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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一　引子

2005年9月，筆者的朋友滕彪在

網上發表了兩萬餘字的調查報告：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1。這個調

查報告暴露了地方政府在執行計劃生

育過程中發生的各種違法違紀現象，

其中一些情況，只能用「令人髮指」來

形容。調查報告在網上引起軒然大

波，促使人們重新關注計劃生育政策

的執行問題。四年多的時間過去了，

筆者一直關注這個案件的發展，除了

希望了解這一事件及其人物的結果以

外，還關心如何解釋這一發生在中國

政府與農村社會之間的衝突。

在這一案件中，有些現象是令人

困惑的。首先，我們相信，發生在臨

沂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中的違法現

象，不是中國政府希望看到的。因為

我們注意到，在滕彪的報告出台不

久，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官

方網站隨即發布了調查結果，明確承

認在臨沂的計劃生育執法中「存在有

違法情況」，並承諾要進一步調查和

處理有關責任人員。其次，有Ç象表

明，臨沂大多數從事計生工作的公務

員，也不願意做那些強制孕婦流產的

違法行為。在滕彪的報告中提到，由

於此前的計生工作執行不力，臨沂縣

政府曾撤掉了四個公務員的職務。這

些撤職處分或許直接影響了公務員以

後的行動方式。也就是說，如果不是

面臨「上面的」巨大壓力，後來的公務

員是不會主動去做那些「令人髮指」的

事情。如果以上兩點成立，那麼，究

竟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違法行為的產

生？政府和公務員既然都知道這是不

應該的，這樣的事為甚麼還是發生了？

進一步的困惑是，從調查報告來

看，計生工作的難點仍發生在農村。

那麼，問題是為甚麼偏偏是農村？從

官方發布的生育願望調查數據看，到

2006年，中國育齡婦女希望擁有的子

女平均數為1.73個；其中，農村婦女

的平均生育願望是1.78個，非農村

婦女的生育願望是1.60個2。由此看

來，農村婦女的生育願望僅僅略高於

非農村婦女。然而，這個數據只是表

明了婦女的生育願望。從一孩家庭領

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調查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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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中國農村家庭多生子女的願

望。調查顯示，領取了獨生子女父母

光榮證的家庭，在一孩家庭中所佔比

例為61.2%。這就是說，另有近40%

的一孩家庭不願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

榮證，反映這些家庭應該具有生育兩

胎的潛在願望。在領取了獨生子女父

母光榮證的一孩家庭中，農村和非農

村的比例又分別為47.7%和79.4%，後

者高於前者30個百分點3，也即農村

家庭生育兩個以上子女的願望遠遠高

於城市家庭。是甚麼原因導致農村家

庭在多生子女方面的願望如此強烈？

如果多生子女的願望仍然強勁，

那麼，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社會的執

行中，發生衝突以至於激化成惡性事

件的概率就極高。這樣，問題就集中

到農村家庭何以有如此強烈的多生子

女的願望。這是一個老問題，在政府

和學界有b較為統一的認識。比如，

在國家計生委官方網站「中國人口網」

上有論文認為，左右人們生育意願變

化方向的因素有三：首先，決定性的

因素是「父母和家庭對孩子回報作用的

需求量大小——需求量大，人們就必

然會傾向於多生孩子和生男孩子，反

之則反之」；其次，「孩子成長需要父

母和家庭的投入量大小」則是制約生育

願望的因素；最後，「觀念性因素是

社會群體生育觀念的進步度高低」4。

可以發現，利用經濟學上的供需

關係理論，再輔以生育觀念去解釋生

育願望，代表b當前的主流解釋方

向。這種解釋自然有其合理之處，但

缺陷在於，用供需關係來解釋生育願

望過於抽象，它不能深入說明：何以

偏偏在中國的農村，「家庭對孩子回

報作用的需求量」如此大。至於觀念

的「進步」與否，在筆者看來，則很可

能是一個虛假的解釋路徑。一種需求

或願望固然與觀念有關，但如果需求

是持續和穩定的，那麼，我們就應該

考慮這種觀念的現實基礎。某一群體

中維持b某種持久的觀念，這很可能

說明這種觀念是該群體生存和發展的

必要條件，那麼，重要的就是考察這

一觀念的現實基礎，而不是去指出它

「落後」還是「進步」。否則，用「觀念」

去說明「願望」，將陷入「同義反覆」

（tautology）的邏輯悖論。

正是因為意識到現在的解釋話語

存在b將問題簡單化的缺陷，在這篇

小文¹，筆者希望去考察農村家庭生

育願望的財產制度基礎，以及更重要

的，是考察農村財產制度與其他社會

制度之間的關聯及其複雜性。如果不

能展示這一願望背後的制度關聯，我

們將始終不能理解這一問題的複雜

性。同時，如果不能理解這一問題的

複雜性，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

社會將始終陷於這種衝突和對抗的泥

潭中。如果要在中國農村推行計劃生

育政策，推行者應該意識到一場大規

模的制度變革在所難免，而不僅僅以

為通過宣傳工具就可以產生實效。相

反，在改革者沒有意識到他面對的是

哪些舊制度，並且在尚未意識到需要

推行哪些新制度才能瓦解這些舊制度

之前，他的盲目舉動只會帶來自己也

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當然，鑒於所論主題的龐大，這

篇小文只是初步的、綱要性的，有的

論述是基於以往研究的結論，有的論

述還不成熟，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二　當代農村的財產制度

中國清代至民國時期的財產制度

與當代中國農村的財產制度有b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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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因此，在討論當代農村財產制

度之前，應將以往的情形作一簡要的

陳述。簡單地說，中國在近代法律變

革之前，其財產歸屬的基本單位是家

庭5。林耀華早在1935年曾論述道：

「家庭乃指共同生活，共同經濟，而

合炊於一灶的父系親屬。一個宗族

內，包括許多家庭，外表上祠堂是宗

族鄉村的集合表象，實際上家庭是組

織的真正單位。」6費孝通也在1939年

指出：「擁有財產的群體中，家是一

個基本群體。它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

社會單位，因此它便成為群體所有權

的基礎。」7

如果說本文的研究與這些學者有

甚麼不同，那便是筆者從清代至民國

的分家制入手，進而擴展到典賣、贈

與、遺囑等。事實上，在這些財產關

係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家產制作為一

個整體性的制度，制約b傳統社會中

的各種財產關係。當然，能夠反映家

產制的最典型的制度還是分家制。分

家制可以視為中國自秦代以來主要的

家產繼承制度。但是古代中國不說

「繼承」，而是說「承繼」。其中的區別

在於，承繼指的是對家產的承受，而

近代從歐洲傳入的繼承制是指對個人

財產的承受。

古代中國承繼制度的主要特點

是，只能由下輩的男性子孫承受家

產。當家庭只有一個男性子孫時，家

產便由其全部承受；當家庭中有數個

兒子時，則通過分割家產來完成家產

傳承；當沒有親生的男性子孫時，則

通過繼嗣方式確立一個繼子，由繼子

承受家產。承繼制的社會和經濟功能

表現在家產（包括債務）通過承受或分

家而得以傳承和發展，家產的管理權

也隨之移轉給子孫，同時，家庭成員

的撫養或贍養責任由子孫承擔。值得

注意的是，在正常情況下，子孫承受

家產的資格在於其已經成年，而成年

的最低標準是成婚，也就是說，這個

承受家產的子孫已經或至少能夠組成

一個新的家庭。

一般來說，家產的管理權掌握在

父親或丈夫手中，女子是沒有家產管

理權的。但是，當家庭中沒有成年男

子（如丈夫去世後），女子則可以管理

家產，但她仍然要在兒子成年後，將

家產傳遞或分割給兒子。由於這一原

因，探討女子在中國古代有或沒有繼

承權這種討論方式均是以西方的繼承

觀來討論中國的家產制。但實際上，

在家產制中，男女都沒有今天意義上

的個人財產權。財產是屬於「家」的，

這個「家」是一個抽象的、整體的概

念。它既代表歷史和現狀的家，也暗

示b這個家庭的未來。父親或丈夫只

是這個家庭史中的成員之一，而不是

家庭的主宰。父親或丈夫的個人利益

並不能超越家庭的整體利益。所有家

庭成員的利益和家庭的整體利益都需

要通過家產得以實現。因此，父親或

丈夫在管理或處分家產時，必須考慮

妻子、兒女的意見，也就是說，父親

或丈夫的家產處分行為受到家庭整體

利益的制約。由此看來，以前認為中

國古代的父親或丈夫享有絕對處分家

產的權力，是一種忽視家產制的整體

性而產生的誤解。

此外，女子也無所謂繼承權的問

題。某個女子嫁到另一個異姓家庭

中，已被視為這個家庭中的成員。社

會如此看待她，娘家和夫家這樣看待

她，她自己也是如此定位。因此，她

不再繼承娘家財產，是因為她已經不

是娘家的家庭成員，而只是娘家的親

戚。同時，她已經和她的丈夫構成一

個新的小家庭，並以新家庭的名義一

起承受夫家祖上傳下來的家產。可以

想像，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如果她承

在家產制中，男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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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娘家的家產，就是承受了雙份的家

產，對這個社會中的男子來說，這才

是不公平的。何況，她已經在出嫁時

得到了一筆嫁妝（或稱「奩產」）。這份

嫁妝，既可視為對聘金的交換，又可

視為她從娘家獲得的一份家產。

以上大致是秦以後中國財產制的

概貌，之所以要在這¹簡要地闡述這

一財產制度，是因為如果走進今天的

農村社會，我們就會發現，分家制仍

然是農村社會中普遍有效的財產制。

2004年3月，筆者曾組織學生在湖北

省鐘祥、黃岡兩縣（市）的農村進行為

期兩周的抽樣調查。調查顯示，分家

制仍存在於湖北農村8。結合其他學

者的調查研究也可證明，分家制仍然

是今天中國農村的主流財產制度9。

鑒於分家制是家產制的核心制度，分

家制在今天中國農村的廣泛存在，

正是家產制仍然頑強生存於今天中國

農村的明證。

從女兒的繼承權問題上也可看出

家產制在中國社會的有效性。中國從

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移植歐陸民法體

系，到1930年代有了自己的民法典。

從那以後到現在，國家一直在通過國

家法的方式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個人財

產制。具體表現如下：一、在民法總

則編中，規定民事主體只有自然人和

法人，家庭不能成為私法上的主體，

因此，家庭財產是沒有法定地位的；

二、在物權法和債法中，規定享有和

處分各種權利的主體只能是個人，財

產流轉只能假定是發生在個人之間

的，而不可能是在家庭之間的；三、

繼承法規定的是男女平等繼承，並且

規定以遺囑處分財產的效力優先於法

定繼承。

七十餘年的法律實踐表明，這套

法律制度在城市社會已得到較好的推

行，個人財產的法律觀念在城市社會

也已得到普及。然而，在農村，人們

仍然拒絕女兒繼承父母遺產，當父母

去世，出嫁女要求依據繼承法繼承父

母遺產時，仍會掀起軒然大波。人們

的觀念仍然是：「已出嫁的姑娘依照習

俗不應再享有繼承權」bk。也就是說，

時至今天，除非通過國家強制力的干

預，女兒的遺產繼承權仍不能在農村

社會中得到保障。余盛峰關於基層法

庭的調查研究顯示，很多時候甚至女

兒自己也不認為享有遺產繼承權。當

兒子們因繼承糾紛走進法庭時，出嫁

女兒認為此事與自己沒有關係，要由

法庭將其列為訴訟第三人bl。從這些

現象都可發現，個人財產制在農村社

會中並未得到人們的普遍遵守，家產

制仍是中國農村的主要財產制度。

三　家產制的意義

無論如何，我們看不出家產制和

家產承受制對於古代中國社會有何不

合理的地方。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它

們是在古代社會自然發展中生成的一

套精密而複雜的制度。這套制度從來

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養老、祭祀、撫

幼或撫養等一系列社會關係及其制度

相關聯的。就讓我們再留意一下家產

制所涵蓋或關聯的其他制度。

首先，家產的基本含義是家產屬

於整個家庭。因此，並不是分家或家

產承受後，父母或祖父母就排除在新

家庭之外。家產承繼只是意味b家產

的管理權移交給下輩子孫，而且，在

家產之上本應承擔的責任也同時移交

給子孫。所有家庭中尊親屬的養老問

題都指望b這份家產。子孫承擔養老

責任不但是倫理的或道德的義務，也

是家產制的應有之義。所以，在清代

至民國的分家文書中，大多約定有細

研究證明，分家制仍

然是今天中國農村的

主流財產制度。鑒於

分家制是家產制的核

心制度，分家制在今

天中國農村的廣泛存

在，正是家產制仍然

頑強生存於今天中國

農村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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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的養老條款。而那些沒有約定養老

條款的，也不是說兒子們不用承擔養

老責任，而恰恰是認為這項責任是毋

庸置疑的，只是在具體的養老方式上

不需要嚴格約定而已。

其次，祭祀去世親屬也是家產承

繼者所應承擔的責任。在「事死如事

生」的觀念下，祭祀不僅是一種懷

念，而且也是一種養贍，即養贍那些

在不同世界中的親屬。

最後，撫幼當然也是家產承繼者

所應負擔的。但除了利用家產來撫養

自己的子女外，對於其他無自立能力

的家庭成員，如未成年的弟弟、未出

嫁或不能出嫁的姐妹，也同樣有撫養

或照顧的義務。當然，「狠心的兄弟」

在任何時候都有，但這並不是說家產

制允許如此。就像任何時候都有不孝

之子，但不能認為社會規則承認不孝

是合理的。

由此可見，家產制和個人財產制

有b極大的不同。這種不同首先體現

在它們的社會功能上。家產制考慮的

是所有家庭成員的利益，而不是某個

人的利益。在家產制中，家庭成員之

間沒有明確的財產界限，在家產的範

圍之內，所有家庭成員都相信自己的

生存和發展可以得到保護。由此，人

們也會對自己的現狀和前途具有穩定

的預期。但這並不是說財產權利沒有

界限，更不是說不保護私人的財產權

利。因為，越出家庭範圍之外，一個

家與另一個家之間的財產界限是非常

清楚的。由於家產制的這一特徵，任

何一個家庭成員都不能真正做到隨意

處分家產，因為他根本不能肯定地說

這些財產是「我的」，他只能說這些財

產是「我們家的」。

有意思的是，在家產制為基礎的

社會中，公私之間也不是個人與社會

的對立，而是小家庭與家族或社會之

間的對立。這在分家時表現得尤其清

楚，在分家時，從家族的長期利益考

慮而設定祀產、族產，這就是有「公

心」的表現。不顧家族利益，試圖將

祀產撥拉進小家庭財產中，這就是有

「私心」的表現。但這也正是古代

「公」、「私」界限不明的地方，因為那

個有「私心」的人，他的一片「私心」正

是為了他的小家庭。在家庭成員看

來，他的行為恰恰是有「公心」的。

由於家產制的這些特徵，使得所

有的社會成員都獲得了某種安全感。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一種「吃大鍋飯」的

安全感。的確，當每個人都心安理得

地享受家產，期待從家產中分享利益

時，家產制也可能成為滋生懶惰情緒

的溫壤。但是，任何一種制度都不可

能是完美的，對於前現代社會而言，

家產制帶來的弊病與它所具有的優點

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需要提醒的是，

家產制所適應的是前現代社會，在這

類社會¹，沒有充分的社會分工和社

會福利保障制度，也沒有憲政和民主

制度。

接b讓我們看看社會分工對於家

產制的意義。在分工不充分的社會

中，個人還不足以依賴社會力量得以

自立。為此，可以試想一下現代社會

中個人的生存狀態。一個現代人，當

他年老體衰的時候，只要有足夠的財

產，儘管子女不在身邊，還可以通過

各種服務行業獲得幫助。生活必需品

可以送到家中，醫生和護理人員可以

上門診療。如果這還不行，他可以乾

脆搬到養老院去生活。不但老人如

此，任何一個現代人都無時無刻不在

依賴和受益於這種社會分工的充分

性。對於不承認這一事實的人，只需

想像一下，當某些現代社會中的服務

行業突然消失時（不用說全部消失，

只要消失某一種或某一部分，比如煤

家產制和個人財產制

有�極大的不同。這

種不同首先體現在它

們的社會功能上。家

產制考慮的是所有家

庭成員的利益，而不

是某個人的利益。在

家產的範圍之內，所

有家庭成員都相信自

己的生存和發展可以

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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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電、水），會出現甚麼結果。筆

者相信，大多數人會對此感覺到自己

的無力和無助。甚至可以說，在一個

由陌生人構成的巨大城市中，如果沒

有服務行業的充分發展，現代人的無

助感會比古人更強烈。

而個人財產制正是這樣一種與社

會分工直接關聯的財產制度，它保證

了個人的財產和人格的獨立。但如果

沒有充分的社會分工為基礎，個人財

產制帶來的或許不是自由獨立的個

人，而是孤立窘迫的個人。古人面對

的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擺在他們面前

的都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在下地

務農的時候，誰來照顧小孩？現代人

的答案可能是找家政服務人員，但這

一選項在古代社會是沒有的。又如，

人們每天喝甚麼？現代人的答案是打

開水龍頭，或者由純淨水公司送水上

門。但在古代社會，人們必須把井水

或河水裝滿水桶後挑進家門。

當社會分工尚未細化到每一個生

活細節，人們也就無法通過社會力量

獲得幫助或救濟。在這樣一種社會

中，通過家產把家庭成員聯結在一

起，似乎是避免個人陷入孤立狀態的

唯一選擇。家庭財產的相關性，使家

庭成員相互關注，共同承擔義務，共

同預算將來。家產制使家庭成員緊密

地團結起來。既然他們共享了財產，

因此他們之間也負有不可推卸的互助

義務。

再來看憲政和民主對於個人財產

制的意義。這一關係幾乎是毋庸置疑

的，但這仍然值得一提。憲政制度意

味b政治權力能夠得到足夠的分解，

並且分解後的政治力量能夠有效地相

互制約，從而使政治權力集中，並使

產生專制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民主制

度則能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能在正常

的體制內得到表達。沒有憲政與民主

制度的保障，個人財產幾乎是裸露而

不設防的。任何國家權力對個人及其

財產的有意或無意之侵害，都會使個

人感到無力反抗，因為個人力量在國

家力量面前本來就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在一個沒有憲政和民主制

度的現代國家¹，個人最大的孤立無

助不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而是體現

為一種由於預期的不確定性導致的普

遍的恐懼感。相反，在前現代社會，

這種無助和恐懼感由於家庭和家族的

團結關係而得到弱化。事實上，在這

一社會中，當個人受到社會或國家的

侵害時，正是家庭和家族的力量發揮

了不可忽視的救濟作用bm。

四　生育觀念與家產制

如果我們了解家產制與社會條件

之間的關係，或許就不會輕易地指責

那種多生子女的願望是「落後」觀念。

需要指出的是，當代農村人口的生育

觀念並不是農村人虛無縹緲的想像事

物，而是一種具有約束力的社會事

實。而它的約束力根源就在於家產

制。不從家產制出發，我們就無法理

解這種生育觀念。

按照家產制的安排，家產的管理

權交給家中的成年男子，以調動家庭

內主要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同時，

由於這位成年男子承受了祖產或家

產，也就必須承認家產應該在家庭成

員之間共享。只要在家產制還有效的

群體社會內，女兒總是會因為出嫁而

成為其他家庭的成員，按照這一社會

制度，女兒不可能承受家產，更重要

的是各種重要的家庭事務不能依賴女

兒。這就是「女兒是賠錢貨」這一俗諺

出現的原因。或許有人會說，在古代

和現代社會，都不乏有能夠照顧娘家

當代農村人口的生育

觀念不是農村人虛無

縹緲的想像事物，而

是一種具有約束力的

社會事實。而它的約

束力根源就在於家產

制。不從家產制出

發，就無法理解這種

生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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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兒。是的，但這種照顧不是制度

性的。直到現在，農村¹面如果有某

家出嫁的女兒能夠照顧娘家，仍是很

受輿論羨慕和讚賞的事情，而兒子照

顧家庭則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現象正

好說明，女兒這種身份在社會制度上

沒有全面承擔家庭事務的義務，因

此，家庭對她的預期就不可能是穩定

的。

這樣，只要是在家產制還有效的

地區，家庭就不能沒有男子，更不能

沒有承繼家產的男子。沒有兒子，不

但意味b家門不替，家產要落入他人

之手，而且，最直接和眼前的後果

是：父母的老年生活沒有依靠。

政府或許可以通過宣傳，讓農村

人認識到家門和家祀的觀念是一種迷

信；或許還可以說，如果人都死了，

有沒有後人上墳祭祀，以及家產「傳

男」還是「傳女」都是無所謂的。但卻

不能說，一個人為養老作些打算是可

有可無的。在家產制約束下，人們只

能依靠兒子來養老。也就是說，在沒

有改變家產制之前，不可能要求人們

像拋棄一件廢品一樣拋掉生養兒子的

願望。因為，這一願望根本不是甚麼

「落後」觀念，而是基於生存的信念。

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還需要承認每

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那就沒有資

格去指責農村人生養兒子的願望。

或許有人會以為筆者反對中國的

計劃生育政策，要維護農村家產制的

現狀。這些都是誤解。生養兒子的強

烈願望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大障

礙，這一矛盾必須通過考察社會和制

度的基礎才能理解。關於家產制的分

析，可以發現社會條件（也包括政治制

度）與社會制度的密切關係。同時可以

看到，某種現實需求只是特定的社會

制度中的產物。或許可以說，一種社

會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本質上是社會

成員在既有的社會條件制約下，通過

長期共同生活而選擇的結果。家產制

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家產制適應的是

中國中古以來的社會條件，它滿足的

是中古社會中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

當然，家產制並非在任何時候都

是合理的或正當的。但是，如果社會

條件不發生變化，家產制作為一種與

社會條件相適應的制度，我們就有理

由說它是合理的或正當的。但這麼

說，並不是一定要在現代社會中推廣

或維護家產制。生養兒子的願望當然

是可以改變的，家產制也是可以改變

的。但如果要改變它們，就必須把

二者放在一起考慮，而不是像以前那

樣，僅僅要求人們改變生育願望，卻

不理會支持這一願望的家產制。而如

果要改變家產制，就應該了解到它所

適應的社會條件。當與它相適應的社

會條件尚未改變之前，僅僅要求表面

上的制度發生變化，要求生活在這一

社會條件中的個人，拋棄起碼的生存

需求去接納所謂的「進步」觀念，去「餓

b肚皮搞革命」，未免有些強人所難。

但是，事實證明，在半個多世紀

中，我們不但沒有積極地改變農村舊

有的社會條件，反而一直在鞏固和強

化與之相適應的那些社會條件。其

中，戶籍制度仍然發揮b隔離農村和

城市的作用。這種戶籍制度是在農村

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間區分等級，使人

口的差別化待遇成為可能。等級化的

人口制度意味b不同等級的人口享有

不同的社會福利。而這一制度的實質

後果就是，至今為止，大多數中國農

村人口並未享受與城市人口相同的醫

療、養老、教育等福利。同時，由於

中國一直以來不允許農村土地流轉，

這個制度與以上其他制度相結合，一

方面導致農村人口無法逐漸為城市所

吸收；另一方面，因為大量農村人口

在家產制約束下，人

們只能依靠兒子來養

老。在沒有改變家產

制之前，不可能要求

人們像拋棄一件廢品

一樣拋掉生養兒子的

願望。因為，這一願

望根本不是甚麼「落

後」觀念，而是基於

生存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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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小塊土地，故這些人口始終停留

在溫飽線附近，無法享受經濟增長帶

來的益處。可以說，無論從哪方面

看，大部分中國農村人口的生活環境

與前現代社會相比並未發生本質性的

變化。

如果以上對今天中國農村現狀的

描述沒有太大的不妥，並且，如果承

認造成這一現狀與一直以來的農村政

策有b直接關係，那麼，農村家庭生

養兒子的願望與計劃生育政策的衝

突，實際上不是甚麼「生育需求」或

「生育觀念」的問題，而是在沒有深入

調查和研究的情況下，執行了相互矛

盾的政策。也即，一方面，通過戶口

等級隔離制度、土地雙軌制等，將農

民禁錮在舊的經濟體制中，使他們長

期脫離現代化進程，並使得以家產制

為代表的一整套舊的財產制度仍然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通過

婚姻法、繼承法等現代性的法律以及

計劃生育政策，否認這些舊制度中的

基本生活需求。

當然，法律政策的矛盾所造成的

惡果，最終品嚐者還是可憐的農民。

他們一直在躲避、在逃亡，在當「盲

流」、在當「超生游擊隊」。他們不得

不這麼做，否則就會像臨沂農民一

樣，被抓起來強制流產。他們只知道

自己的生存環境如此惡劣，卻不知道

甚麼原因導致了自己身處險境。同

時，這麼多年來，為了執行計劃生育

政策，中國的主流輿論有意無意將農

民打扮成愚昧、無知、迷信、固執的

形象，我們的相聲、小品中充斥了對

農村人的嘲笑。作為這個社會中的弱

者，農民當然無法為自己的需求辯

護。海瑞曾說：「百姓口小，有公議

不能自致於上。」斯此謂也！但是，

如果真正了解這個國家與社會的歷

史，那麼，我們當中誰有資格嘲笑他

們？沒有！恰恰相反，很可能正是他

們在見證我們的愚昧和無知。

五　結語

通過以上論述，筆者希望基本闡

釋了家產制與計劃生育政策的衝突。

當然，如何改善這種衝突，需要用更

多的調查和研究才能完成。但無論如

何，這些問題終會有圓滿解決的一

天。而且，筆者相信解決這一衝突的

時間不會太長。

2002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了

「國家依靠宣傳教育、科學技術進

步、綜合服務、建立健全獎勵和社會

保障制度，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

作」（第二條第三項）；又規定：「國家

建立、健全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

保險、生育保險和社會福利等社會保

障制度，促進計劃生育。」（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尤其提到：「有條件的地

方可以根據政府引導、農民自願的原

則，在農村實行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障

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緊接b，中國政府提出建設「和諧

社會」的目標，並積極推進「新農村建

設」的規劃，提出了「工業返哺農業」、

「城市返哺農村」的設想。2007年〈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

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

意見〉還提出：「進一步完善財政轉移

支付制度，增強基層政府公共產品和

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bn，並特別注意

到了農村教育對農村社會轉型的重要

性。同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

生全部免除了學雜費。2008年，政府

又提出了讓農村土地得以流轉的設想。

農村家庭生養兒子的

願望與計劃生育政策

的衝突，實際上不是

甚麼「生育需求」或「生

育觀念」的問題，而

是在沒有深入調查和

研究的情況下，執行

了相互矛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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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國政府開始進行新型

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長遠來看，只

有通過高質量的教育，提高農村人口

素質，才能彌合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

距，使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具有同等

的就業資格，從而使農村人口具備融

入現代社會的條件。

總的來說，中國農村社會的改造

是一項複雜的綜合工程，筆者相信，

如果戶籍、教育、醫療、養老福利、

社會保險、土地制度等均能全面進行

改革，使農村社會徹底擺脫舊有的生

活條件，農村人口不再有後顧之憂，

則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農村同樣可以

暢通無阻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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