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年年⼥女女权运动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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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年⼥女女权⾏行行动派的诞⽣生



2⽉月19⽇日 
“占领男厕所”运动

4⽉月26⽇日 
郑楚然寄信全国五百强企业
呼吁取消就业性别限制

2012年年6⽉月 
“我可以骚你不不能扰”

8⽉月9⽇日  
声援李李阳妻⼦子李李⾦金金（Kim）反家暴暴

8⽉月30⽇日  
剃光头反对⾼高校
招⽣生性别不不平等

2012



9⽉月16⽇日 
 “不不做花瓶，只做⾃自⼰己”

11⽉月  
裸照呼吁反家暴暴⽴立法

11⽉月26⽇日  
抗议招公务员需要妇检

12⽉月10⽇日   “染⾎血的新娘”反家暴暴

2012



2012年年2⽉月19⽇日 
“占领男厕所”运动



2012年年2⽉月19⽇日 
“占领男厕所”运动



2012年年6⽉月 
“我可以骚你不不能扰”



2012年年8⽉月30⽇日 
剃光头反⾼高校招⽣生性别不不平等



2012年年11⽉月
裸照呼吁反家暴暴⽴立法



2012年年11⽉月
抗议招公务员需妇检



2012年年12⽉月10⽇日
“染⾎血的新娘”反家暴暴



2013

2⽉月3⽇日
我不不要成为下⼀一个“李李彦”

2⽉月28⽇日
抗议⾼高考招⽣生录取性别不不公

3⽉月3⽇日
抗议中学开设“淑⼥女女班”

4⽉月8⽇日 
 抗议“绿茶婊”等针对⼥女女性的⽹网络污名

5⽉月16⽇日
“恐同杀死⼥女女同性恋”



2013

2013年年5⽉月27⽇日
“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

2013年年6⽉月18⽇日
抗议美团辞退孕妇

2013年年9⽉月开始   
美丽的⼥女女权徒步

10⽉月31⽇日  
 “别把我当敏敏感词”：“我的阴道说”照⽚片发布

11⽉月24⽇日  
⼥女女权之歌唱响北北京地铁



2013

2013年年11⽉月25⽇日
国际消除对妇⼥女女暴暴⼒力力⽇日宣传反家暴暴

12⽉月12⽇日 
 “农嫁⼥女女”政府⻔门前叠罗汉



2013年年3⽉月3⽇日
抗议中学开设“淑⼥女女班”



2013年年5⽉月16⽇日
“恐同杀死⼥女女同性恋”



2013年年5⽉月27⽇日
“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



2013年年5⽉月27⽇日
“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



2013年年9⽉月开始   
美丽的⼥女女权徒步



2013年年9⽉月开始   
美丽的⼥女女权徒步



10⽉月31⽇日  
“别把我当敏敏感词”：“我的阴道说”照⽚片发布



2014

2⽉月14⽇日
抗议“百合⽹网”逼婚⼴广告

11⽉月12⽇日
⻩黄蓉诉性别歧视案



2014年年2⽉月14⽇日
抗议“百合⽹网”逼婚⼴广告



2015

2⽉月20⽇日
⼥女女权之声发起“春晚有毒
万⼈人联署要求停播”活动

3⽉月7⽇日开始 
全球声援被拘的⼥女女权五姐妹   

3⽉月开始
秋⽩白因“恐同教材”
三次起诉教育部

5⽉月26-6⽉月10⽇日
⼥女女⼦子腋⽑毛⼤大赛

7⽉月2⽇日
李李⻨麦⼦子的⼥女女同婚礼



2015年年春节
⼥女女权之声发起了了“春晚有毒，万⼈人联署要求停播”活动



2015年年3⽉月7⽇日开始 
声援被拘的⼥女女权五姐妹   



2015年年3⽉月7⽇日开始 
声援被拘的⼥女女权五姐妹   



2015年年3⽉月7⽇日开始 
声援被拘的⼥女女权五姐妹   



2015年年3⽉月开始
秋⽩白因“恐同教材”抗议和起诉教育部



2016

2⽉月
反逼婚众筹⼴广告

3⽉月
“反三七过三⼋八”



2016年年3⽉月
“反三七过三⼋八”



2017

1⽉月12⽇日  
张累累寄信⼈人⼤大代表
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1⽉月21⽇日
参加世界⼥女女权⼤大游⾏行行 

3⽉月
声援被禁⾔言的“⼥女女权之声”

5⽉月1⽇日 
⾏行行⾛走的反性骚扰⼴广告牌



2017年年1⽉月21⽇日
参加世界⼥女女权⼤大游⾏行行 



2017年年3⽉月
声援被禁⾔言的⼥女女权之声



2017年年5⽉月1⽇日 
⾏行行⾛走的反性骚扰⼴广告牌



2017年年5⽉月1号 
⾏行行⾛走的反性骚扰⼴广告牌



2018

1⽉月1⽇日
#⽶米兔在中国

1⽉月20⽇日
参加美国妇⼥女女⼤大游⾏行行

1⽉月-2⽉月
“单⻜飞沙⻰龙”与反“剩⼥女女”污名运动

3⽉月9⽇日 
抗议⼥女女权之声被封号



2018年年1⽉月1⽇日
#⽶米兔在中国



2018年年1⽉月1⽇日
#⽶米兔在中国



2018年年3⽉月9⽇日 
抗议⼥女女权之声被封号



2019

4⽉月
#HereforJingyao# 
⽀支持Jingyao联署

#我也不不是完美受害者#
反强奸⽂文化运动

4⽉月12⽇日 
抗议#les#超话被封

9⽉月11⽇日
庭审现场⽀支持Jingyao

7⽉月、8⽉月、10⽉月 
“⽶米兔在中国”展览



2019年年4⽉月
#HereforJingyao# ⽀支持Jingyao联署
#我也不不是完美受害者#反强奸⽂文化运动



2019年年9⽉月11⽇日
庭审现场⽀支持Jingyao



2019年年7⽉月、8⽉月、10⽉月
 “⽶米兔在中国”展览

2019年年4⽉月12⽇日 
抗议Les超话被封



2019年年4⽉月12⽇日 
抗议Les超话被封



2019年年7⽉月、8⽉月、10⽉月 
“⽶米兔在中国”展览



2019年年7⽉月、8⽉月、10⽉月 
“⽶米兔在中国”展览



2019年年7⽉月、8⽉月、10⽉月 
“⽶米兔在中国”展览



2019年年7⽉月、8⽉月、10⽉月 
“⽶米兔在中国”展览



中国⻘青年年⼥女女权运动的核⼼心议题

反性别暴暴⼒力力

反性侵\ 
反性骚扰

公共设施 
性别平等

就业与⼊入学 
性别平等

反性别污名 
与刻板印象

婚姻⾃自主

反身体污名

反禁⾔言与 
公权⼒力力压迫

⼥女女同权益



中国⻘青年年⼥女女权运动的活动趋势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青年年⼥女女权运动的活动趋势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



中国⻘青年年⼥女女权运动的活动趋势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国内： 境外： 境内外：



⼥女女权运动变化趋势的分析

与

⼥女女权运动⾯面临的挑战



⼀一、物理理公共空间被剥夺使得活动更更多转移到
以社交媒体为主的线上空间

• 社交媒体的特性使得舆论⼆二元极化
• 关注议题变窄，难以落地现实
• 偏向保守与消极对抗
• ⽅方便便海海外远程介⼊入议题



微博⼥女女权的两⼤大议题：反婚反育和反代孕





有资本背书的精英主义与⼥女女权主义的合流



⼆二、⼥女女权之声被封禁后加速了了⼥女女权话语和活动的去中⼼心化

• 泛⼥女女权话语的流⾏行行、常规化与全⺠民参与
• ⼥女女权的分化以及被挪⽤用
• 设置议程的能⼒力力减弱



泛⼥女女权话语的兴起



“⺟母权派”的崛起



话语权被官媒劫持



议程被官媒劫持



议程被官媒劫持



三、严峻的政治环境使得国内⼥女女权活动越地发被去政治化

• 越演越烈烈的⾃自我审查和退守
• 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趁虚⽽而⼊入
• ⼥女女权话语在社交媒体上被⼤大众所“⽥田园化”

• 合法性被削弱，污名化加重







中国⼥女女权被污名化



中国⼥女女权被污名化



中国⼥女女权被污名化



中国⼥女女权被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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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女泉 | 从“⽥田园⼥女女权”到“微博⼥女女权”，如何看懂最新⼀一波的污名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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