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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导要考虑倡导的方法、路径和策略。通

常有几种路径 :一种是通过政协人大提交议案的方

式。通过人大代表提交议案 ,可以以团体和单位的

名义 ,议案提交之后通常转给相关的政府部门 ,政府

部门要给予反馈意见。这一路径 ,不同的民间组织

都可以采用 ,而且是制度化的方式。当类似议案增

多 ,就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一种是召开媒体信

息发布会与递交议案并举 ,影响公众的观念 ,通过媒

体传播主张和建议。通常当议案并不能被人们认同

和接纳时 ,首先进行公众的倡导是政策倡导的必要

前提 ,可以将媒体的反应作为政策倡导的一部分附

在提案当中 ,或形成内参上报。一种是与相关的政

府部门联合召开专题研讨会 ,在会上以生动方式展

示研究成果 ,引起政府的关注和决策者的注意 ,如果

找好关键性领导 ,能够使政策倡导产生良好的效果。

我们的政策倡导采取的是第三种形式 ,与国家人口

计生委联合举办研讨会 ,同时邀请相关领导参加。

政策倡导的内容安排也很重要。应当说 ,我们

已经搞了一年多的研究 ,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对会

议内容还是有十足的把握的。但是 ,如果一个人把

报告从头念到尾 ,就显得单调乏味。于是 ,我们把这

方面的问题分成七个专题 ,专题之间有着清晰的逻

辑关系 ,而且推出一个团队来报告。政策倡导会成

功了 ,就出现了政策倡导的“后效应 ”。在中央党校

两个公开刊物 ,刊登了出生性别比失调与制度创新

的两组专题文章。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内部刊物

“关爱女孩行动 ”刊登了男孩偏好的分析文章。中

央党校内参刊发了出生性别比失衡与性别发展战略

的专门文章 ,直接报给中央政治局领导 ,并在中央党

校领导干部中开设了专题课。此外 ,国家人口计生

委开始与我们联系 ,将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纳入

到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专家组 ,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

2008年委托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在 11个出生性

别比失调的重点省进行社会性别培训 ,进行性别平

等的高层倡导 ,推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的融合。

在我们进行政策倡导的初期 ,我们的政策倡导

目标是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可以说 ,这一目标达

到了 ,政策倡导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 那么前期的这

个过程算不算一个倡导的周期呢 ? 所以在倡导过程

中 ,我们似乎达到了周期中的一个目标 ,但是紧接着

下一个过程又开始了 ,继而我们如何去推进 ? 怎样

与政府合作 ? 我们新的目标又在哪里 ? 我们认为进

行政策的倡导周期与我们设定的目标有关系 ,看我

们的目标锁定在哪里 ,当目标锁定在建议被政府采

纳 ,也可以说政策倡导的周期完成了。如果 ,我们将

其锁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 ,从政策问题提出到政

策制定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评估 ,我们的政策倡

导就没有完成 ,或者说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正是

伴随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倡导的进程 ,中国妇女参

政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妇女

参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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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理论创新 ,拓展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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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妇女 /性别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 ,妇女史研究也一步步深入 ,展现出良好的前景。

研究如何深入下去 ,是人们常常感到困惑 ,又不得不

做出回答的问题。这里 ,笔者提出两点粗浅的看法 ,

与各位同仁交流。

一、重视理论创新

如何在理论上创新 ,是个大课题 ,涉及面很宽 ,

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但可以尝试着从各个方

面去努力。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性别制度理念 ,

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

中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制度 ,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法律制度 ,等等。那么 ,存在不存在一个性别制度

呢 ,值得探讨。将性别理论引入女性史研究过程中 ,

人们常用“性别关系 ”、“性别角色 ”、“性别秩序 ”、

“性别差异 ”等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 ,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但这些研究表现的往往是女性的生

存状态 ,难以进一步表达对这些状态起决定作用的

终极原因。“性别制度 ”是西方一些学者提出来的。

盖尔 ·卢宾在《女人的交易 :性的“政治经济学 ”初

探 》一书中指出 :“作为初步的定义 ,一个社会的

‘性 /社会性别制度 ’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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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 ,这些转变的性需

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 1 ] ( P24)特里莎 ·

德 ·劳里提斯则明确指出 ,“每一社会都有一个与

政治和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的性别 —社会性别体

系 ”,“在每一文化中 ,男女的文化概念都形成一种

社会性别制度。这种制度是种象征制度或意义制

度 ,按照社会价值观念与不同等级来调整性别与文

化内容之间的关系。”[ 2 ] ( P205)

“性别制度 ”的提出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但只

是为我们研究妇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如何

使性别制度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规范 ,还需要做一系

列深入细致的探索。一般而言 ,制度具有规则性、系

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特点。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规范

性和体系性 ,作用对象是人在相关领域内的行为。

所谓性别制度 ,应该是指从性别出发对人与性别相

关的社会行为作出的系统性规范。通过对涉及性别

关系的社会行为进行限制与约束 ,建立起相应的性

别秩序和性别社会结构。

朱蒂斯 ·鲁博曾论述过性别制度的构成要素 ,

其中包括社会性别地位、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性别

化的亲属关系、性行为的性别模板、性别化的个性特

征、性别化的社会控制、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社会性

别形象等八个方面。 [ 3 ] ( P39—40)综合海内外学者

的研究 ,我们认为 ,性别制度的内容应至少包括 :一、

社会性别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因性别而形成的社会

地位、权利与义务 ;三、规范性别角色及性别角色的

认同标准 ;四、限定性别活动的空间 ;五、决定关乎性

别的意识形态 ,确立有关性别的价值观念。是否可

以说 ,性别制度是一种“广义 ”的规范体系 ,有着确

定的内涵和内在结构 ,是一种既不隶属于经济制度 ,

也不隶属于政治制度 ,而有着自身运作机制的人类

社会制度之一。

如果说上述认识基本成立 ,接下来就要探讨性

别制度的特征。性别制度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

体系 ,一种纵横交错的规范网络。同时 ,又是一种象

征制度或意义制度。一般情况下 ,它并非是一个有

既定模式的整体 ,而是分散地渗入到政治、经济、法

律、文化、教育、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宗教、社会习

惯与风俗等各个领域的规范之中 ,构成一个发散型

的规范体系 ,需要从各个领域的规范中剥离出与性

别制度相关的内容 ,重新进行整合 ,进行理论概括。

性别制度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第一层面是国

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对性别所作的规范 ,主要是通过

国家的法律及相关制度 ,包括宪法等国家根本大法

及分散于各个社会领域的制度性规范 ,体现国家意

志对性别关系与性别秩序的安排 ;第二层面是社会

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习惯风俗 ,以及宗教教条等产

生的约束 ,这是依靠传统、信念、习惯而产生的约束

力量 ;第三层面是家族与家庭订立的规范 ;第四层面

是个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修养的作用 ,国家、社会、

家庭对性别关系的规范被个体内化 ,形成了自我认

知和自我校正的内在力量 ,体现了人们在性别认知

方面的社会化过程。

性别制度是作为权力体系和社会机制而存在

的。性别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性别关系与性别秩

序 ,显然不是一般的个人属性或人际关系 ,而是一种

社会机制或社会结构。社会性别制度并非一成不变

的 ,其变革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生产方式的

变更、社会制度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意识形态及文化

传统的演变 ,都会对性别制度产生重要乃至重大的

影响。

在构建性别制度理论的同时 ,我们可以结合历

史 ,探讨中国性别制度的产生、发展、变迁的社会背

景、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如此 ,或许可以将中国妇

女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也必然会影响到整个

中国历史的叙述 ,改变那种大通史框架上加上一点

妇女地位、妇女生活的简单做法 ,将妇女 /性别融入

到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

二、拓展研究领域

以理论创新推动整个妇女 /性别研究的发展 ,这

一点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反过来说 ,妇女 /性别方面

的具体研究 ,也会推动性别制度理论研究 ,使这一理

论不断得到印证、充实、完善。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

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拓展研究领域 ,是值得关注

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 ,关于民事习惯的研究 ,既可

加深我们对性别制度理论的理解与认识 ,又可以丰

富妇女 /性别研究的内容。

广义民事习惯与妇女 /性别问题息息相关 ,自不

待言。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习惯 ,也有丰富的妇女 /性

别元素 ,不可以不重视。

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除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的各

种法律之外 ,各种民事习惯也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

规范和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 ,用以

维系社会的运转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一些民事习

惯 ,甚至起着“准法律 ”的作用。近代中国 ,一些地

方的民事习惯 ,虽然与法令法规相抵触 ,也被当时司

法部门认定有效 ,或说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或说这

也成了一种“习惯 ”。

2007年 ,中部某省一家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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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一位母亲带着即将临产的女儿流落街头寻找落

脚地 ,原因是房主拒绝住户在自家的出租屋内生产。

电视一播出 ,舆论大哗 ,表达了对这对母女的关切 ,

纷纷谴责房主。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 ,我们在这

个案例中看到的是一种民事习惯的延续。近代中

国 ,在物权债权方面 ,民间有一些忌讳事项 ,有的地

方 ,业主要求租户预先声明一些事项 ,以决定是否租

赁。如湖南省常德县城乡历来有一习惯 ,房客入住

第一季期间 ,如家中有嫁娶或生小孩的事情 ,房主认

为不吉利 ,多向房客解约。故当地订立租赁契约时 ,

房主照例询问房客家属中有无孕妇以及嫁娶各情事

宜 ,以决定是否签约 ,免日后发生纠葛。 [ 4 ] ( P1192)

某种民事习惯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 ,往往经历相当

长的时间 ,而一旦形成 ,又有其历史的惯性 ,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继续发生影响 ,或残存在一些人的头脑

中。

深入考察近代中国的民事习惯 ,不仅会大大丰

富妇女 /性别史研究的内容 ,也会纠正以往研究中的

偏颇和错误。如在物权﹑债权关系方面 ,传统社会

无视﹑歧视女性的习惯很多。但要注意 ,民事习惯

有其稳定社会功能的作用 ,各地的民事习惯又往往

呈多样性。有鉴于此 ,谈到女子财产权问题时 ,就不

能简单下结论。如清末民初 ,户绝 (指无子嗣 )财

产 , 有些地方习惯 ,亲女无分析遗产之权 ,绝产充

公 ,直隶清苑县即如此。当地有谚曰 :“儿承家、女

吃饭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 4 ] ( P1298)就全国大部

分地区而言 ,已嫁未嫁之女 ,程度不同地有财产继承

权 ,各地做法不一。黑龙江省兰西县 ,绝产情况下 ,

有族归宗承受者 ,有归亲女承受者 ,亦有归亲友承受

者 ,大抵出于本人生前之赠与或临终遗嘱。若并未

赠与于人 ,而又无遗嘱者 ,则依亲族会议处分。黑龙

江布西设治局 (设治局系当时一种行政区划 )习惯 ,

凡绝产统归亲女承受 ,倘并亲女亦无之 ,则归近族之

人掌管 ,或由亲族会议公决。该省青冈县民俗 ,亲女

有承袭财产之特权 ,所以女性承受绝产为当然之事。

如果事主并无亲女 ,则此项绝产即归族有。木兰县

习惯 ,处分绝产先尽亲女 ,次尽祠族 ,再次则归亲友

承受。但本人生前有遗嘱者 ,即依遗嘱办理。绥东、

绥棱、龙镇等县属 ,大体如此。而黑龙江通北县习

惯 ,凡绝产 ,先尽近族承受 ,无近族 ,则归远族或亲女

承受。泰来县民俗 ,亲女对于绝产 ,向例只能承受一

半 ,其余一半归祠堂管理。[ 4 ] ( P1317—1363)

湖北省汉阳、五峰、麻城三县 ,凡无子有女者 ,如

同宗内并无昭穆相当之人可为立嗣 ,除被承继人曾

以女招赘承嗣者得承受全部遗产外 ,若其女已经出

嫁 ,即不得再行承受全部遗产。而该省竹山、京山、

通山、谷城四县 ,无子有产有女者 ,其女除将酌提

“嫁奁田地 ”或“遗爱田地 ”外 ,不能承受全部遗产。

潜江县 ,女子虽可承受全部财产 ,然有另提纸笔费给

亲侄之习惯。[ 4 ] ( P1317, 1658)

甘肃省 ,一些地方 ,“绝产 ”归亲女或孙女承受。

如东乐县民间 ,无继承人之遗产 ,除提出常年祀田

外 ,余则尽归其女或孙女承受。若并无女或孙女者 ,

方能由最近房族议定代理人 ,将遗产妥为保护 ,俟其

继承有人 ,归其承受。[ 4 ] ( P1789)

再如 , 寡妇改嫁的财产权问题。寡妇再醮 ,往

往涉及财产分割与继承问题 ,如由谁主婚 ,原在夫家

财产可否带走等等。

孀妇改嫁 ,依当时法律规定 ,由男家主婚。但吉

林省长岭县则由母家主婚 ,所得财礼 ,亦全归母家
[ 4 ] ( P1313)

黑龙江兰西县则男女两家均可主婚 ,习惯上该

孀妇原有妆奁等财产 ,亦不得带走。而该省布西设

治局的习惯 ,大半由女家主婚 ,甚至有由孀妇自己主

婚者 ,男家女家均不得干涉。该妇女原有妆奁 ,愿意

带走者 ,前夫家亦不得干涉。龙江县男女两家均可

主婚 ,也可由孀妇自己主婚 ,原有妆奁可以带走 ,夫

家不得阻止。林甸县男女两家均可主婚 ,但原有妆

奁不许携去 ———双方有协定者例外。木兰县夫亡改

嫁 ,由前夫家主婚 ,该妇女原有之妆奁 ,非经前夫家

同意 ,不得携取。海伦县孀妇改嫁 ,男女两造均出场

主婚。甚至有书立人契者 ,俗称“卖寡妇 ”。此恶习

清末民初经禁绝 ,已不多见。至于孀妇原有之赠嫁

财物能否带走 ,须经主婚人定夺。龙镇县孀妇改嫁 ,

主婚权先尽男家 ,次尽女家 ,再次即由孀妇自主。其

原有妆奁须得前夫家尊亲属允许 ,方能携去。大赉

县主婚事务多属男家 ,男家无尊亲者才能由女家主

婚。至于原有妆奁财物 ,改嫁时不许携带。而肇东

县有以女家之父母兄弟为之主婚者 ,有由孀妇自由

选择者 ,前夫家属向不过问。其于妆奁等物愿携去

者 ,悉听自便。绥化县习惯 ,男家主婚 ,并立婚据。

如男宅无亲属 ,得由女家主之。其原有妆奁不许携

带。汤原县孀妇再醮 ,无论男女家主婚 ,均需书立婚

约 ,并将孀妇私有财物载明 ,随妇改适。但从前赠嫁

之妆奁 ,则不许携带。泰来县 ,原有妆奁汉族习惯得

舅姑允许方能带走 ,而蒙古族习惯则凡舅姑在堂 ,绝

对不许携带。[ 4 ] ( P1315—1362)

以上举例 ,均为当时司法行政人员调查而得 ,时

空定位。这些民事习惯应该说是性别制度的一部

分。它也说明 ,妇女 /性别问题研究要深入 ,拓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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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挖掘资料是非常必要的。

应该指出的是 ,重视当代民事习惯的考察 ,既有

理论价值 ,又有现实意义。2007年公布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 85条明示 :“法律、法规对

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法律、法规没

有规定的 ,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5 ] ( P18)这里所说

的“当地习惯 ”,也就是当地的民事习惯。法律上依

据的“习惯”,必须是当地多年实施且为当地多数人

所遵从和认可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具有“习惯

法 ”的作用 ,在当地具有类似于法律一样的约束力。

当然 ,这种习惯以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良善风俗

为限。在整个中国民法体系中 ,处理相邻关系需要

以习惯作为依据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原因是相

邻关系的种类繁多且内容丰富 ,而物权法对相邻关

系的规定比较原则和抽象 ,大量需要以习惯作为标

准来判决基于相邻关系而产生纠纷的是与非。

一些民事习惯系从传统延伸而来 ,有些明显有

不合理的因素 ,或与相关法律相抵触 ,值得注意。民

事习惯有它的稳定性、承传性 ,但它又是动态的 ,不

断发展的。对原有的民事习惯 ,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

粕。总之 ,重视理论创新 ,拓展研究领域 ,妇女 /性别

研究有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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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研究和写作

佟　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 北京 100871)

　　英国小说家兼评论家乔治 ·奥维尔说过 ,人的

写作无非是四种混合在一起的冲动。一是“纯粹的

自我主义 ”;二是“审美的热情 ”,主要表现在对形式

美的追求上 ;三是“历史性的冲动 ”,是从更宽泛的

意义上 ,要对事物的“是 ”(真实 )加以观察的欲望 ;

四是“政治目的 ”,是想要沿着某一方向推动世界或

改变人们对认为应当追求的那种社会的观念。

我从事妇女 /性别研究、写作和教学也有上述种

种冲动 ,只是写作冲动的顺序正好颠倒了过来 ,其政

治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第一位。因为改变性别不平

等社会状况 ,揭示两性不平等得以形成和不断被再

生产出来的社会机制已经成为我做学术研究的重要

动力。事实上 ,在强调以实证主义研究为主流的社

会科学界 ,选择从事妇女 /性别研究本身就具有政治

意义 ,它表明着一种争取性别平等的政治立场。只

有反思和批判以男性经验为主的一整套知识 ,才能

展示女性 (弱者 )经验的意义 ,推动世界向着两性关

系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冲动

下 ,我从 1999年起开始为本科生开设“社会性别研

究导论 ”课程 ,这是一门通选课 ,是各种学科的本课

生都可以选修的课程。在教学的基础上 ,我完成了

一部本科生教材《社会性别研究导论 》,该书深入地

讨论了文化因素、性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不平等的性

别关系的再生产作用。通过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互

动以及学生亲身的社会调研 ,学生开始能够反思知

识本身的问题 ,即反思已有知识的性别化特征和其

内涵的权力关系。每当读到学生们具有反思性和批

判性的小论文时 ,就感到特别安慰 ,因为上千年来一

直延续着的男性知识和权威正在被悄然撼动。这项

工作可能是漫长的 ,但正如“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

一样是个积累的过程。

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 ,我越来越感到对“历

史 ”的兴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 ,时间感潜移默化地呈

现在研究中。“我 /我们从哪里来 ”是个永远令人着

迷的问题 ,因为只有了解了自身的来处 ,才能更清楚

地把握现在。我们有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 ,

也有阴阳平衡的道家传统 ;有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新

自由主义的竞争原则 ,也有几十年“妇女能顶半边

天 ”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实践 ;有男权知识的霸

权 ,也有前辈们为改变性别知识的努力。正是在这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