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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发展型家庭政策重在社
会投资和积极预防，因此，发达国家
政府都在婚前教育或家庭生活教育
方面进行投资和制度推进。家庭生
活教育的制度化推进之所以重要，
主要基于如下原因：首先，人并非生
来就具备家庭人际关系调适、子女
教养、家庭经济管理以及家庭压力
和危机应对的知识和技能；其次，正
如阿克斯和托马斯所说的那样，在
一个变革不大的社会中，年轻夫妇
可能会以记忆中的父母曾经对他们
的管教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然
而，在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中，关于
家庭生活的传统实践和教导就可能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和新一代人的
经验产生联系；再次，代际差异或隔
阂的存在或加剧，也使父母家庭生
活经验的传承价值日益下降，迫切
需要适应速变社会的专业化、系统
性家庭生活教育的及时介入。

一、将婚前教育纳入正规
教育体系

在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工
作和家庭角色的双重压力增大，以
及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成为父母的
社会转型期，将有关两性角色、家庭
关系调适等方面的课程纳入学校教
育体系，在中学和大学教育中普及
家庭职责、角色扮演和协调适应的
知识和技能，是十分迫切和必需
的。当然，要将相关课程纳入正式
的教育体制并非易事，需要通过多
种途径作出评估，并通过正式途径

向有关部门提交增设家庭生活教育
课程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报告。目
前具可操作性的前期准备包括组织
有关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
学等多学科专家编写运用最新知识
的教材，并在有条件的各级各类学
校进行试点、逐步推广。

二、推进社会组织和有关
部门的成人培训服务

目前，家庭生活的成人教育存
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由于缺乏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而难以吸引更多的
男性参与；不少社会教育工作者的
知识结构缺乏专业性，辅导内容陈
旧、空泛，服务层面限于普及，难以
引起不同层次或特殊需求者的兴趣
和共鸣；许多老师仍采取单一的“我
讲你听”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缺乏师
生互动、教学相长的交流氛围和共
鸣分享、人人受益的教学效果。

家庭生活的成人教育所存在的
上述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社会
教育的发展。为此，笔者提议：

——强化对各级各类教育、辅导
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定

正如家长们并非天生具备成为
好父母的潜质和技能，一个中小学
的班主任、妇联或社区工作者也未
必具有家庭生活指导师的天赋。美
国的家庭生活教育资格申请人必须
至少参加过包括社会中的家庭、家
庭内聚力、人生的成长与发展、人类
性学、人际关系学、家庭资源管理、
家长教育和指导、家庭法律和公共
政策、伦理学、家庭生活教育方法论
等十个方面的课程学习和两年的工

作经历。我国目前已将婚姻家庭咨
询师列入正式职业并需要资格认
证，但与家庭生活相关的教育、指导
工作者却既未被列入正式职业，也
无需资格认证。据说家庭教育指导
师职业已在论证中，但仅限于家庭
教育，似乎指导的对象和范围过于
狭窄，改为“家庭生活指导师”或许
既与家庭生态系统论的观点相吻合，
又兼顾到子女教育之外的恋爱、婚姻
关系和性、家庭承诺和责任、家庭成
员间的沟通与冲突处理、家庭经济资
源的管理、家庭危机的有效应对等增
强整个家庭凝聚力和幸福感的教育、
指导。

——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教育和
评估

目前，关于家庭生活的社会教
育主要依赖卫生、教育、人口和计划
生育等政府部门以及妇联等群众组
织的资源，其特点是有各级各类网
络和经费保证，受众面广、普及率
高。但也存在缺乏个性化、针对性

强的教育项目，难以满足各级各类
不同阶层对象特殊需求等问题。加
上辅导人员多为兼职，对于本职工
作外的社会教育往往只是为了完成
交办任务而被动应付，以致一些教
育辅导流于形式。

境外的家庭生活教育除了政府
的重视和投入外，第三部门社会组
织利用企业、基金会、专业机构提供
的资源承担了大量的各类社会教育
和服务项目。他们通常根据不同对
象分层分类设计切合小群体、家庭
需要的服务项目，利用讲座、研讨
会、互动剧场、成长小组、亲子活动
等灵活多样的参与式、体验式等教
育服务方式，为准父母、贫困家庭、
单亲父母、移民家庭、退休人士以及
家庭成员有情感困扰、残疾、抑郁
症、吸毒、遭遇暴力，孩子有学习、心
理障碍或行为问题的家庭提供各种
指导和服务。由于民间组织和利益
共享者对所资助项目的实际效益有
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如果不能很好
地提供成功的证据，项目组织者会
有失去资助的风险。因此，非政府
的教育服务项目都将通过严格程序
的评估，这也减少了重形式轻实效
和被动应付的现象。

三、推进专业婚姻家庭咨询
和治疗

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治疗是一个
减压阀，更是速变社会中的一个不
可缺少的支持系统，帮助人们把内
心的负面情绪、超载的压力释放出
来，以减轻负荷、放松心态，理智地
处理矛盾纠纷，使个人在应对压力

和危机中得到成长，使家庭和社会更
加和谐、更具活力。而一般市民对心
理咨询和治疗的效果仍心存疑虑，我
们的前期调查报告显示，只有2%的
被访者在自己/家庭遇到难以解决的
烦恼或感情、心理困扰时曾求助于心
理咨询，19%表示以后可能会去（其
中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中有36%
首肯以后可能会去，小学及以下学历
者仅有4%持相同回答），79%肯定决
不会去，其中14%还是会找亲戚朋友
帮忙，22%有各种疑虑，如不相信能
解决问题、怕个人隐私被暴露、费用
高等。实际上在压力积聚成问题或
危机时，仅靠自己调节通常难以化
解，而亲朋好友即使有时间和耐心倾
听当事人的诉说，但往往只能提供情
绪支持，而未必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来
解开求助者的心结、难题，弄得不好
甚至适得其反。

鉴于国内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
咨询师、有资质的咨询机构太少，难
以满足日趋增长的心理咨询需求，
加上前来咨询的出于婚恋、家庭挫
折和危机的较多，而家庭治疗尽管
效果较好，但因把沟通对象扩大到
配偶甚至全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
力递增，家庭所要承担治疗费也随
之上升。因此，有关部门应采取积
极的扶持政策，如鼓励有资质的心
理咨询师开办专业的家庭咨询机
构，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免税等，以
促进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使其成
为速变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持
系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研究员）

应将家庭生活教育和训练制度化
家庭生活教育和训练是

发展型社会的要求。境外的
经验表明，家庭生活教育和
训练的制度化推进首先需要
政府的重视和投资，同时还
需要调动社会组织和有关部
门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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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创业的制度
环境与个人特性》
作者：王旭 邓胜梁

中国的意识形态、法律及政策
环境、经济环境刺激了中国女性
参与创业活动。传统与时代相结
合的东方文化特质对中国女性创
业观念和行为的形成影响至深。
创业者创业行为的产生是个体内
在特性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果。因此，中国女性创业活动的
日趋活跃得益于先进的性别文
化、法律保障、创业政策导向以及
经济转型期特殊的经济环境。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1年05期

《言说女性与女性言说
——论中国现代文学

“闺怨”叙事的历史传承》

作者：宋剑华
“闺怨”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一

大现象,但在不同性别作家的描述
当中,又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
取向:男性作家一般只是将“闺怨”
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女性求“爱”不
得时的情绪发泄,而女性作家则往
往是将“闺怨”视为一种自身主体
意志的表达方式——无论是“顾
影自怜”还是“相思之苦”,都与“爱
情”并无本质性的必然联系。“怨”
既是一种青春期女性的生理现象,
也是一种女性抗争悲剧命运的无
奈之举——因此,言说女性与女性
言说的矛盾对立,就像两条垂直延
伸的平行线,形成了一种贯穿古今
的文学传统,同时也导致了男女作
家在思想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1年06期

《莎剧中的性别意识与
性政治》
作者：查日新

莎士比亚的性别意识包含对
女性的否定,视女性为身体和精神
有“缺陷”的性别,认同两性关系上
的统治逻辑,且在剧中有女性内化
为自我否定的因素;对女性的贬斥
和赞誉在思想上同源于男权支配
女性的意识;认同对女性身体施加
的否定的文化意涵,张扬自然性别
之外的文化性别状态,并导向对女
性主体性的否定。莎氏这种性别
意识承袭了西方的性政治传统,并
经由戏剧文本呈现出性别统治的
权力本质。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1年02期

美国女性虽然早在1920年就争
取到政治参与的选举权，可是女性参
政，特别是作为女性参政标志的女政
治家的人数，到目前为止，却根本不
足以代表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
现在，美国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只有
17名女性，国会里只有16.8%的议员
为女性，50个州长里只有6名是女性，
全国100个最大的城市中，只有4名
市长是女性。这样的女性参政人数
与百分比，远远地落在许多国家后
面，仅居世界第91位。

数据显示，美国女性参与政治选
举的投票率比男性高。然而，女性竞
选职位、做女政治家的人数却与女性
的投票热情成反比。2008年美国总
统大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获

竞选总统提名，共和党人萨拉·佩林
被列在副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上，两位
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美
国女性参政一时为全世界所瞩目。
当时的美国舆论也认为，美国女政治
家的“玻璃顶棚”会被突破。可是，这
两位女性的竞选都失败了，虽然她们
都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坐标。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结束前的
演讲中对女性这样谈到自己竞选的
意义：“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自豪地
说，女性获得州级初选的胜利已经不
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女性在如此
接近的竞争中成为总统候选人也不
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设想女性
成为美国总统也不是什么不得了
的。而所有这一切却是非常不得了

的。”萨拉·佩林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与
希拉里鲜有共同之处，但在希拉里获
得了1800万张选票后却充满信心地
说：“在美国最高的、最坚硬的‘玻璃
顶棚’上，希拉里留下了1800万个裂
缝，现在我们眼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
打碎这个‘玻璃顶棚’了。尽管美国
女性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她们的榜样作用，是否鼓舞了女
性？2012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到目
前为止，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中的唯
一女性已经退出，剩下的是一水儿的
男性。民主党目前还不知道谁会是副
总统候选人，总统级的女性政治家的
身影似乎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在国会
以及州级等各级政治领导人的竞选
中，今年已经被媒体称为“女性旗帜
年”，也就是说有更多女性参与竞选，
但她们竞选的职位也不到国会的三分
之一。即使是这些女性全都被选上，
美国国会里的女性人数也不过提高一
到两个百分点而已。

根本的原因，据两位美国学者最

近的报告《男性统治》分析，主要是美
国社会的性别偏见对女性的深刻影
响。即使是女政治家，是社会里能出
人头地的所谓的女强人，也受制于这
些偏见。两位学者詹妮弗·劳力斯和
理查德·福克斯指出，首先，较之男政
治家，女政治家更容易把竞选的环境
看得恶劣，竞争性太强，对女性不

利。这样的概念导致很多女政治家
觉得自己不合格，不够具有竞争性，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自信心。再就是
希拉里·克林顿和萨拉·佩林2008年
的竞选失败给其他女政治家留下了
苦涩的回味。她们觉得性别偏见的
压力太大，自己能否顶住很难说。特
别是竞选中对手之间的负面攻击，使
很多女性感到厌恶，因此不愿意冒此
风险。女政治家受到竞选的建议或
鼓励也比男性要少。另外，即使是家
庭地位相当平等的女政治家，也较之
她们的伴侣需要更多地照顾孩子和
家庭，而男政治家几乎没有照顾孩子
等的家庭压力。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女性的政治
雄心被压抑了，即使是女政治家的雄
心，也不那么容易被鼓励和激励，甚
至还会无形地消减。比如，与10年前
的2001年相比，美国女性的政治雄心
就有所消减，越来越少的人想去参与
竞选。

针对这个现实，目前美国很多女

性组织都在积极行动。美国女权主义
的喉舌《女士》杂志，HERVotes 网站
——一个由51个女性组织组成的联
合体，新泽西州立罗特戈斯大学美国
女性与政治中心的“2012年项目”“女
性行走在华盛顿”等项目正在联合起
来。其主要目标有三个：教育选民运
用自己的权利；鼓励和帮助女性竞选；
女性要站出来大声地呼喊，让人们看
见自己的存在。

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
国，女性政治家的境遇仍然困难重
重。女性占美国人口的51%，女性选
民占总选民的56%，可是代表女性参
政成就的女政治家数量还远远与之
不成正比。女性参政，为国家管理
从不同视角提出不同经验，是民主
政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女性争取平
等和参政的路还很长，道路仍然崎
岖。

（作者为旅美学者、大学教授，主
要著作有《荒原上的芭蕾》《假装浪
漫》等）

仍是男人天下:美国女政治家的困境

前沿视线

李江峰的“大风景”
看李江峰的“大风景”，总好像把我们推上了高山

之巅，遥望那辽阔、苍茫、宏阔、深远天地之无限，让你
似乎投入了黄天厚土的怀抱，让你感受到自我与自然
相融合的美妙境界。

她的大地风景画，用轻松自如、洒脱生动的写意
笔法，画出了大地的走势和气势，而在画面的中、远
景的处理中又似用刻刀精工雕琢出了层层梯田、块
块丛林、阡陌纵横、勃勃生机，画出了人们赖以生存
的大地温厚的质感，而不是一种缥缈虚无的幻觉。
因而她的画给人一种豁达大度又精心设计的饱满
感，透着一种自由舒畅又张弛有度的优雅气质。

她的风景画取景很特别，一般的风景画大多是由
近处平缓地推向远方，以平远景象为主。而她要么用
倾斜的地平线，要么用起伏不平的地平线，甚而在画面
中让山峦一破那平缓的地平线，那画中的丛林、田地的
条条块块，形成纵横交织、迂回盘旋的运动旋律，让人
觉得大地似乎在行走，发出美妙动人的生命脉动。

为什么她能跳出平凡而平庸的风景画图式，创造
出如此勃勃生机的风景图像？这似乎与她出生在河北
承德丘陵地带有关，从小就跟着奶奶到山冈坡地种苞
谷、向日葵，这高低不平的坑坑洼洼的田野是她童年的
天堂，承载着她成长的记忆，也成就了她风景画最主要
的特色。她画中的丘陵地貌，既是实景又非真景，是她
心中的风景，是生命精神的象征。

艺苑映像

沈睿专栏
女性占美国人口的51%，女性选民占总选民的56%，可是代表女性参政成就的女

政治家数量却与之不成正比。美国女性参政人数与百分比，仅居世界第91位。

团结起来，为女性之战而战

HERVotes 网站鼓励并帮助女性竞选

专栏主持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