新的《年度女生态度调查》更深入了解了女生们的日常烦恼与压

力，包括其对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看法。

Taking action on body image 是英国政府推出的一项计划，致力于帮助人们深

入了解形体影像概念，以及影响这一概念的因素。

Stereotypes of Girls and Women in the Media 是反诽谤联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为寻求解决媒体中的女性刻板印象观念的教师而开发的一个

有力课堂资源。

Cybersmile Foundation 是一家致力于解决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络暴力和欺凌的慈
善机构。

Reclaiming the Internet for Girls 是Plan UK发起的一项活动，旨在使互联网世
界成为女性们更安全使用的平台。

Rimmel London White Paper: Beauty Cyberbullying – Expression 

Repression 是一份详尽论述网络欺凌对于女性的影响的报告。

‘Depictions, Perceptions and Harm: A report on gender stereotypes in 
advertising’ 是英国广告标准局（ASA）发布的一份旨在研究广告中性别陈偏见影

响的报告。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 Girls’ Rights in the Digital World’ 是  ‘The 
State of Girls’ Rights in the UK’. 报告的一个章节。该章节重点介绍了女生从社

交媒体上受到的压力和骚扰。

https://www.dove.com/us/en/stories/campaigns.html
https://www.rimmellondon.com/en_gb/beautycyberbullying
https://globalgirlmedia.org/
https://www.bbc.com/future/columns/likeminded
https://www.girlguiding.org.uk/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70677/Body_image_final_17.10.14.pdf
https://www.adl.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ssets/pdf/education-outreach/stereotypes-of-girls-and-women-in-the-media.pdf
https://www.cybersmile.org/
https://plan-uk.org/act-for-girls/girls-rights-in-the-uk/reclaiming-the-internet-for-girls
https://cc2rimmellondon-res.cloudinary.com/image/upload/v1541414839/rbpp/Rimmel_A4_White-paper_final_version_to_check301018.pdf
https://www.asa.org.uk/asset/2df6e028-9c47-4944-850d00dac5ecb45b.c3a4d948-b739-4ae4-9f17ca2110264347/
https://plan-uk.org/file/you-cant-live-without-it-girls-rights-in-the-digital-worldpdf/download?token=eiKTHg0-
https://plan-uk.org/file/plan-international-ukthe-state-of-girls-rights-in-the-uk-2016pdf/download?token=upKuL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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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忽视任何形式的网络欺凌，应该和现

实暴力一样严肃对待。

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可以

在课堂上进行公开讨论，并鼓励在课堂上就

外貌形象、媒体刻板印象或互联网存在的偏

见等话题进行辩论。

与年轻人一起举办研讨会，提醒

他们在互联网上谨慎发布个人信

息与观点，确保留有重要信息的

个人账号启用隐私设置。

强调上传个人照片的潜在风险，教导

学生如何安全地浏览社交媒体和正确

及时地处理网络骚扰问题。同时确保

学生了解互联网使用权益。

鼓励学生在午餐和休息时间脱离手机，并告知他们过

度依赖、使用互联网的弊端。

应对网络时代的欺凌

促进相关问题的讨论

提高网上个人信息资
料保护的意识培养年轻人应对挑战的能力

预防学生”网络中毒“

男生
围绕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讨论是当前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能够让年轻的男生们参与到对话并思考这对他们自身、朋友和家人
的意义，对于建立更具凝聚力的性别平等至关重要。

——Chris Barton, the Good Lad Initiative

行动要点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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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绝不应仅被视为单独的“女性问题”，把男性

纳入讨论范畴对全方位综合性地改善现有的社会系统至

关重要。为了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出台有关促进

增强女童和妇女权益的方案政策的尝试几十年来从未

间断，但很少涉及包含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话

题：男生如何长大成人？男性气概这一概念可能对男生

和女生产生何种负面影响？以及制度和文化以何种方式

支持了性别不平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解答探讨。

近期发生的，以#MeToo运动为代表的各类社会运动已

经凸显出了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严重性，以及将性

别不平等简单归为文化问题的不可行性。对性别平等片

面的关注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由此带来的任何进步都只

能是局部的，因为这样不会动摇原有的权力格局，也不

会消除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正常化的现象。

“有毒的男性气概（Toxic masculinity）”是指过分

强调负面的男性性格特征，例如力气、主导权、暴力、

情感压迫和贬低女性等。56 这些特征通常通过少男文

化（Lad culture）表现出来，包括大量饮酒、性别歧

视、厌女症、恐同“玩笑”和从众心理。这些行为通常

源于媒体、大众文化、甚至教科书和其他课程资源刻画

男性气概的方式。57 大学校园当中的这类行为已经引起

了学生会、媒体和英国政府的关注，英国政府已承诺将

重新审视并决定是否应将厌女症视为仇恨性犯罪 。58 

“有毒的男性气概”和少男文化已对许多男性和他们身

边的女性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有度的男性气概提倡

压抑个人感情，将表露脆弱视为不符合男性气概的表

现，这样一来也使得男性羞于说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

是无法得到相应的帮助。这不仅导致了严重后果（比

如，英国的男性自杀率一直高于女性），而且也会促

使男性使用其他手段发泄情绪，其中就包括攻击性与

暴力行为，继而影响男女之间的互动方式。59 全国学

生联合会(NUS)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少男

文化与性骚扰之间的密切联系。独立裁决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Adjudicator）2014年

的年度报告就将性骚扰和少男文化列为需要重点关注的

新问题。60 实际上，在The Student Room的一项调

查中，其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相比普通人群，学生

群体更易发生强奸犯罪行为。”61

“有毒的男性气概”是指过分强调
负面的男性性格特征，例如力气、
主导权、暴力、情感压迫和贬低女
性等。

引言 有毒的男性气概和少男文化
对于教育者和学校而言，将男性气概问题纳入考虑范

畴，并重新审视学校作为社会化机构在塑造男性气概概

念和性别权力模式上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无

论是在体育领域中，还是在传统上认为更适合男性的学

科中，学校针对女童和妇女教育的方案，在鼓励和培养

女生适应不断扩充的新型社会角色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

功。学校也应努力帮助男生重新定义男性气概的相关观

点及男性的社会角色，这也将成为打击性别歧视、性骚

扰、“有害的男性气概”和少男文化的有效手段。

少男文化也用“戏谑”、玩笑和讽刺性的语言把骚扰问

题表现的无关痛痒，从而将性别歧视和厌女行为正常

化。华威大学最近发生了一桩丑闻，五名男学生因在小

组聊天中的不当举动而被开除，尤其是他们的“强奸笑

话”不可原谅。62 如果不努力消除“有毒的男子气概”

和少年文化，这些态度就有可能跟随他们进入成年期和

职场。与危险性性别偏见作斗争需要男性的参与，他们

致力于成为反对性别不平等斗争的盟友，批判性地反思

自己的行为、语言和行动(或不作为)。学校在应对“有

毒的男性气概”、少男文化和危险性性别偏见方面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Kathleen Elliott在题为《挑战学

校和社会中的“有毒男性气概”》的论文中，建议为所

有年龄阶段和教育阶段提供有关男性和男性气概的多样

化案例，以鼓励年轻人探索自己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教

师可以以身作则，尊重所有性别性向、表达脆弱、抒发

情感、展现敏感性和同情心，并创造学习空间和机会，

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做同样的事情。



46 47

普遍认为，“有毒的男性气概”和少男文化会促成导致性

骚扰的态度。在学校，性骚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

且是有性别差异的：大多数案例都表现为男生针对女生实

行的性骚扰。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性行为，它侵犯、

恐吓或贬低他人，而且会创造一个敌对或无礼的环境。这

些骚扰行为可以包括口头、非语言或身体层面的行为，例

如冒犯的性言辞或不必要的肢体接触。

2017年，英国女权主义者协会(Feminista)和国家教育

联盟(National Education Union)委托英国就业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调查学生和教师

在学校中的性别歧视遭遇。这份名为“无处不在”的报告

揭示了广泛的性骚扰，包括性别歧视行为、语言和刻板印

象。63

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性骚扰、性别歧视语言以及

性别偏见在学校环境中司空见惯。尽管如此，许多教师表

示缺少应有的支持，并苦于没有反应的能力，超过 四分

之一(27%)的中学教师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处理

他们在学校中经历或目睹的性别歧视事件。64 因此，学校

和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建立一个歧视行为会在开始之前就被

消除的安全的环境。2018年，独立调查机构下议院图书

馆（House of Common Library）发布了一份报告，更

新了关于校方如何应对性骚扰的指南。65 英国所有的学校

都必须制定儿童保护政策，包括保护儿童免受性骚扰的措

施，无论性骚扰是来自教职人员还是他们的同龄人。更好

地执行这些准则将有助于提高教职人员处理问题的妥善程

度和自信心。

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NUS) 2018年至2019年的全国女

性事务官员Sarah Lasoye认为，有必要从有效的英国中

小学和大学的性与关系教育(SRE)入手，就这些问题展开

更加明确直接的对话，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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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显示，在男女混合学校就读的女生：

骚扰与性别歧视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性骚扰问题，

我们的教育系统迫切需要从语言上教会
学生如何正确描述他们的经历。我们
还需要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它鼓励学
生对不健康的行为进行上报而非将其
正常化。最让我震惊的是，英国的中
小学和大学严重缺乏连贯有效的性与
关系教育（SRE）课程。与Further 
Education的学生的合作坚定了我的信
念，即我们需要空间——从小学就要开
始——让儿童和年轻人积极想象健康的
性别关系，从而最终创造出我们希望看
到的文化。

——Sarah Lasoye, 2018-2019 
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女性官员

经历过性骚扰

在学校学习期间遭受过性侵犯

在遭受过性骚扰后会向老师报告

来源: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 and UK Femin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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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好少年倡议（Good Lad Initiative）
www.goodladinitiative.com

“好少年倡议”是一个在大中小学和职场中提供互动式工作坊的组织，鼓励参与者积极参与活动并挑战自己

认知性别和男性气概的方式，思考他们心目中21世纪男性的形象。工作坊的目的是使参与者认识到他们的实

际价值观与某些群体中似乎普遍存在的有害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工作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反思

他们所持有的规范并创造新的规范，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成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变革推动者。该计划

旨在对学生进行有关同意、性别、性向和性等相关主题的教育。 

倡议指出，超过四分之三的参与者发现，工作坊使他们有机会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行动并挑战团体规范，他

们感到更有能力在复杂的性别状况下积极采取行动。80%的参与者表示他们会向其他的团队或大学推荐该工

作坊。

性别中立教学
www.bbc.co.uk/mediacentre/proginfo/2017/33/no-more-boys-and-girls

《不再分男女》(BBC，2017年8月)是BBC出品的一部两集纪录片，记录了在怀特岛一所小学3年级班进行

的为期6周的性别中立实验。这部纪录片试图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不把七岁的孩子根据男女分别对

待，他们的教室会发生什么?”

实验开始时进行的心理测试显示，男孩表现情绪的能力较弱，但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而女孩的自尊水平

较低，处理数字和形状的能力也较差。女孩们认为男孩比她们“更优秀”，“更善于管理”，而男孩们则认

为“女孩照顾孩子，男孩做很多很酷的事情”，“男人更成功，因为他们可以做更困难的工作。”在这项

实验中，为了测试“典型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减少，从学生阅读的书籍、他们玩的玩具到老师对待他们的

方式，所有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痕迹都已经被消除。事实上，第一个被注意到的是一位老师使用的性别化

的“昵称”，她会称女孩为“爱(love)”或“亲爱的(darling)”，而男孩则是“哥们儿(mate)”或“小伙子

(fella)”。孩子们被介绍给一群专业人士，这些人从专业角度挑战了孩子们关于性别化工作的观念，从而拓

宽了他们对男孩和女孩能做什么、能取得什么成就的看法。他们还接触到了教室里一些积极但简单的信息，

比如“女孩很坚强;男孩很强大;男孩很敏感;女孩很敏感;女孩是聪明的;男孩是聪明的。

这项实验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女孩的自尊水平显著提高，从数值上看与男孩相比只有0.02%的差异。与此

同时，男孩们描述自己情绪和行为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名录
A Call to Men (UK)与社区和教育工作者合作，促进对话，提供专业支持，预防大学
校园性侵、暴力和歧视等行为。

UK Feminista  为教师设计培训工作坊，帮助解决性别歧视问题，引导他们在全校范

围内促进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它还为青年人提供工作坊，使他们能够接受两性平

等方面问题的赋能与教育。

Women’s Campaign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NUS) 代表全国的女
学生，致力于维护她们的权利。

Sexpression UK 是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致力于在社区内开展非正式和全面的RSE
活动，帮助年轻人在人际关系和两性方面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Challenging toxic masculinity in schools and society’ 是Kathleen 

Elliott（2018）创作的一本著作，论述了学校和社会中简化的、有害的男性气概的概

述和后果。

Revolt Sexual Assault 与大学合作，提高了英国大学生对于性侵问题的认识。

HeForShe 是联合国妇女署发起的一项运动，旨在鼓励所有人（不仅是女孩和妇女）
参与到有关性别平等的对话中来。

‘Changing the Culture’ 是Universities UK撰写的一份报告，其中概述了在大学中
打击性暴力，骚扰和仇恨犯罪的建议。

‘That’s what she said: Women student’s experience of ‘lad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是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调查了女学生与少男文

化的关系，及后者对前者教育经历的影响。

‘Young Women Lead Committee – Report on Sexual Harassment in 
Schools’ 由苏格兰基督教女青年会-年轻妇女运动（YWCA Scotland- The Young 

Women’s Movement）撰写，为如何有效打击学校性骚扰现象提供了独特的解析。

https://www.goodladinitiative.com/
https://www.bbc.co.uk/mediacentre/proginfo/2017/33/no-more-boys-and-girls
http://www.acalltomenuk.org.uk/
https://ukfeminista.org.uk/
https://www.nusconnect.org.uk/liberation/women-students
https://sexpression.org.uk/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OTH-11-2017-0088/full/pdf?title=challenging-toxic-masculinity-in-schools-and-society
https://revoltsexualassault.com/
https://www.heforshe.org/en
https://www.universitiesuk.ac.uk/policy-and-analysis/reports/Pages/changing-the-culture-final-report.aspx
https://www.nus.org.uk/PageFiles/12238/Thats%20What%20She%20Said%20-%20Full%20Report%20(1).pdf
http://www.ywcascotland.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YWL-Report-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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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oints for schools and educators

挑战男生对女生使用侮辱性语言现象，

并要注意自己的语言用词——像“拿

出男人的样子”这样的词汇看似无伤

大雅，但实际上会影响学生如何看待

自己的方式。

让男孩们多接触关于男性

气概全面且多样的看法。

男教师要具备一定责任感，为男学

生树立好的榜样。

学校务必根据新的政府报告制定全完

善教学政策，确保教师接受过妥善处

理性骚扰指控的相应培训。

学校必须与学生针对同意（consent）和尊重

（respect）两个话题进行对话，帮助消除可能会助长对

女孩和妇女的骚扰或暴力的因素。

认识到语言的力量

改变对男性气概
的看法

以身作则

确保保护政策的到位

开展全面的性教育与人际关系教育

行动要点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性别与年轻人校园生活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多样并且影响深远。女性在领导

力、STEM和体育等领域学习过程中会面临大量对其技能和智力的陈腐观念。来自教

育者和同龄人的无意识偏见不仅阻碍了女生在职场中正常的发展道路，而且会对她们

的自信和自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有些女孩会内化自己的消极情绪并且消极评价自己

的能力。男女楷模榜样的比例失衡只会加剧这一状况，使得男生和女孩固化限制了自

己的发展轨迹。与此同时，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先入为主，使得大量女生无论是在网络

还是现实世界中都饱受欺凌和骚扰。

许多性别问题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之中，以至于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或

者说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社会的一种价值体系和标准。因此，对于年轻女孩所面临的挑

战或者陷入没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困境，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们往往对此知之甚

少。

不过，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许多英国组织已经采取了大量创新举措着手解决教

育领域存在的性别差异现象。这些举措内容各式各样，从开展员工培训，向学生和员

工提供资源和学习资料的获取途径，到与学生一起举办工作坊和尝试新的实验性学习

方法。

教育是年轻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态度和人生

观。一位积极励志的老师，或是一个收获满满的班级项目都可以激发学生探索新方法

或追求兴趣的热情，若不幸遇到充满负能量的老师或不公平的制度，则可能会阻碍年

轻人的发展并扼杀他们的潜力。

在报告中提供的资源和案例研究的支持下，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应当肩负起责任，积极

采取行动。只有通过反思现行做法并努力革新，学校才能根除当下存在的性别歧视的

现象，确保男女生在未来得到平等的机会和支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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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由问创教育撰写 

问创教育是一家植根于北京的咨询公司，凭借自身在调

研、项目与咨询领域的综合实力，致力于帮助英国教育在

中国健康发展。问创的精英团队汇聚了中英两国的资深教

师、大学讲师、教育专业人士、研究分析师以及项目负责

人。问创一贯秉持开放态度迎接全新的项目，在对工作倾

注满腔热爱与责任的同时，让梦想成真也是我们常久以来

所坚持的愿景。 

 

如果您对问创出品的研究报告或提供的其他咨询服务感兴

趣，敬请通过以下途径与我们取得联系： 

 

ventureeducation.org 

contact@ventureeducation.org

Women’s Economic Imperative （WEI）于2018年1

月成立，是一项旨在响应联合国妇女经济赋权高级别小组

呼吁，促进女性经济赋权的全球合作倡议。

WEI 邀请个人、企业和机构积极参与到促进全球女性经济

赋权的活动中来，共同携手实现更多女性的经济赋权。

如果你有兴趣成为WEI倡议和社区的一员，或者想要获取

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www.weifor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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