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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妇女土地权益要从源头治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正是家乡
巴塘的进步青年思想最活跃的时期，那时我
正在师范学校读书，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
响，参加了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天，我
听到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消息，心
里特别激动，立刻萌发了参加解放军的念
头，暗下决心要为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0年8月初，18军南路进藏部队先头
营抵达巴塘，为解放西藏做各方面的准备工
作。部队进驻的当天，巴塘地区的男女老幼
成群结队拥向街头，手捧哈达，背着水果，就
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解放军，这些都更
加坚定了我参加人民解放军、跟共产党走的
决心。后来，我们听说部队为了开展群众工
作，要招收一批懂藏话的女兵，好向老百姓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和小姐妹们赶紧去报
名，部队很快批准了我的请求。当听到部队
同意我参军的消息后，我们一起参军的几个
老乡，高兴得又唱又跳。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准备后，我
们便跟随着大部队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地区
挺进。从巴塘到昌都，道路崎岖，行军极为
艰难。最苦的还是爬山，有不少大山高达
5000米以上，再加上缺氧，走不多远就累得
气喘吁吁，两腿发直。可就是再苦也从没有
人叫苦叫累，实在走不动了，就抓住马的尾
巴继续往山上爬。部队是一边行军，一边向
沿途的群众做宣传工作。所以，每到一处宿
营地，大家都不顾疲劳，为当地的老百姓表
演节目，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过了
十几天的艰苦跋涉，部队终于到达昌都。

昌都是1950年10月19日解放的。刚刚
解放的昌都，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最好
的房子就是一栋小二层楼，楼旁边有一排小
平房，这些比较好的房子都让给了在昌都战
役中起义的藏军上层人士和其他统战人士
住，部队就住在自搭的帐篷里。

1950年12月27日，昌都地区首届人民
代表会议通过了《昌都地区创办学校，发展
最早教育事业的决议》。为了尽快落实创办
小学的决议，又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
员会文教处，由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担
任文教处负责人，同时负责办昌都小学。我
和宋挚、娜珍等被抽调过去做教学工作。

在当时那种一无所有的困难条件下，创
办学校并非易事。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经过与昌都爱国上层人士充分协商，首先成
立了昌都小学董事会，并于1951年1月初召
开了第一次董事会议，推举谢瓦拉为董事
长。

在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董
事会决定先办一所简易的冬学，招收的学生
不受条件限制，这样一个宽松的条件使冬学
很快便在1月12日开学了，这个冬学也为未
来的昌都小学打下了基础。冬学班里有一
些非常有趣的场景，当时的学生真的是男女
老少齐上阵，藏、汉、回族一家亲。昌都战役
中起义的九代本（团长）德格·格桑旺堆已经
40多岁了，他是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
副主任，也是学校聘请的藏文老师，但是，他
执意要当学生，学习汉语和其他新知识。和
他同班的有他的女儿拉觉旺姆、儿子强巴格
桑以及佣人的孩子阿宝，班里还有11岁的帕
巴拉·格烈朗杰活佛。面对这样的学生，热
心于教育事业的两位大教授非常耐心，既担
任藏、汉语文的教学，还要负担学校的管理
工作，后来又根据学生的特殊情况自己编写
教材。我因为在巴塘读的就是师范学校，这

也算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教育实践。
在创办昌都小学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困难就是没有教室，没有桌椅板凳，没有办
公用品。进藏部队在各项任务繁重，后方物
资补给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从人、财、物等各
方面满足办学的需要。第二个困难就是生
源问题。昌都解放初期，老百姓对解放军还
不太了解，对未来的生活也有许多疑虑。李
安宅、于式玉教授便带领我们走家串户，宣
传贫苦群众只有学好文化，才能更好地当家
做主、建设家乡的道理。经过艰苦细致的说
服教育工作，逐步消除了群众的疑虑。为解
决贫困群众子女上学的困难，除了学生的课
本、文具由国家承担外，还专门设置助学金，
解决了学生吃饭、穿衣问题。

在办学过程中，没有教材，学校领导就
发动大家编写教材，每位教职员工都为教学
工作呕心沥血、尽职尽责。校董事甲本慈诚
为了解决办学中急需木料的问题，带领几位
藏族民工到100里以外的森林伐木。在完成
任务返回昌都的途中，因病去世了。他临终
前，还特别嘱咐伙伴们：你们回昌都后，告诉
解委会和解放军首长，告诉李教授和于教
授，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还要告诉我的妻
子和孩子们，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好
好帮助解放军。

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西藏第一所
新型学校——昌都小学在昌都卧龙街城隍
庙里正式成立了。它的创建，不仅标志着西
藏现代教育事业的诞生，也标志着西藏教育
事业跨入新的历史阶段。

学校开办初期，招收了60多名学生，分
为甲、乙、丙三个班，开设藏文、汉文、算术、珠
算、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等课程，使用
藏汉双语教学，四年级后直接用汉语教学，
同时学习藏语文。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浓，进
步很快。

学校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建校初期，学
校就明确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
格人才。我们一是通过课堂讲课和课下讲
革命故事，向学生灌输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讲礼貌、守纪律的思想，提高学生的
思想觉悟。二是搞好夏令营活动，从小培养
学生的集体观念。记得1956年，我带着几名
少先队员去拉萨参加夏令营活动，大家一致
赞扬昌都小学的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强、纪律
好。三是上手工课和搞勤工俭学。四是家
访，使教师和家长随时都能掌握学生的情
况。我们班里有个学生叫扎西平措，他学习
刻苦，成绩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家庭要
他离开学校去寺庙当喇嘛，我们得知这个信
息后，立即给他做工作，告诉他只有在学校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思
想工作做通了，但迫于家庭压力，他还是离
校去了寺庙。于是我们进行家访，给家长做
思想工作，后来终于说服了家长，使他重新
返回了学校。现在，扎西平措已经是政法战
线上的一位负责干部了。

那些年，我们从来没有休息日，但一点
都不觉得累，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成
天想的就是怎样把工作做好。学生品学兼
优，自己也感到十分的高兴，哪个学生犯了
错误，自己也感到难过。那时，我们每月只
有一个半银元津贴，菜要自己种，水要到很
远的地方去挑，没有粮食就到几十公里以外
的空投点去背，往返要两天时间。记得有一
次背粮食，双脚都打满了水泡，疼得钻心，但
我并没有被疼痛吓倒，硬是咬着牙把粮食背
回了学校。

1964年，因为随丈夫调动工作，我去了
遥远的日喀则地区扎东县，离开了热爱的教
育工作。1979年我又随丈夫调到拉萨工作，
退休前我是西藏民政厅的干部。不管走到
哪儿，我都关心着昌都小学的发展。如今，
昌都地区不仅有了中学，还有中等师范学
校。昌都小学的毕业生已遍布西藏各地，他
（她）们当中，有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也有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每当看到或听
到他（她）们的喜讯，我便由衷地高兴和欣
慰。因为我所热爱的学生们已经挑起了西
藏建设的大梁，为家乡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

（作者为中国妇女报原总编辑，本文根
据作者访谈记录，并参考《首批进军西藏的
女兵们》写成。）

在 1950 年随 18 军进藏
的那批四川藏区的“老革命”
里，尤珍算是个沉稳的知识
分子，在老家巴塘读的是师
范学校，原就打算当老师的，
后来投身了革命。没曾想进
藏之初就被相中去筹建西藏
的第一所新型学校——昌都
小学，这其实也是一场革
命。她的叙述，以及这所新
生学校的全部履历，都发人
深省教育的全部意义。她的
丈夫是同期一起参加革命的
战友，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的主席，但尤珍的
低调，让笔者直到面见的最
后时刻，方才知道这层关
系。她和那些西藏人民教育
事业的拓荒者，应当永远被
铭记。

口述实录

尤珍：难忘昌都兴学事
访谈印象

■ 荒林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词叫“宠幸”。专
指皇帝一个人对女人或者男人的特别倾
心喜欢。我常常想，与“宠幸”对应的词
是什么呢？既然是喜欢，皇帝特别的喜
欢对象，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词来描述
受宠幸者的爱呢？找来找去只有一个奇
怪的词“受宠若惊”，我的师弟语言学博
士凤翔说，这个惊字是被惊吓的意思！
天，皇帝的爱难道是灾难吗？居然让被
爱者受到惊吓？年轻的凤翔笑逐颜开，
说这只是一个比喻，可是比喻是什么意
思？是皇帝太大太重太深情？哈，是没
有人可以回报皇帝的爱，他的爱给人一
种命运，不能礼尚往来，不能相敬如宾，
还不能甜言蜜语。嗯，最可怕的是不能
甜言蜜语锦心绣口，也不能再爱其他人
和物，不能爱自己。

小说和故事中的皇帝爱许多女人，
或者还爱某个独特的男人，但是，这些被
宠幸的人们，没有谁曾留下日记与回忆
录，似乎得到宠幸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不

可外泄。我常常好奇地想，她们到底是
什么样的体验呢？

十多年前在承德避暑山庄，面对皇
帝的卧室，我想入非非，想，如此美丽散
发着芬芳的楠木丛中的卧室，不发生爱
情，或者谋杀，仅仅用来休息避暑，是不
是有点浪费？

得到的史料解说，皇帝在此宠幸妃
子。那么，果然皇帝以避暑为名来享受
爱情了。当是之时，妃子们如学生宿舍
住宿，选中其中一名，采用香熏玉体，再
由太监背至皇帝卧室的小侧门。小侧
门仅够苗条标准美女进入，不多出一点
空间。此妃须俯身潜行通道再入皇帝
卧室，然后从一个指定的被角上床，再
然后，约两个时辰，与皇帝在一起，接受
皇帝宠幸，将来能不能生下龙子，就看
她这两个时辰能不能幸运地怀上龙种
了。

没有一个美貌如花的妃子回到自
己的宿舍有时间写回忆，短暂的时辰她
自己在想什么？她须静如处子，想象腹
中的龙种是否安全落地，是否会开花

结果。
我不能想象，办公之后凌晨上床的

皇帝，还有多少心情仔细研读一个美丽
身体和一个也是人的内心世界。宠幸似
乎是他一个人的心情，为所欲为的行动，
他的受宠幸者，笼罩在他的浩浩荡荡皇
恩之中，如蚁如草木，无声音无气息，唯
有香熏的迷醉和清醒，等待报时的声音
把她从宠幸中唤醒，回到漫长的时日中
等待下一次相同。

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中，有一处
圣洁美丽的天鹅湖，湖边有德国俾斯麦
时代的皇宫城堡，是一座充满梦幻与爱
情的城堡，因为当时皇帝很年轻，有着秘
而不宣的同性恋情结，他全部的恋人都
是与自己一样俊美的年轻男人。他把他
们都带到他为他们建立的美丽城堡，对
他们进行集体宠幸。宠幸的故事流传到
民间，不久之后就成为了谋杀的传奇，人
们在湖水里看到了荒淫无度的年轻俊美
的皇帝的尸体。

宠幸，从哪个角度我都找不到感觉，
找不到任何情感的感觉。

皇帝的宠幸是什么样子

玫瑰思语

尤珍（中）在昌都小学新建教室前

■ 李慧英

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是伴随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的问题，已有30年
历史，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而且伴随着土
地的升值愈演愈烈。

在全国妇联的积极倡导下，早在
2001年，中办国办就专门颁布了一个政
策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
包权益的通知》（简称《通知》），这一政策
文本非常翔实，具体较强操作性，不仅提
出了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价值理念，如

“农村妇女无论是否婚嫁，都应与相同条
件的男性村民享有同等权利，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其合法的土
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有关经济权益”。而
且准确地发掘出问题的根源，提出从源
头治理的操作方法，要求“各地县委、县
政府要组织一次检查，对侵害妇女土地
承包权益的现象立即予以纠正；对涉及
土地承包的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
大会的决议、乡规民约等进行一次清理，
对其中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妇女合
法权益的内容要坚决废止”。应当说，与
大多宣言性和倡导性的政策立法不同，
这是一项少有的要求基层政府有所作为
的可操作性的政策。

好政策为何实施难？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通知》并没有
得到有效执行。这类政策与男女同龄退
休的政策不同，后者关键是制定政策，一
旦制定容易落实，因为已经有了民意基
础。而《通知》关键是执行，它有两个重
心，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民众，不但要有
政府的积极加入依法行政，还要有民众
的认可，通过2/3的村民代表制定出性别
平等的村规民约，缺一不可。在这里，没
有政府不行，忽视民众也不行。

《通知》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实际上
触动了乡土中国深层的政治、社会、经
济、利益和文化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一，涉及到绝大多数村民利益和
集体资源的分配规则的调整。2005年我
们在中原某县作过调查，将全县各村计
生专干和妇女主任组织到一起，问村庄
的资源是如何分配的，结果所有的村庄
都是按照男娶女嫁的老规矩确定村民资
格，百分之百违法。2009年江苏省妇联
在 2000 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结果是
50%以上的村规民约与妇女权益保障法
相抵触。利益分配历来是社会矛盾的焦
点，妇女土地权益受损，往往是少数人与

多数人博弈，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多数人
的不满，大多地方政府都会小心谨慎，不
愿触雷。

其二，触及到村民自治的问题。根
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规民约
的制定必须经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
2/3的成员表决通过。政府依法禁止歧
视性的规则比较容易，如果说服多数人
建立男女同等的分配规则，就不那么容
易了。

其三，规则的调整还触及到民众深
层的文化观念的改变。在乡土中国绝大
多数村民是按照父权制的男娶女嫁来确
认村民资格的，妇女结婚视为嫁出去的
姑娘泼出去的水，如何改变根深蒂固的
老规矩？老规矩不改变又怎样建立新的
村规民约？

所以，这一政策的执行，涉及性别文
化的变革、村规民约的创新和政府的组
织协调，需要政府、民众和专家三方合
作，形成一个化解难点、合理有序的操作
细则，规避修订村规民约中的风险。

如何探索政策执行的有效路径？

2008 年以来，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
策倡导课题组与河南登封市委市政府合
作，进行修订村规民约促进性别平等的
实验，在 90%以上的村庄修订了体现性
别平等的村规民约，探索出从源头解决
妇女土地权益的路径方法，可以说是对

《通知》的细化和补充，使得政策进入到
执行落实的新阶段。从执行环节来看，
需要注意三点：

——源头治理，注重治本
修订村规民约要紧紧抓住性别不平

等的“本”，将性别平等作为村规民约修
订成功的指标，第一，婚嫁自由，第二，同
等待遇，抓住这两点，村规民约修订才有
意义，才能真正解决妇女土地权益问
题。反之，村规民约的修订就会走形式
走过场。

——文化制度 双轮驱动
一个轮子是文化变革，歧视性的村

规民约被传统观念紧紧包裹着，转变观
念，是修订村规民约至关重要的先决条
件，文化手段成为重要的手段，做好宣传
倡导培训，就成为修订村规民约的前
提。宣传培训有两类关键人群：第一，村
民骨干，村民代表是主体，村两委是关
键，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是核心，他们的
认知直接决定了村规民约修订的成败。
第二，领导干部，是修订村规民约的领导
者和组织者。

另一个轮子是制度创新，即修订村

庄规则，建立刚性的约束机制，这里有两
个关键环节，其一建立性别平等的村规
民约，不是仅仅消除性别歧视的规定，否
则，潜规则很容易卷土重来；其二，执行
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将写在纸上的规
定转化为现实。两个环节缺一不可，首
先要制定性别平等的规则，建立之后要
抓执行和落实，再好的规则如果不能实
施，只能是一纸空文。在执行过程中，处
理好资源紧缺的矛盾是重点也是难点，
当村民分配资源出现纠纷时，新村规民
约就是一道防线，当领导干部坚定不移
地支持新村规民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
老规矩的反弹，巩固和强化性别平等的
成果。

——公共治理 多元主体
修订村规民约推进性别平等是一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合作，进行
公共治理。其中至少包括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民众参与。在修订村
规民约中，民众的参与是必须的，是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民众的参与又是
必要的。在这里，村民不是管制对象，而
是制定村规民约的主体，正是通过村民
的参与，得到村民的支持，才能保障新村
规的执行。

第二种力量是党委、政府的引导与组
织。整个村规民约的修订，需要政府的领
导、组织和监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角色
不同，政府不能代替村民修订村规民约，却
完全可以组织村民修订村规民约，起到积
极引导和拉动的作用。做到有调查、有组
织、有检查、有备案，有执行评估。

第三种力量是性别专家和培训者。
要做好观念的转变，就需要一支具有说
服力的性别平等培训队伍，承担县乡和
人数众多的村级骨干的培训。师资的来
源可以从本地进行选拔，如县（市）乡
（镇）计生、民政、宣传干部、党校教师，乡
镇包村干部，村支书村主任，大学生村官
等。

目前，江苏省妇联、黑龙江省妇联已
经在本地进行了与政府合作的县级试点
工作，将修订村规民约作为维护妇女土
地权益的抓手，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2011年黑龙江省妇联与省民政厅联合颁
布了《关于在全省开展以维护妇女权益
为重点的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的通知》，开
始从源头解决妇女土地权益难题，可以
视为妇联作为社会协同力量参与社会管
理创新的实践推动，我们期望这些实践
最终可以推动《通知》在全国范围内的落
实与执行。

（作者为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

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政策要执行到位，
没有政府不行，忽视民众也不行。

尤珍和丈夫、西藏自治区原主席江村罗布

实践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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