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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必要性

公共预算中存在社会性别问题
吗？性别预算是否只是妇女专项预
算，是否要将公共资源在男女之间平
均分配？在现时的中国，如果询问一
个财政管理实际工作者，是否留意过

“性别预算”（Gender Budget）的相关
内容，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其实，早
在20世纪90年代，南非的国会议员
普里格斯·戈文德就曾这样干脆地表
述：“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
前景怎样，只需要看看这个国家的公
共预算，及其向妇女和儿童分配资源
的情况，也就足够了”。

公共预算作为体现公共事务决策
中价值取向和优先选择的工具，对男女
两性的生活和权力关系，自然会产生积
极抑或消极的不同影响。性别预算将
经济发展目标与人类发展目标有机结
合，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公共预算过
程，其雏形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
的澳大利亚“妇女预算”（Women’s
Budget）。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蓬勃
发展，性别预算进一步发展为运用性别
视角就公共预算对男女两性不同需求
的影响加以评估，以强调公共预算的社
会性别敏感性与回应性。

性别预算不是将政府的资金在男
性和女性、男童和女童等性别群体之间
平均分配，各占百分之五十；也不是通
过建立专门的妇女预算，来解决妇女问
题或社会性别问题。性别预算作为一
种手段和方法，从性别角度评估政府总
体预算如何满足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

童的不同社会诉求（特别是一直被排除
在预算决策系统之外、且处于边缘境地
或不利境况的社会群体），以及收入和
支出对其产生的不同影响。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
三种发展路径

如果从2005年11月河北省张
家 口 市 启 动

“参与式社会
性别预算”项
目试点算起，
性别预算在中
国，已经悄然
走过了将近 7
年的时光。结
合目前国内正
在推行（及拟
推行）的社会
性别预算试点
情况，依主导
机构的不同，
大致呈现出三
种具体的发展
路径：

一是由各
级妇联推动实施的性别预算改革。
例如，河北省张家口市妇联2005年
以来实施的“参与式性别预算”改革
试点，重点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培
训等突出问题，强调以妇女的生命周
期为经，以教育、健康和养老服务为
纬，考察妇女在获得和使用公共资源
方面的情况。尽管这一项目试点因
多种因素的制约，后来陷于停滞状
态，但其作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

探索，终究为性别预算在中国的本土
化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和有益的
借鉴，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二是由政府部门（主要是财政
部门）推动的性别预算改革。2009年
2月，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启动了“社
会性别反应预算”改革试点，其主要成
效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开拓性地连
续编制社会性别预算，初步完成了文

本设计的总体框
架；聚焦于法律援
助、公共卫生间等
六类较具性别敏感
性的公共支出项
目，进行调研分析，
系统揭示了其性别
影响差异及成因；
聚焦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等预算政策的调
整，致力于促进性
别平等长效机制的
建设。

三是由人大
主导的性别预算改
革。自 2010 年以
来，浙江省温岭市

结合其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制度
的良好基础，先后在温岭市温峤镇和
新河镇，引入了参与式性别预算的改
革试验。在人代会的会前初审和会
中审议阶段，为更好地收集女性选民
对预算安排的意见，实行了性别预算
主题的民主恳谈。就实际效果而言，
重点促进了幼儿教育、妇女活动、女
性健康、计生、村文体场所和文体活
动等方面的经费增长。

作为国内唯一的系统参与了所有
这些性别预算改革试点的研究者，如何
对不同的路径选择加以比较研判，确实
颇费思量。然而，就其共性而言，这样
几个方面的问题则是不同发展路径均
需要认真面对的：第一，开展必要的知
识培训与交流，强化性别预算的公民基
础，提升社会性别预算能力，着手编撰
本土化的“性别预算操作应用指南”；第
二，收集分性别统计数据，提升女性在
预算过程中的参与度；第三，高层决策
的持续性支持和具体管理者（包括专家
智库团队）的相对稳定。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
路线图与关键节点

基于对各国性别预算经验和中
国本土化试点的综合研判，性别预
算改革的未来路径选择，大体上应
该采用如下的“三步走”战略来加以
实施：一是试点、统计与宣传并行的
阶段；二是有针对性、分主题地扩大
试点阶段；三是财政部门主导、妇联
和研究机构为两翼、人大监督为助
推的“起飞式”发展阶段。

就具体实施中的关键节点而
言，大致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性别统计—性别预
算—性别审计（绩效评估）的全周期
管理体系，强化性别统计制度的基
础性支撑和性别审计的追踪问效机
制。完整的性别预算全周期管理包
括性别统计、性别预算和性别审计
三个先后衔接、相互影响的环节。
性别统计制度通过建立具有性别意
识的统计指标和统计变量，为性别

预算的分性别公共支出敏感分析提
供重要的技术性数据支撑；而性别
审计的核心是预算执行监督与绩效
评估，通过确定相应的绩效指标，将
性别预算执行情况与政策目标、绩
效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以促进预算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第二，采用预算实体和预算程
序改革均衡推进的“双轮驱动”策
略。就实体层面而言，可以参考菲
律宾等国的经验，结合公共支出项
目的性别敏感性特点，在整体公共
预算中配置一定比例的资源（譬如
5%），作为性别预算的重点分析项
目，聚焦考察其分性别的影响差异
和改进路径。

就预算程序而言，主要是在预
算决策过程中，增加妇女/性别视
角的讨论和听证，也就是扩大女性
群体对预算决策过程的参与程
度。性别预算在编制程序上，并非
在既有预算流程中另立管道，而是
在既有的“两上两下”预算决策过
程中，逐步增加纳入妇女群体意见
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参与途径。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中国急剧
变革时代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性别
预算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解决方案，
是具有持久性的生命力的。有理
由相信，在责任政府、国际社会、公
民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以及公民自
身的一致努力下，性别预算在中国
的推广，的确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
情！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路线图

我国正在推行的社会性
别预算改革试点依主导机构
的不同，大致呈现由妇联组
织推动、由政府部门推动、由
人大推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
径。作为国内唯一的系统参
与了所有性别预算改革试点
的研究者，本文作者展示了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路
线图与关键节点。

女学书馆

多学科视野下的
女性社会保障研究

金一虹 保剑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

本书导入社会性别视角，揭
示性别关系如何深刻塑造国家福
利制度的特点以及社会保障体系
又如何影响性别关系；既有对男
女是否同龄退休、妇女土地保障
与生育保障等现实问题的讨论，
也有从福利思想的源流、不同流
派的纷争以及福利国家实践的利
弊得失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力图
对一个处于社会转型、其社会保
障制度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如
何建设一个既能体现公平正义原
则、彰显性别平等的价值理念，又
能实现国家、家庭、妇女三赢的社
会保障机制进行探讨。

超越性别身体:
近代华东地区的
女子体育(1895-1937)

游鉴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学界较多探讨“妇女运动”史，
而较少关注妇女“运动”史。作者
试图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
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跳出国家
观的体育史窠臼，兼采文字资料和
图像资料，呈现西方体育传入后女
性的新观念和新行为，如何在公众
舆论、学校教育、学生生活、运动竞
赛、观众反映、大众传媒和视觉文
化等层面产生意义。本书试图给
近代中国体育史以性别诠释，丰富
对近代中国女性历史的认识，也让
体育史、妇女史和近代中国史得以
互证互补。

王绯专栏

近代中国的第一张女报——《女
学报》，是与第一个女子社团组织——
中国女学会，以及中国女学堂一起出
现的。按照《女学报》主笔潘璇的说
法，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女学会、女学
堂、女学报“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
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
叶、是朵花。这被称之为“叶”和“花”

的《女学报》，同时兼具女学会会刊和
女学堂校刊之功能，是那个时代女子
政治合群的革命舆论中心。

《女学报》以兴女学为纲，内容分
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四大版块，
除了发表和女学有关的思想文字，还
辅助教学内容，把涉及“十六课的事
情，用白话演说出来”，让女子“长久
看了这报，定不知不觉的奋发起来！”
该报每月出三期，每期一张，分上下
四页，不为牟利，免费送一个月后，

“每张只取纸料钱三文”。《女学报》
1898年7月24日初刊，十期之后，便
由旬刊改为五日一期。可以想象，经
营这样一个思想启蒙与实学并举、报
与刊兼及的女学阵地，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办报人潘璇在文章中透露了
经常性的“白话演说”工作之难，另外
还专门谈到其中的“著述之难”和“印
销之难”问题，办女报于她们，就像养
育初生的婴儿，“怕他哭坏了”，又像
照看“学步的小孩，处处要人当心，怕
他跌坏，下次就不肯走了”。尽管有

如此之多的难处，办报者却充满了性
别的自豪感，为女子能率先自办女报
而欣慰欣喜。

《女学报》的主编均为女子，由裘
毓芳、康同薇及梁启超夫人李端惠等
担任；主笔也全部由女子担纲。1898
年5月25日，《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
白》刊登在《时务报》上，公开向妇女发
出征稿及聘主笔的邀请；1898年8月3
日，第2期《女学报》向社会公布了薛绍
徽、康同薇、沈和卿、潘道芳、蒋畹芳、
章畹香、李端惠、潘璇等18位“《女学
报》主笔”名单，并再次向妇女征文，敬
恳海内文人闺秀，“各抒所见，源源惠
寄论说”。事实上，在后来出刊的《女
学报》上，有张蕴华等三十多位女子担
任过主笔，可见该报已成为近代妇女
解放先觉“群言之合”的集聚中心，这
便从根本上确立了《女学报》以女子为
本体的妇女解放主旨，即“这报是救我
们二万万人，得平权的起点。《女学报》
多印一天，多销一张，便是平权的话，
多引一线，多积一面”。

《女学报》不仅是近代女子得平
权的起点，还是推行白话文的前沿阵

地，其中操练白话文的女圣手，就是
潘璇。当时，为了更好地吸收西学、
开启民智、普及社会化教育，维新思
想家纷纷提出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
文的革命主张，如1898年春，上海《苏
报》刊发的无锡举人裘廷梁的《论白
话为维新之本》，从白话之于维新革
命意义的高度提出：文字仿佛“天下
人公用之留声机”，其功能在于沟通
思想，传播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交
流工具它一定要让广大民众看懂，可
是“今之文言”却成了“愚天下之具”，
正因为“文言之为害”，中国才“有文
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
民”；该文把白话文方方面面的好处
阐述得无以复加，令人心服口服。由
于维新革命精英的大力倡导，白话文
运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热潮。女
报人潘璇便是当时白话文的积极实
践、率先示范者，她为《女学报》撰写
的诸多白话文章，可称得上是近代妇
女尝试白话文书写的精粹典范。

她在《上海〈女学报〉缘起》中写道
——这《女学报》，他的好处，是我现在

顶要紧讲的，请你们听着：第一件
…… 人要知道这树是什么树，盛不
盛，能不能结果子，不是要先瞧这花和
叶吗？那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
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
情形，有了《女学报》，可以淋淋漓漓的
写在那里，象绿的叶，红的花，人见了
不悦目，不爽心的吗？第二件，女学会
内的人，有了这报，知道会中一切情
事，省了会内司笔许多信札笔墨。这
报上有那些新闻、时事，主笔新编的女
学讲义，看了可以解厌，可以消闷，况
且长了许多见识，阔了多少胸襟。

她在《论〈女学报〉难处和中外女
子相助的理法》中写道——这报称名

女学，是天下女子的学，我是女子，我
便有兴《女学报》的责任。见路上有两
人挑担，一是外人，一是姊妹，两人都
弱了，我不当帮助我姊妹么？这不是
我私见的话，凡有人性的，不能不有这
亲疏的义气。况且挑的不是他姊妹
一人的东西，也是我们各人的东西哩！

诸如此类通俗浅显、明白晓畅、说
理透彻的白话书写，即使今天读来也
算得上明晓如话的好文字，可见潘璇
于一个多世纪前的自觉追求已入化
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白话文圣手。
尽管当时自觉尝试白话诗文写作的女
子并非潘璇一人，但很难有人能达到
她这样炉火纯青的白话境界。比如

《女学报》主编裘毓芳，在 1898年9月
《女学报》7期的《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
并重》一文，与潘璇的白话文章不可同
日而语；在裘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当时
踏着父兄思想足迹尝试白话文操练的
女子迈出的稚嫩脚步，反映出这一白
话文运动的历史局限。这个局限，并
不只是妇女的，而是两性共同的，也就
是说，当年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和努力尝试者，在个人的具体实践中
还不能完全达到（或没有能力达到）言
文合一的境界，其文体难以全然跳出
文言窠臼，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文白
参半的过渡痕迹。

在如此局限下，潘璇就更显得了
不起。有这样一位白话文圣手担纲
主笔和办报人，是近代中国第一张女
报的大幸，是历史的大幸。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所研究员，主要著作《睁着眼睛的
梦》《空前之迹》）

第一张女报与白话文圣手

女史重建

阅读提示

扎哈洛娃：

斯维特拉娜·扎哈洛娃（Svet-
lana Zaharova）是21世纪国际芭
坛上最灿烂的俄罗斯明星。她气质
典雅，形象高贵，线条、脚背、软开度
和控制力均让人叫绝，在风格上既
有俄罗斯学派的磅礴大气，又有法
兰西学派的抒情细腻，并善于融合
国内外的现代舞风，因而主演了大
批浪漫、古典和现当代各个时期的
芭蕾舞剧和小节目。

1999年，20岁的扎哈洛娃开
始成为获奖专业户，先后获俄罗
斯演艺界的“金面具奖”、意大利

《舞蹈和舞蹈》杂志的“本年度最
佳舞者”称号、莫斯科的“贝努瓦
奖”、俄罗斯联邦的“功勋艺术家”
和“人民艺术家”称号。

2003年，她转入莫斯科大剧
院芭蕾舞团，主演并录制了重编的
芭蕾舞剧《法老的女儿》，频繁客席
主演于美国芭蕾舞剧院、巴黎歌剧
院芭蕾舞团等著名舞团，更在米兰
的斯卡拉芭蕾舞团接连主演并录
制了《吉赛尔》、《舞姬》和《天鹅湖》
这三部大戏的DVD。

2010年，她随莫斯科大剧院芭

蕾舞团来京，在国家大剧院先后成
功主演了《法老的女儿》和《唐·吉诃
德》，其超凡脱俗的长线条与无懈可
击的挥鞭转，彻底打破了传统芭蕾
美学中对“抒情型”与“炫技型”女明
星的分类，令观众叹为观止。

21世纪最灿烂的芭蕾明星

艺苑映像
专栏主持 欧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女学报》不仅是近代女
子得平权的起点，还是推行
白话文的前沿阵地，承载着
社会维新、文化革命的双重
使命。女报人潘璇便是当时
白话文的率先示范者。

扎哈洛娃在俄罗斯古典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中表演的基特丽

▲梁启超夫人李端惠（右一）为《女
学报》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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