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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能力视角下
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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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是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人群，也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从可行能力视角来看，

农村妇女贫困的根源是可行能力的不足与缺失，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反贫困政策

需要以提升妇女可行能力为目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在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方面更有

效地瞄准贫困妇女，改变妇女的贫困状况。
［关键词］ 农村妇女; 反贫困; 可行能力; 政策调适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 18YJA840002) ;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2019A17)

［收稿日期］ 2019－03－21 ［DOI］ 10．15939 / j．jujsse．2019．05．sh2
［作者简介］ 程 玲，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武汉 430079)

美国社会学家皮尔斯在 1978 年首次提出了 “贫困女性化”的命题，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

含义: 一是贫困人口中女性人口所占比重不断增加; 二是在所有贫困家庭中，以女性作为户主的

家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5 年 《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世界 13 亿人

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 70%”。1995 年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通过的 《行动纲领》中，

将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妇女与贫困”成为重大的关切领域，妇女贫困问题受

到广泛关注。
贫困的发生、表现和结果是有性别差异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45. 8%为女性。在现有建

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 9. 8%，男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 9. 4%，女性

的贫困发生率较男性高 0. 4%。［2］这意味着，贫困人口中女性贫困人口所占比重高于男性，女性

的贫困程度高于男性。因此，妇女是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工作对象。同时，妇女也是反贫困的重要

力量。妇女参与家庭经济活动的程度、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对家庭总收入 50%以上

的贡献率，均决定了妇女在实现经济增长、缓解贫困、增进家庭福利、缓和人口增长等发展目标

上的重要作用。［3］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女性主体化特征明显。在大量农村

男性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村妇女不仅承担着家庭养育和照料的职责，同时还是农业生产的主要

承担者。相较于农村男性而言，农村妇女在承担家庭照顾和生产的责任时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

在面对来自于自然、市场以及社会的各类风险时更显无力，极易陷入贫困。农村妇女的贫困具体

表现为经济收入低下、社会资源匮乏、社会参与被动、受教育程度低等方面。
一般而言，健康状况不佳、文化程度低、就业率低、家庭及社会资源少以及承担沉重的家庭

劳动，是妇女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妇女在参与市场和社会活动中的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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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无法在市场或社会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可行能力理论为分析农村妇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

新的分析框架，妇女的贫困主要根源于可行能力的不足或缺失，这是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分工方

面的差异所造成的。妇女反贫困尤其需要从经济、社会等层面保障和提升贫困妇女的可行能力。
提升妇女可行能力是解决农村妇女贫困问题的关键，也是调适妇女反贫困政策的可行路径。

一、可行能力: 妇女贫困问题的分析框架

可行能力是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 《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所提出的重要概念。他指出，可

行能力是自由的基础。个人的实质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4］具体而

言，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

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4］“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

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

———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加社交活动。”［5］功能性

活动反映的是个体认为有价值、有可能去实行并可能会达成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有价值的功能

性活动的种类很多，从很初级的要求，如有足够的营养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到非常复杂

的活动或者个人的状态，如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4］可行能力观点突出了个体的理性，赋

予了个体选择能力和实际机会，反映的是个人的选择性。
可行能力视角更新了对贫困的认知，贫困已从经济贫困发展为包含社会排斥在内的权利贫

困，由权利贫困深入到能力贫困。在可行能力视角下，经济收入不再是衡量贫困的唯一标准。贫

困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基本可行能力的不足或缺失，反映的是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某些最低限度需

要的能力剥夺问题和能力匮乏问题。在这里，收入低下仅具有工具性意义，收入低下会影响人的

可行能力，但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人的可行能力。在可行能力视角下，贫困从缺乏必要的物质

财富的物质贫困扩展到就业、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基本权利丧失的权利贫困，由权利贫困发

展为个体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可行能力为理解弱势群体的贫困提供了新视角。可行能力视角认为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力度

不足以致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或强调弱势群体能力低下以致抓不住机会。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低

于社会正常水平，这种可行能力表现为个人状况与社会提供的机会相脱节。［6］在以男性为中心的

社会文化中，妇女是弱势群体。女性所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具体表现在教育、健

康医疗、就业、参政议政等各方面。女性贫困与资源、机会剥夺交织在一起，循环往复; 从制度

维度上来说，贫困妇女可行能力不足主要是婚姻家庭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制度

协同作用的结果［7］; 从个体维度上来说，可行能力不足是由妇女所承担的功能性活动导致的，

比如家务活动、人口再生产活动、传统生产劳动和发展型活动［8］。妇女所承担的功能性活动增

强了贫困妇女的脆弱性和边缘性。可以说，贫困妇女可行能力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社会

性别分工对贫困妇女能力的束缚。
可行能力理论还为探讨农村妇女贫困问题搭建起了一个分析框架，帮助我们找到妇女贫困的

本质———可行能力不足与缺失。农村妇女因受到生理特性、传统文化、家庭角色、家务分工、社

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其能力和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定的阻碍，无法追求与实现有价值的、有益

的各种功能性活动，无法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农村妇女在实际的生活场景中缺乏实际的选择机

会和选择能力，致使其功能性活动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所以，可行能力视角下妇女反贫困的路

径是提升贫困妇女的可行能力，让贫困妇女有能力开展有价值的、并可能实现的各种功能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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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且使贫困妇女能抓住社会提供的机会，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在解决农村妇女贫困问题过程

中，反贫困政策是关键的因素。在可行能力提升中尤其需要关注反贫困政策的制定，通过政策调

适，营造有利于贫困妇女发展的环境，关照贫困妇女的特殊性，强调贫困妇女发展的主体性和参

与性，重视贫困妇女能力的发展与提升，以提升贫困妇女的可行能力，减少贫困。

二、妇女贫困的根源: 可行能力缺失

根据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妇女贫困即妇女可行能力的不足或缺失，这主要是由男女两性在社

会性别分工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社会传统文化束缚了妇女权利自由，社会地位差异限制了妇女能

力转换，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破损制约了妇女能力发展，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妇女可行能力的

缺失，无法有选择地、自由地开展各类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导致了贫困。
首先，传统文化的桎梏。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农村妇女

获得土地、住房、资金等各种资源的途径主要是婚姻关系。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数据显示，女性名下的房产、农村宅基地、存款及机动车等重要资产的比例均低于男性。女性

名下有房产的占 42. 1%，其中农村女性为 33. 5%。［9］妇女在家庭财产和资源上依附于男性，在家

庭中的地位是从属或依附性质的，对于家庭财产、资源和家庭事务没有实际的决策权，只承担家

庭财产的保管者和支出管理者角色，执行和配合家庭决策。妇女的这种从属地位和依附性被延伸

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在社会领域中，受到社会结构和家庭观念的束缚，妇女缺乏与

男性同等的地位，其获取教育、医疗保健和生产资源的机会受限，使其陷入贫困; 在经济领域，

妇女承担的家庭养育、照顾的责任，使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排斥，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职

务和工资收入，形成了女性的隐性贫困。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妇女的依附性和从属地位束缚了

妇女在家庭及社区事务中的参与，影响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减弱了妇女的可行能力。
其次，社会地位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家庭等领域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事实上，性别不平等现象在贫困地区仍然存在。
首先，男女受教育状况仍存在差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农村女性的文盲率为

10. 7%，较男性高 6. 8 个百分点。［10］到 2010 年，仍然有 36%的农村女性只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

程度，高达 81. 8%的农村女性只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11］，农村两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

为 0. 9 年［10］。此外，在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内容方面男女两性存在差异。［12］农村妇女在技能教

育、农技培训等方面的参与率与男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就业领域中，一方面，由于农村妇女迫

于家务劳动、赡养老人、照顾子女等压力，被束缚于土地，失去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另一方

面，在就业市场中性别歧视造成妇女无法获取工作机会或难以实现同工同酬。妇女劳动力人口总

体规模在持续扩大，但女性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人口总量的比例下降。2015 年，全国女性就业

人口规模约为 3. 32 亿人，占就业总人口数的 42. 9%。［13］在基层治理中，农村妇女较之男性有明

显的弱势，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女性仅有男性的 13. 2%。［13］2013 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的比例

为 22. 7%。［14］妇女处于农村权力结构的边缘，在农村的管理结构中被边缘化。
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破损。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可以利用的各种社

会关系的总和。通过这些关系，人们可以获取来自社会上各种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的支持

和帮助，但贫困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经历了一个断裂破损的过程。中国农村传统的婚姻模式是

“从夫居”，这就意味着妇女的亲属关系是以夫家为核心来运转的，妇女在娘家所形成的社会关

系网络在其社会交往中退居次要地位。如此，妇女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婚姻而改变，她们所能

·561·

程 玲 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调适



依靠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十分有限。贫困妇女在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中处于弱势进一步削弱了贫困

妇女的可行能力。
第四，社会保障力度不足。农村妇女承担了家庭大部分的家务劳动，比如做饭洗衣、照料抚

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对就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

上，用人单位会因妇女在婚姻和家庭方面分散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形成就业机会上的性别歧

视，在用人选择时会优先选择男性，造成对妇女劳动权利的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更多

是与就业相关联的，妇女因其居住在农村，就业多为体制外或非正规的就业状态，因此难以从职

业保障体系中受益。此外，女性面临更多的风险，包括生理保健、生育、人身权益受侵害等风

险，因此，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

三、可行能力视角下贫困妇女的状况

可行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合理的政策安排。近二十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修改了 《婚姻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保险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 20
多部法律法规，现已经基本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 《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 《婚

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业促进法》等在内的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法律

体系。在反贫困领域，妇女反贫困的政策安排包括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农业发展

支持政策以及教育优惠政策等。这些宏观与微观政策导向为贫困妇女的反贫困行动提供了方向指

引，对贫困妇女的经济收入、思想意识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拓宽就业渠道，增加经济收入。在各项妇女反贫困政策实施后，贫困妇女的经济状况

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妇女收入有所增加。这些改变主要得益于反贫困政策中促进劳动生产、
创业就业的策略。比如产业扶贫政策，贫困妇女通过参与到当地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中，增

加了经济收入，提升了家庭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家庭地位; 比如妇女小额信贷，破解了妇女

创业资金难题，为贫困妇女发展提供了资金，为有创业想法的贫困妇女搭建了创业平台，有效地

帮助贫困妇女发展适合自身的产业项目，进一步促进了贫困妇女能力的增长。但受市场、社会以

及文化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其经济收入的波动性较大，而且很多妇女还是被束缚在以 “男主外、
女主内”为主的家庭分工和以农耕为主的土地劳作之上，这使其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受到

诸多限制，减弱了贫困妇女的可行能力。
第二，维护合法权益，提升参与意识。贫困妇女之所以是弱势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贫困妇女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 另一方面则因为贫困妇女合法权益保护不足，意识觉醒水平还较低。围

绕权益保护和意识觉醒，妇女反贫困实践通过宣传教育、法律维权及各类活动的开展，维护贫困

妇女合法权益，保障其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工作一方面维护了贫困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的民

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开始增强，并开始尝试进入政治及市场领域，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妇女发展的良

好社会环境。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这项工作的开展还面临着很多困境。
妇女反贫困工作需要进一步增强贫困妇女在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影响力，使其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有足够的话语权，为社会发展进步服务。
第三，改善健康保障条件，增强发展能力。在国家政策的关怀下，贫困妇女有了一个较好的

医疗保障条件，她们均能接受生理卫生的指导与检查，若有大病重病，低保救助、大病救助及其

他扶持政策兜底，也能减轻她们在医疗方面的负担。这些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有效保障了贫困妇女

的生理健康，为其社会参与提供了基础条件。与此同时，贫困妇女通过参与文化与专门技能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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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掌握和学习了一些农业科技、手工等方面的技能，其文化教育水平和发展能力均有所提升。
但由于生活在农村的妇女大多年事较高，家务繁重，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还不能有效转化为有价

值的活动，可行能力有待加强。
近三十年来，我国妇女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妇女的基本需

求，妇女贫困得以缓解。但检视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的贫困妇女状况，妇女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

峻。贫困妇女的多重脆弱性、地位的边缘性以及对贫困妇女独特性的忽视，均制约着贫困妇女可

行能力的提升，持续阻碍着贫困妇女开展各类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
首先，贫困妇女的多重脆弱性。贫困妇女是具有多重脆弱性的群体。贫困妇女的脆弱性不仅

体现在因其生理状态、生产劳动、生产环境所致的物质贫困，更体现在因健康状况、受教育状

况、专门技能、社会地位而致的能力贫困。能力缺乏使得贫困妇女缺乏抵御风险的手段和方法。
在贫困的测量中，经济收入仍是衡量减贫脱贫的重要指标。贫困人口，特别对于农村贫困妇女来

说，参与市场竞争所需的资金、人力、技术、信息等各类资源都是缺乏的。在不平等的性别体制

中，农村贫困妇女所能控制的资源，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产资本等，均被家庭、社区、市

场、文化所制约。贫困妇女开展的各种功能性活动受阻，贫困妇女要从市场竞争中获益，面临着

许多的障碍，这直接导致贫困妇女可行能力不足，也增加了妇女脱贫的困难。在市场竞争 “优

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中，贫困妇女所面对的障碍比男性更多，更容易被边缘化和被

剥夺。就反贫困而言，由于婚姻家庭、文化素质的约束，市场机制的重利性取向以及发展计划

( 包括扶贫项目) 没有给予妇女问题以足够的关注，妇女摆脱贫困的机遇相对男性为小。［14］农村

贫困妇女经济上的窘迫延伸到文化和权利层面，表现为各种脆弱性和易受损性，而这种文化和权

利的贫困比经济窘迫更为隐蔽，极有可能因被忽视而得不到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关注和重视，

进一步增强最贫困妇女的脆弱性。［15］

其次，贫困妇女地位的边缘性。受传统文化与性别体制的束缚，贫困妇女个人意愿和要求往

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略或拒绝，这使得贫困妇女思想观念保守、进取意识不强，自我发展意识和

自我发展能力弱，成为社会最底层、最无发展机遇的弱势群体之一。［16］受到父系、从夫居和父权

制家庭等传统制度的影响，当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农业劳动更多地被女性承担时，妇女虽然在家负

责农业生产，但在家庭空间中并未获得主导性权利，对于家庭经济收入并不拥有绝对支配权，仍

然是男性在家庭重大经济事务中拥有较大决策权。在公共生活领域，妇女虽然已经成为农村社会

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绝对主体，但她们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仍然受到排斥，相当多的农村甚至是妇

女的集体失语。妇女家庭地位以及政治参与的边缘化使其陷入可行能力的贫困。［17］

第三，贫困妇女的独特性被忽视。由于男性和女性在既有社会关系建构中所承担的社会角

色、劳动分工和对资产权力拥有的不同，女性对贫困的体验与遭遇和男性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农村贫困妇女对“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打工找钱的机会、没有肥料”的体验要远远深刻于男

性。［18］在反贫困实践活动中，妇女反贫困经验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减弱了贫困妇女的可行能

力。贫困妇女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反贫困知识和经验，比如，在男性外出务工，

妇女带着孩子和老人在家面对贫困时表现出了应对贫困的能动性，妇女利用娘家的社会资本和资

源去帮助自己的家庭渡过难关，或者利用自己丰富的野生植物的知识，获取野生产品来弥补粮食

的不足。［18］基于贫困理解、体验的不同，贫困妇女对反贫困政策也有不同的诉求。但反贫困策略

更聚集于贫困人群的整体性特点，对贫困妇女的特殊性关注不足，导致扶贫措施有效性降低，贫

困妇女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受限，可行能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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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可行能力: 妇女反贫困的政策调适

提升贫困妇女可行能力，政策调适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政府和社会应关注妇女，支持妇

女，通过合理的政策调适来解决妇女贫困问题，形成保护和扶持妇女的政策环境，增强妇女的适

应与发展能力，赋予妇女权利与自由，提升贫困妇女的可行能力。
首先，营造环境，构建社会性敏感的反贫困政策体系。一是构建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制度。

实现男女平等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全人类

的发展进步有着特殊影响。虽然国家法律法规十分重视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但受社会

文化、性别角色、劳动分工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社区、社会等领域普遍存

在，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是贫困妇

女可行能力提升的基本保证。二是形成社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国家需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消

除妇女贫困的、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妇女反贫困工作，以减少性别体制对于

妇女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尤其是反贫困政策或项目的设计和资源分配中，需注意妇女在

家庭空间和公共政治空间中的地位和角色，关注妇女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权利; 需关注女性的特

殊的发展需求; 建立分性别的贫困监测指标和分性别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重点关注失业、
患病、单亲、老年的贫困妇女。

其次，赋权增能，着力提升贫困妇女的能力。妇女可行能力通过政策而扩大，同时妇女在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参与也是可行能力的重要内容。针对贫困妇女政治参与权益，应通

过教育培训，增强妇女权利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积极引导提高村级决策中妇女的参与能力; 针

对贫困妇女受教育权益，应保障贫困妇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享有政策资源; 针对贫困妇

女劳动权益，应在政策上给予指导，提高贫困妇女的就业机会，完善贫困妇女就业培训的政策体

系，从而提升贫困妇女的就业能力。同时，亦需增强社会保障力度，减轻市场对妇女的冲击。一

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弱势群体纳入其中，特别是要提高对贫困妇女的保障力度，在就业

和社会保障中体现出对于妇女的重点保护，以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二是可将多

种资源都整合进社会保障体制中，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反贫困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还应充分挖掘贫困妇女反贫困的能力，调动其反贫困的积极

性，提升其积极性与主动性。首先，通过社会性别教育，提高妇女自身的性别意识。在反贫困政

策和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开展社会性别教育，提高妇女反贫困行动中的主体

意识，激发妇女反贫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挖掘和提升贫困妇女的能力。一是在反贫困项

目的设计上，设计专门的妇女反贫困项目。贫困妇女通过参与反贫困项目，增强自信心，提升能

力。二是在反贫困项目的管理上，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的机会。在反贫困项目的管理上多吸纳妇女

参与，倾听妇女的声音，发挥妇女在反贫困项目规划、实施、管理、评估等过程中的作用，让扶

贫资源更好地与妇女需求相匹配。三是在反贫困项目的实施上，多考虑贫困妇女的参与性。在反

贫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管是在时间安排上，还是在反贫困方式上，更多地考虑贫困妇女的需

要，以方便贫困妇女的参与。
最后，关注差异，形成有针对性的反贫困策略。关注贫困妇女的特殊性，是为了使妇女的个

人状况与社会机会之间实现更好的衔接，以提升贫困妇女发展的参与性，让贫困妇女能开展有价

值的、有可能实行的并有可能达成的功能性活动，从而促进其可行能力的提升。首先要关注贫困

妇女所处的客观环境。妇女反贫困政策的制定需注意到我国性别文化的历史与影响，发现性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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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产生的根源，关照贫困在性别上的差异性，进而增强反贫困策略制定和实施的瞄准度。其次，

妇女反贫困政策要了解男性和女性因其角色、责任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了解贫困感受、体验和

经验上的性别差异以及反贫困需求的性别差异。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贫困妇女的处境、倾听贫

困妇女的声音，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消除贫困的政策和策略。
除此之外，还应因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开展性别预算，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性别预

算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资源，政府将性别视角贯穿于政府预算和资源分配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使

政府预算和资源分配能同时满足男性和女性的需求，推动性别平等。性别预算对于帮助政府在资

源分配中做出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决策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反贫困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差异，开展性别预算，积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进而提高贫困妇女

的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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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Docu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dualism loosening of rural orientation”，“dualism loosening of ur-
ban orientation”and“rural－urban interaction”． Although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different de-
grees at different stages，the essence that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at each stage supportsurban economic devel-
opment more holds，reflecting the asymmetr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break the urban－
rural dual structure，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agricultural and rural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adhere to the
general idea of reforming land use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with more emphasis on the property rightsreform，under the
premise of considering food security，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s，and adhering t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and carry out policy adjustment in contracting land，homestead，collectively－operat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land
acquisition，in order to realize the“Pareto”reform of farmers transferringinto the city，urban surplu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and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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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ive of capability，the lack of capability is the root of women’s poverty，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econo-
myand culture． Anti－poverty policy，therefore，need to improve women’s capability as the goal，to build a gender e-
quality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More effective targeting of poor women in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 allocation，and
take some intervention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umber of poor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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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Gao Qing－hai deserves
attention．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should be studied persistently and deeply whose kernel is study on Species Philoso-
phy． Through raising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such as“why Species philosophy”，“where does Species philosophy
come from”and“what is Species philosophy”，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n e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this point and draw
a rough outline and scope of the study on Specie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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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Gao Qing－hai’s Thought of Being－Hu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WEI Shu－sheng ( 178)

Abstract: The reform of philosophical view is the main topic in Gao Qing －hai’s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He
clearly presents and claims the new philosophical view of“man is the mystery of philosophy”，which forms the way of
thinking of human－centered and value ideal． Being－human is very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Gao Qing－hai’s a-
chievement on human． He claims that what man is superior to animal is being－human，but he doesn’t further explain
that being－human is also a“troublesome thing”．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develop Gao Qing－hai’s thought of being－hu-
man and elucidate deeply the philosophy connotation of thought of being－human in Gao Qing－hai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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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human beings have begun to enter the Species－standard era from the individual－standard
one． By reflec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people realize that besides the species－life，
in their nature there is also a Species－ life，a cosmic life in which one person integrates with society and nature． Of
course，the Heaven－man unity in the present age does not refer to the undivided statu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ancient
times，but means a status in which as a powerful subjective force，human beings can change and decide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e． In this status，we should inheri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smic life． Achieving one’s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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