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相关政策如
何纳入公共政策体系？
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如何保护家庭利益、关
注性别公平、照顾儿童
老人等特殊群体？国外
的家庭政策如何借鉴？
本刊近期将刊发系列文
章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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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末世，一些才女并
不甘于性别角色下的“闺吟”，怀揣
文人化的梦想，希望把闺房当成书
房，能够像男性文人/士子那样挑灯

“夜读”，把自己变成一个大书痴或
者书呆子。于是，便有了骆绮蘭的

“每日联吟到夜阑”；有了夏伊蘭的
“妙理耐钻研，闺房当书舍”。或许，
在那个“知笔墨非妇人事”的时代，
只有“夜读”才可能使她们享有时间
和空间的最大自由，不必为“妇人
事”所累，静悄悄地“相亲相爱架上
书”，让自己文人化的梦想成真。

可是，19世纪末惊天动地的戊
戌维新革命，却向这寄望于通过摹
仿士子的“夜读”超越性别角色的一
群，抛出了匕首和投枪——其中，出
言最狠的当属跟随父兄闹革命的妇
女解放先觉者。比如，在维新变法
运动的发起、领导人康有为的女儿
康同薇眼里，当时“中国二万万之女
子”里的“上者”虽知书识字，却都是
一帮批风抹月、弄草吟花、写妖艳之
词、发言情之句的无用之人，先觉不
能不对这类“淑秀”不屑一顾、嗤之
以鼻，因为天下女子要是都像这帮
人那样一心做“蔡文姬之徒”，整个
国家就没救了。

为此，一小群康同薇式的近代
妇女先觉便以“反闺吟”的全新姿态
和社会政治牵起手来，通过投身民
族/国家革命，与政治亲密接触，获
取了走上社会、参与历史变革的资

格与凭证，跻身民族/国家的社会政
治大舞台。这些人中，有不少是维
新革命时期男性精英的女眷，除了
康有为的女儿，还有梁启超的夫人
李端惠、谭嗣同的夫人李闺、康广仁
的夫人黄谨娱、经元善的夫人魏媖、
陈季同的法籍夫人赖妈懿、陈季同
的弟妇薛绍徽等。

和西国比起来，中国妇女解放
的经历很特别，往往是男子首先起来
召唤并解放被压迫的妇女，然后才是
女子站起来解放自己（当然，在受压
迫的层面上也同样如此——先是制
度派生和保障下的男人压迫女人，然
后是女子比男人更严酷地压迫自己
和性别同类，进而将这种压迫制度
化）。那么，维新革命时期的男性精
英，在锁定以变法和平手段实现民主
宪政、寻求国富民强革命大目标时，
为啥要不遗余力地解放妇女呢？

原因很简单：男精英们个个都
有一付大心肠，并不像小说《镜花
缘》的作者李汝珍仅是崇尚人道的
女性同情论者，“兴女学”也好，“戒
缠足”也罢，无不系于其大心肠下的
男性政治远谋。在康有为看来，为
人类自立计，女不可不学；为人种改
良计，女尤不可不学。他的学生梁
启超就说了：占国人一半的女子全
都无业，成了嗷嗷待哺的“分利之
人”，逼得另一半可生利之男不得不
在“一人养数人之世界”中讨生活，
酿成“中国之无人不忧贫”和民族/

国家的积弱，从此我们的主权蒙损，
中国人受尽外强凌辱；所以，要想民
富国强，就得“使人人足以自养”；

“兴女学”，既可以为女子们充任职
业打基础，又可以提高其文化素养，
保证她们能更好地相夫教子，孕育
培育出优秀后代来强国强种。“戒缠
足”的男性政治谋思，更是出于这种
强国保种的大心肠，众精英们所阐
发的有关缠足之害及戒缠足意义的
要旨非常清楚——天下妇女对缠三
寸小脚痴迷不悟，这恶习本身“患犹
小”，大患在于由此而成废疾的女子
都成了男人之累，不光影响她们相
夫教子，生养出的孩子也是没有康
健体魄的弱种，后患无穷啊。男精
英们反对缠足的第一要义明明白
白，就是要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自
强其种，以保证男女一致对付外强
的力量不被削弱。

这种被男精英称之为“一举而
获数善”的政治谋思，对生活在其身
边的女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大到了
几乎掌控她们的所言所行——义无
反顾地跟随父兄的革命身影前行，一
丝不苟地遵循父兄的教导与安排办
事，如出一辙地依照父兄的思想或语
录撰文，成为近代妇女解放先觉最初
与政治牵手的典型姿态。

1897—1898年间，中国近代第
一个女子社团组织——中国女学会，
以及中国女学堂、女学报在上海创
建。虽然是以“女”冠之，但女学堂的

实际倡兴与筹办者却是梁启超、经元
善、谭嗣同、陈季同、康广仁等人，有
关女学堂的文字如《倡设女学堂启》、

《中国女学堂禀北南洋大臣搞》，也都
出自这些男性精英之手。只是随着
操办的日渐成熟，为了工作和行事之
便，担任“外董事”的男性领导者才逐
渐放手，按照《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
章程》的相关规定，把组织工作及出
头露面的事转交给担当“内董事”的
妇女。实际上，在女学堂的整体工作
中，“外董事”们仍充当重要角色，起
着主导作用。

在妇女解放先觉们的思想文字
中，随处可见她们从父兄那里一脉
相承的大心肠，如《女士潘道芳论中
国宜创设女义学》的洋洋大篇，无非
从头到尾把梁启超《论女学》的原话
作为经典“语录”，大同小异地铺排
一遍；就连康同薇痛斥披风抹月才
女的狠话，也不过是借用梁启超言
的个人发挥。这种踏着父兄的思
想足迹言说的情形，就像当时男性
维新革命精英的思想与表达相互
传染一样，较为普遍地嵌入近代妇
女解放先觉的檄文里，如女学报主
笔裘梅侣的《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
并重》，即是对梁启超的生利分利
思想准确又全面的演绎，她说：中
国的男子人人有妻子之累，室家之
忧，“富者坐养数十人，以分其财；
贫者竭毕生之力，而不足数女子之

奉”，只有大力兴办女学，才可以让
女子“广其学识，尽其才能”，“自谋
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一旦中国
二百兆如“聋瞽”似的妇女都有了
聪明智慧，“其必大有益于强种富
国之道”。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那时的妇
女解放先觉就没有发出过自己独有
的声音吗？当然不是。以上，只是
她们最初与政治牵手时的情景，一
百多年后再回望，我们真应该向她
们的大心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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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妇女解放先觉们的“大心肠”

■胡澎

工作与生活冲突是一个世界性
的问题，而日本状况尤为突出。二战
以来，日本人对工作的敬业奉献精神
为世界所公认，同时，日本人也因工
作时间长、加班多，忽视家庭生活而
被称之为“工作狂”、“工蜂”、“经济动
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
少子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需要护理
的老年人数逐年上升，家庭成员护理
负担加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丈夫
大多因工作时间长而无暇分担家务
和育儿，妻子下班后还要承担家务、
养育孩子，倍感身心疲惫。而伴随日
本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祖
父母一代又很难在育儿上提供帮
助。工作与生活冲突导致大多数已
婚妇女因怀孕离开工作岗位，阻碍了
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同时，工作与生
活的冲突也使日本人的生育意愿下
降，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现象。

政府倡导全民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
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逐渐将缓
解工作与家庭生活冲突作为重要施
政方针之一。不但制定了一系列法
律以及政策、制度来缓解男女两性在
工作与家务、育儿上的冲突，还利用
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工作与家庭平衡
理念，希望创建一个国民经济自立又
有充裕生活时间的社会。

1995年，日本政府将每年的10月
定为“工作与家庭思考月”。在思考月
期间，各级政府机构的相关部门、学术
机构以及民间团体举办学术研讨会、
座谈会探讨工作与家庭平衡制度，在
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育儿休假
的各项法律制度，督促企业缩减员工
的工作时间。为了呼吁全社会重视家
庭、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健康养
育下一代，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2007年，日本政府将每年11月份的第
三个星期日定为“家庭日”，将这一天
的前后一周作为“家庭周”。在“家庭
日”和“家庭周”期间，大力宣传家庭是

“休息的场所、教育的场所以及为明天

积蓄力量的场所”，呼吁每一个社会成
员既要努力工作又要承担家务以及照
顾孩子、抚养老人的义务。一些地方
政府甚至将“家庭日”增加到每个月的
第三个星期日，希望“家庭日”这天，每
个家庭成员一同做五件事情：一同娱
乐、一同就餐、一同说话、一同流汗、一
同劳动。

2007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内阁
官房长官为议长、相关内阁成员及经
济界、劳动界、地方公共团体代表等组
成的“推进工作与生活协调官民高层
会议”。2008年，在内阁府设立了“推
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室”，专门调查和解
决工作与生活冲突问题，另外，还评选
那些在解决工作与生活冲突问题上成
绩突出的企业，为其颁发“工作与生活
平衡大奖”。2008年，被称为“工作与
生活平衡元年”，“分享工作、家庭和喜
悦”成为该年度宣传口号。

细化育儿政策 完善保育措施

——制定并完善育儿休假制度
为减轻劳动者的负担，确保养育

孩子的时间，日本1991年出台了《育儿
休假法》，该法2001年修改后以《育儿

护理休假法》为名颁布。该法规定不
论男女，只要是养育不满一岁婴儿的
全日制从业人员均可向工作单位提出
休假，单位不能拒绝，也不能以此为由
予以解雇。该法还将缩短勤务时间照
看孩子的期限由孩子1岁提高到3岁。

为敦促企业尽快实施育儿休假制
度，日本政府定期举办企业经营者和
管理人员研修班，设立普法指导员，向
执行该法的中小企业支付“育儿休假
奖金”，每年评选和表彰在执行育儿休
假制度上有突出成绩的企业。一些企
业在政府号召下，制定了鼓励妇女工
作和家庭兼顾的措施。如：女职工怀
孕后可获得一定期间的产假，在产假
期间虽不领工资但可得到一定补贴；
妊娠或产后一年期间，如需去医院检
查，可获得一定天数的假期，并被允许
迟到和早退。工作期间可增加休息时
间，可适当调换工种，不安排夜班等。
育儿休假结束后以及因育儿辞职的女
职工如果希望复职，只要符合单位需
要就予以批准。

——增加保育所数量，提高保育
服务能力

随着女性就业率的上升，双职工
家庭的增多，招收3岁以下幼儿入托

的保育所数量明显不足，希望延长保
育时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此，政
府不但每年增设保育所数量，还鼓励
设立公营、私营保育所，积极出台一
些措施来改善保育设施，延长保育时
间，推广休息日保育、临时保育、夜间
保育等。

“社区育儿支援中心”的设立是
为缓解男女两性工作与生活冲突的
一个举措。该中心一般设置在保育
所内，保育所的院落和设施向社区内
家庭开放，为居民们提供育儿家庭聚
会的场所，提供育儿相关的咨询。

1990年政府创设了“临时保育”
措施，服务对象是家中有 4 个月到
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原则上每周可
利用 2 次。1996 年服务范围扩大，
主要针对那些从事临时工等非正规
就业的父母，当他们工作和育儿安
排不开或是身心疲惫的时候可以利
用，但利用者需要负担一定费用。

日本还创设了被称为“保育妈
妈”的家庭保育制度。“保育妈妈”由
具有保育士、护士或教师资格或有
育儿经验的人士担当。针对3岁以
下婴幼儿，在其父母由于工作等原
因不能进行保育的时候，“保育妈

妈”可临时在自己家中替他们照看
孩子。利用者负担一定费用，政府
也提供一定的补助。

1994年开始，“家庭支援中心”
开始在日本各地出现。中心的会员
由社区那些希望在育儿上得到帮助
和希望提供帮助的居民组成，以 1
岁～10岁的孩子为对象。中心对那
些因为加班和紧急事情需要对孩子
进行临时保育的家庭提供帮助，被
帮助方也需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

针对儿童入托难的问题，2008
年日本政府又开展了新一轮的“将
等待入托儿童降为零的战役”，提出
到 2017 年，要增加 100 万 0 岁~5 岁
儿童利用保育所等设施。

总之，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需
要各级政府部门、企业、民间组织的
密切配合、积极运作，才能得以实
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工
作与生活平衡政策，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双职工家庭困扰，但要想真正
实现一个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社会，
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政府
和民间各界持之以恒、不断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研究员）

日本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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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菁菁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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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菁菁的
“玫瑰”带着缝
合的伤痕，如
此 娇 媚 的 花
朵，何以伤痕
累累？玫瑰虽带
刺，但娇嫩易碎，
伤害无处不在，生命
之脆弱，令人怜惜。
她用玫瑰象征女性的
生存处境，诉说着她或
她们在希望和绝望、爱与
伤害、生命和死亡、抗争与放
弃、呵护和摧毁中的挣扎……虽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却造就不同
的命运。“也许缝合是为了回避凋零，延长花朵待放的时间？也许
缝合是为了凝固美丽？”（林菁菁作品手记）。她小心翼翼地“缝
补”，用艺术抚慰着心灵的伤痛，用生命呵护着艺术，在艺术和生
命的交融中寻求一个女性艺术家精神的家园。

去年10月,林菁菁召集了曾从地震灾难中生还的人，和曾参
与过救灾的友人近200人，用2800枝玫瑰，做了一次大型的行为
艺术，以此来祭奠灾祸中丧生的亡灵。玫瑰，既是对生命的赞美，
又是对生命之脆弱的悲悯。表现了林菁菁超越了女性个体的自
怜，在普世的人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中得到精神的升华。

女学书馆

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在带来经济繁荣、文化交流、
技术进步等变化的同时，也带来
了不平等加剧和环境恶化等负面
效应，使妇女、女孩和老人的状况
更加脆弱。本书集纳了来自世界
不同区域妇女／性别研究学者的
理论见解，从社会性别视角质疑
已有的研究全球化、跨国主义和
各国发展实践的理论范式，分析
全球、区域、跨国及各国发展过程
中的现实问题，以推动相关理论、
方法和实践的发展，推动女性主
义行动，促进积极的社会变迁。

全球背景下的
性别平等与社会转型

谭琳周颜玲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

本书被视作英国文化、特别
是青年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这本写作时间跨度超过30年
的论文集中，作者从许多不同角
度研究了英国青年文化问题，如
女孩与亚文化、工人阶级女孩文
化、少女母亲、摇滚与性等，涉及
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社会学和
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而从性别
角度切入青年文化，是本书的最
大特色。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
马驰编张岩冰彭薇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康有为和三个女儿（左起依次
为康同壁、康同复、康同薇）

戊戌维新后，一小群康同薇式的近代妇女先
觉以“反闺吟”的全新姿态和社会政治牵起手来，
跻身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大舞台。

每年设立“工作与家庭思考月”、“家庭日”、“家庭周”，在内阁府设立“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室”，缓解国民的工作
与生活冲突逐渐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施政方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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