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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秋梅，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副所长，是西藏第一位畜牧专业
女博士，也是西藏第一位在南美的留学生，
同时还是西藏牦牛研究成果最多的人。为
了让西藏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姬秋梅在
西藏20年进行牦牛的资源调查、品种选育、
转基因文库构建及牦牛胚胎移植，并应用草
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起牦牛生产系
统管理、动态监测与舍饲技术。为此，她获
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第四届青藏高
原青年科技奖等多项荣誉。

口述实录

姬秋梅：
希望牦牛也活得有尊严
访
谈
印
象

■ 张红萍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
显示：在婚姻家庭状况方面，85.2%的女性
对自己的家庭地位表示比较满意和很满
意。理由是：妻子参与家庭生产/经营、买
房/盖房和投资/贷款决策的比例分别为
72.6%、74.4%和74.7%。近几年其他的一些
调查数据也显示，妇女对婚姻生活的满意
度都在八成以上，且认为家庭是她们幸福
的来源。这种种数据让我很是好奇，为什
么女性对自己的婚姻及在婚姻家庭中的地
位满意率会如此之高？她们的标准是什
么？

如果85.2%的女性对自己的家庭地位
表示比较满意和很满意，那么14.8%的对
家庭地位和婚姻不满意的女性是些什么
人呢？我想这些人可能出在 13%遭遇婚
外情与24.7%遭遇不同程度家庭暴力的人
群中吧。如此这般，我们就明了了，我们
的女性对婚姻幸福与家庭地位的要求可
能很低，只要不被打和不遭受背叛、遗弃，
就算家庭幸福了。

主观来说，或从女性的自我意识来
说，我们的女性大多都是自信的，这与女
性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社会领域，有很
高就业率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期中国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18岁~64岁女性的
在业率为 71.1%，城镇为 60.8%，农村为
82%。另据 2011 年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
据显示，82.4%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能力
有信心”，80%的女性“不甘心自己一事无
成”。对于明显体现“男强女弱”传统性别
观念的“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说法，
被访问者大多数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不同
意者占66%，其中女性为66.7%，高于男性

1.5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如果女性没有

结婚生子，没有遇到家庭中到底谁优先
发展的选择，如果在家庭发展的选择上
没有被传统观念影响，她们一定会发展
得很好。

但绝大多数女性都要结婚，结婚后又
大多都要孩子，孩子与家务劳动需要一个
人付出的更多，在此情形下，女性遵从的
标准与价值又是传统的观念：让男性发
展。于是，就有了男女比例分别为61.6%
和54.8%的人同时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
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该组数据
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7.7个百分点和4.4
个百分点，可见，传统性别观念有所“回
潮”。社会在发展，我们女性的性别观念
却在倒退，而且与女性主观自我意识发生
矛盾，你觉得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社
会发展到今日，男女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
在家庭，而且十分隐秘与模糊。

让我们看看家庭中男女的权力、地
位、责任、义务与控制权。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收入是男
性的七成。女性拥有房产的比例（包括与
配偶联名在内）为37.9%，男性为67.1%，男
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一目了然。另外，
近六成的女性认为“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
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再加之用人单位对
女性家务劳动付出的担忧，内外挤压的结
果是：72.7%的已婚者认为，与丈夫相比，妻
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在工作日，女性的
总劳动时间为574分钟，男性为537分钟。
在休息日，女性的休闲时间为240分钟，男
性为297分钟。被访者目前3岁以下孩子
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其中，母亲承担
日间主要照顾责任的比例为63.2%。城镇

25岁~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
为72%，比同年龄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
低10.9个百分点。女性为家庭、丈夫、孩子
作出的牺牲已经很明显了，女性的发展与
地位究竟怎样由此可见。

85.2%的女性对自己的家庭地位表示
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理由是妻子参与家庭
生产/经营、买房/盖房和投资/贷款决策
的比例分别为72.6%、74.4%和74.7%。而
有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则认为这些数据
只是一个方面，女性在家庭的地位更应该
体现在家务劳动的多少；上学、就业、城市
迁移的主动权、有无权力资助娘家的人；
交友、外出的自由；家庭重大决策权实际
到底是由谁作出，女性是参与、附和、同
意，还是终决者。

说了这么多，在检点今日女性生活时，
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有些女性是有一
定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愿望的，她们的吃苦、
耐劳、勤劳、付出、忍耐值得尊敬。但一旦
面临家庭利益与家庭性别发展选择时，她
们还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牺牲自我，服
务家庭。她们满意于她们的家庭地位，是
因为她们的要求很低，她们的标准与价值
还是传统的。她们认为幸福主要来源于家
庭，是因为一旦结婚，她们很少有家庭之外
的个人生活。她们在家庭中很少体现个人
人格与价值，遵从的还是父权制家庭的原
则与利益，这将大大不利于女性的利益与
发展。

所以，如果不对“逾八成女性对家庭
地位满意”后面的隐情进行分析，将会使
公众对家庭性别关系的实际情况产生误
读，从而不利于改变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不
平等现状。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也说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

■ 李慧英

中国城市化进程工作
正在迅速推进，从2000年
城市人口37%增加到2010
年的 49.7%，10 年提升了
近 13 个百分点，目前，全
国城镇人口占了一半。据
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给全国
人大的一份《关于构建失
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提
案》分析，2005 年全国实
有 的 失 地 农 民 总 数 为
4000多万人，并仍以每年
200万人的速度递增。其
中，女性农民失地和土地
收益问题最为突出。据全
国妇联第三次妇女地位社
会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
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
21% ，比 2000 年 增 加 了
11.8个百分点，同年，农村
妇女无地的比例高于男性
9.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性别分层与性别矛盾也在
同时加剧。

深圳的困扰

针对快速城市化过程
中出现的性别分层加剧，
2011年12中旬，笔者来到广东深圳进行调
研，发现：性别分层在城市化过程中非但没
有“自然而然”消失，反而正在急剧扩大。

深圳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的龙头，
户籍人口 270 多万，常住人口一千多万，
目前，成为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农民户籍人
口的城市。2004年是深圳城市化的终结
点，这一年，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将深圳所
有的农民身份全部转换成居民身份，百分
之百成为市民。在这里，农民全都成了新
居民住进楼房，住房宽裕既可以充当生活
资料也可以充当生产资料，公司为股民交
纳社会保险，孩子上学有班车接送，每年
股民还可以组织一次外出旅游，享有股民
的福利待遇。应当说，深圳的城市化使农
民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一直被忽视的性别问题凸
现出来：出嫁女不断上访，从2004年至今
没有间断，成为困扰政府的难题。所谓的
出嫁女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传统上结婚嫁
到夫家的妇女，一类是结婚留在村庄的女
儿户。这里所说的出嫁女主要指的是女儿
户，她们招婿上门，将户口留在村里，并一
直在村庄里生产生活。2004年村民转股
民时，上百名出嫁女被剥夺了股民资格，她
们集体到政府、妇联上访，要求保障出嫁女
的股民资格。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调查发
现：与股民资格与待遇密切相关。

股民资格与股民待遇

2004年，政府要求各个村委会成立股
份合作有限公司，一般说来，村委会将行
政村40%的股份用来发展经济，60%的股

份分配给个人，持股者成为集体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民，可以享受股民待遇。股民资
格就成为关键点，那么什么人可以获得股
民资格享有股权？政府将股民资格的确
认下放到社区，交给了原村民：由村民表
决确定股民资格，股民制定集体股份合作
有限公司的章程，然后上报当地政府审批
同意之后生效。

在制定集体股份合作公司章程的时候，
各个公司各有特色，股份数额不等，有的年
长者持股高达2~3股，年幼者持股少则0.5
股或1股，但是在排斥女儿户享有股民资格
上却惊人一致。几乎所有的公司章程都与
父系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父系家庭的老
人、儿子、儿媳及其子女无一例外都享有股
权，不论是否有土地资源的投入，然后根据
年龄确定股份。女儿一旦结婚留在村里只
享有2~3年股民待遇，然后就会取消股民资
格，女婿和孩子则被视为社区的“外人”根本
不能享有。

在集体成员资格向股民身份的转化
中，女儿户的权益受到了两次剥夺，第一次
剥夺是集体成员资格从有变无，最终取消
股民资格。本来，集体经济股份合作有限
公司最大的资产是土地，女儿户也有一份
承包地和责任田，与其他男性村民一样都
凭借土地入股。既然凭借土地入股，就应
当享有股权，股民资格是毋庸置疑的，除非
将股份转让或馈赠，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所以，规定股权2~3年之后取消，是违背公
司法的。可是，实际上股份合作公司采用
的是农耕社会的价值理念，将家庭父权制
的原则运用到公司的股民资格的认定，导
致对于女儿户的制度性剥夺，这种剥夺使

得女儿户的利益每年减少几千
元或几万元。调查发现，有些
股份合作公司经济效益好的，
每年一股可以分到2~3万，效
益差的也可以分几千元。

女儿户的第二次权益被
剥夺是新社区福利待遇的丧
失。新社区集体经济创造出
来的福利待遇，本来应当使新
社区的所有居民，特别是那些
弱势群体受惠，这样，才能更
好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实
际上，新社区的福利待遇，却
继续增益那些已经获得股权
的股民，股民不仅可以享受年
终分红，而且可以享受其他福
利待遇，可以获得社保、集体
旅游等等，而没有股权的女儿
户的子女，则不能享受任何福
利待遇。接二连三地受到权
益的剥夺，使得性别分层急剧
强化。

两点建议

深圳的事实表明，城市化
不是万能的，不会自动解决农
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中的性别
不平等问题，甚至会强化性别
分化。倘若那些损害女性土地
权益的乡规民约不能依法得到
及时纠正，未来20年随着城市

化的加速，会使原先隐蔽的性别矛盾迅速
走向公开和冲突，对于社会长治久安带来
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需要各级政府高度
关注这一社会动向，设计解决社会矛盾的
时间表，处理好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有效防
止性别矛盾的激化。

建议一：将城市化过程中的性别问题
“前置”，防患于未然，在尚未城市化的农村
地区，制定修订村规民约的时间表，在三年
左右分期分批由地方政府组织和引导，动
员村民及早修改男女不平等的村规民约，
明确提出婚居模式多样化和男女平等的分
配措施。

在修改村规民约的同时，各级政府应
当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好宣传教育
动员，切实转变民众与干部观念。将修订
完成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作为干部考核
指标。

建议二：在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地区，政
府要做好把关和方案的审批工作，出台分
配方案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内容要具
体明确，考虑到各种相关的利益群体。最
好明确规定分配条款：

凡是，户口在本村委会的包括妇女、
女婿及其子女同样享有村民或居民待
遇。凡是，人户分离的妇女，如果在男方
家不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村民待遇，土地留
在女方家，女方家土地拆迁应享有村民待
遇。

村委会和新社区制定的章程要在街
道和乡镇备案，基层政府要予以监督指
导，并对违法规则予以纠正。

（作者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城市化不是万能的，不会自动解决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
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甚至会强化性别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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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调查

如果不对“逾八成女性对家庭地位满意”后面的隐情进行分析，将会使公众对家
庭性别关系的实际情况产生误读，从而不利于改变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状。

观点秀场

我妈妈是那曲人，藏族，父亲是河南人，
汉族。我于1965年7月15日生在拉萨。

很多半汉半藏族都有两个名字。我爸爸
姓姬，是他给我取的汉族名字，我的藏族名字
叫达娃卓嘎，我现在两个名字都用，公共场合
用汉族名字，家里人都叫我藏族名字。

父母都是修路的工人，天路集团的。爸
爸1956年随青藏公路筑路先遣队进藏，爸爸
妈妈的结合是组织介绍的，那时，半汉半藏
的家庭特别多。

上高一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我们家里
我是老大，家里决定让我去工作，承担起这个家
的责任。但是我不想那么早就工作，就对妈妈
说，让我考大学，考不上了就去工作。就这样，
我直接从高一考大学，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但
在藏族学生里还行，是林芝的理科状元。

报志愿时，我压根就没想搞畜牧，因为
我家里就是牧民，知道这个行业很苦，所以
连瞧都不想瞧这个专业。报的第一志愿是
南京气象学院，那是我们理科相对好一些的
学校，另外还报了一个重庆工程设计学院。

高考后，我们校长电话告诉我，我被南
京气象学院录取，我就等通知，准备办户口
迁移，可是等着等着，我的通知书还没有来，
最后才来了西南民族学院畜牧专业的通知，
看到这个专业，我是一百个不愿意走，挺难
受的，我们班里面还有个同学考的蔬菜，同
学们嘲笑我们说，放牛的还用上什么大学，
种菜的也要上大学？都觉得我们两个的专
业是最糟糕的。但现在我们两个都在农科
院，也干得特别好，我是副所长，他也是。

1988年，我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一直
在这个单位工作。当时，原则上哪里考出来，
要回到哪里去。但我母亲在拉萨生活，没有人
照顾，我就向农委提出来想留在拉萨。刚到畜
科所工作的时候，被分到羊八井的试验站。

1991年，我到中国农业大学，那时叫北
京农业大学学习和研究，专业是动物生物技
术，那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我的又一个
转折点。那里有许多归国学者任教，他们的
思想和理念都是超前的，对我今后的研究起
到了指导作用。当时，剑桥大学在西藏有培
养人力资源的项目，叫我回来准备英语考试
去剑桥，但在林业大学接受出国培训时，我
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那时27岁了，民族
信仰和文化氛围告诉我，把孩子做掉是非常
可怕的事情，我宁肯牺牲任何东西，都不能
牺牲这个，打死我也要保这个小孩，一心一
意就想生小孩，就留下了。

孩子一岁多以后，我和前夫的关系不太
好，1995年离婚。妈妈一直和我一起生活，
小孩由妈妈带着，家里过得比较平静。

1997年，我准备考中科院的研究生，原科
技部的刘燕华副部长，觉得西藏确实缺人，有
计划在西藏招研究生。考上后，我的导师刘
燕华认为，如果我能在国外做论文研究工作
可能更好，所以我选择去了秘鲁的马铃薯研
究中心。我是西藏第一个在南美的留学生，
第一任导师师罗伯特·昆斯，秘鲁的马铃薯研
究中心家畜生产与资源系统管理部主任，是
世界级的科学家。罗伯特·昆斯的学生多得
很，但把学生认做女儿的只有我一个。他见
任何人都介绍我是他女儿，人们很奇怪，他一
个白种人，怎么会有一个黄皮肤的女儿。

两年的留学，与世界级专家共同研究，
相互切磋，各个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论
文《用系统方法对基于牦牛的西藏畜牧业生
产系统的研究》得到广泛好评。

这个专业很辛苦，很多人不愿意搞牦牛
研究。在所有家畜里，牦牛分布在海拔最高
的地方，都在4000米以上，这些地方经常是
连水也没有，电也没有，通讯信号也不一定
有，还有就是牦牛本身不像其他家畜那么好
管理，毕竟比较原始，也比较野性，女同志做
这个工作从体力和安全上讲，都是比较危险
的。最艰苦的时候，是2008年在那曲，我连
续5天头痛，都没法睡觉，顶多眯一会儿，迷
迷糊糊又起来，等到第5天时，我甚至都听
不清别人在说什么，吃饭时舌头上连味觉都
没有了，就觉得马上就要垮掉了。

有一次做胚胎移植，往生殖器里放药物，
周围的男人笑话我，说女同志搞这个工作是见
不得人的，你不能换个？我说没事，我丢脸没
关系，只要你们的包里能鼓一点，多一块钱，就
觉得值得。我觉得选任何职业都有不好的方
面，比如医生是很高贵的，但也要面对人的生
殖器官，但他要是医生的话就没啥。

我们单位学科带头人大多是女的，女
的有责任感，细心，最重要的是能吃苦，责
任心和细心是做科研的两个必要的条件。
我们7个科研科室里，只有两个是男的。

中国牦牛的水平代表世界牦牛的研究水
平。我国搞牦牛研究的，最多的时候有1000
多人，长期做牦牛生产和研究的人不多。工作
以后，我才逐渐喜欢这个专业。年龄大了以
后，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去做事，很
多事情需要责任，能为别人做点就做点。农牧
民是最苦的，我们再苦但能拿到很高的工资
了，农牧民一年的收入都顶不上我们一个月的
收入，能为他们做点事就做点事。另外，搞这
个领域的人毕竟不是很多，作出的研究是新
的，可以走在前头，比别人有点优势。

一个科研成果的成熟要花很长时间，牦
牛四到五年才有一代的数据，现在的人都追
求效率，牦牛的实验周期那么长，出成果很
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研究牦牛，这得
耐得住寂寞。但是我还感觉比较幸运，至少
比研究大象育种好，大象二十多年才一胎，
牦牛至少5年一胎，十年能看到第二代。

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领域工作20多年
了，我想静下心来，找个地方，把二十多年牦
牛科研方面好好地总结一下，写两本书，这
对以后做科研会有参考价值。我希望以后
能在大学或职业技术学校，把牦牛专业课
程，最起码当做选修课开起来，因为这是西
藏产业的主体。我还希望西藏有自己牦牛
方面的教材，做些面向基层，基础的工作。
前二十年干的都是很苦很累的活，但我很欣
慰，积累了很多经验，也能把手下的人带起
来，不要在我这个地方断层，有一个梯队。

在西藏，牦牛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就靠
它生存，但是现在整个产业效益太低，这也
不是牦牛本身的问题，我们这里高海拔、高
寒，植物只有3个月的生长期，其他时候牦牛
都是半饥饿的状态，这不是靠技术和资金马
上就能解决的，我最希望牦牛能过上吃得饱
的生活，希望它和其他生命一样有尊严。

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喜欢牦牛，每次为
了科研宰牛的时候，我都会发誓说再也不做
了。在宰牛的时候，被宰杀的牦牛不会哭，但
旁边的牦牛会大滴大滴地流眼泪。在我眼
里，牦牛是生命力非常强的动物，很多珠峰托
运东西都由牦牛承担，其他动物不行，它有顽
强的生命力，是忍辱负重的动物，吃得很少，
却给人类提供乳、肉等食品，默默无闻，不像
山羊那样叫个不停，非常有情感，从藏族文化
的角度来说，藏语中牦牛叫做“诺”，意思是

“宝”，代表吉祥和尊贵，也很神圣。
单身将近10年，我才再婚。爱人是我们

研究所搞兽医的，是同事，汉族，之前有一定
的了解。当时，我妈妈不同意，我妹妹找了汉
族走了，怕我也找汉族走了，没人养老。他说
至少我工作期间，他会跟着我，不会回内地。
他没小孩，对我孩子也很好，前面不幸，但后
面都给我补过来了，我俩很少有什么事意见
不一致，基本上是心有灵犀的那种。

我喜欢摄影，服装设计，也喜欢幼教，我
觉得和孩子在一起非常幸福，如果没从事这
个职业，或许我会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
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2003年，我在不丹参加山地中心组织召
开的山地农业发展国际会议，西藏以前参加
这类会议都是领导讲话，纯学术性的会议我
们往往都是空缺。当时，我站在国际奖坛上
用英语侃侃而谈，阐述我们所做的工作，又

得到别人的认同，作为一个
藏族女性，我觉得很有

荣誉感。

透过数据察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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