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者在很偶然的情況下讀到了

馮文（Vanessa L. Fong）博士的〈中國

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都市獨生女的賦

權〉（“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一文1。該文給筆者留下的印象有

兩方面：一方面，它帶來了中國學

者所沒有的新鮮視角；另一方面，

卻予人有「水土不服」之感，總覺

得其研究多多少少還是脫離中國情

境——即使是一個扎實的人類學研

究。在追溯這篇文章的研究脈絡

時，筆者注意到，該文是馮文《唯

一的希望：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的

新時代》（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引

用只註頁碼）一書的一個章節。

正如這本書的標題所提示的，

馮文力圖展現並討論在一個幾乎全

部由獨生子女家庭組成的社會中2，

獨生子女究竟經歷´怎樣的生命故

事。在書中，馮文的理論展現比上

述文章更為徹底，理論思路更為明

晰，故事的呈現也更為詳盡。然

而，在筆者看來，上述兩方面的印

象卻仍然存在——既受益於其獨特

視角的啟發性，又總覺得馮文在某

些地方並沒有完全說明白，讓人有

繼續往下說甚至重新開始說的衝

動。這種衝動成為寫作這篇書評的

一個動因。

不能承受的希望之重
——讀《唯一的希望：中國獨生子女
政策下的新時代》

● 王曉燾

似乎很多人都忘記了

計劃生育政策中更為

雄心的後半句：「提高

人口素質」。因此，

馮文在這M找到了她

的問題：「提高人口

素質」這一目標在何

種程度上達成了？獨

生子女（以及他們的

家庭）在這種「素質」

提高中扮演k怎樣的

角色？

Vanessa L. Fong,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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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政策在中國不是一個

新課題。早在1980年代，該政策開

始執行初期，就有大眾媒體和研

究者預言，獨生子女必將是「垮掉

的一代」，父母過份溺愛所塑造的

只會是中國「小皇帝／小公主」。到

了2008年，汶川地震中媒體幾乎集

體轉向肯定「80後」「有擔當地撐起

中國的脊樑」3。晚近也有愈來愈多

嚴格基於大規模社會調查的研究表

明，中國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

間並不存在顯著的不同，獨生子女

身份並不是形成心理、社會和道德

問題的原因4。但所有這些話語都

因為中國獨生子女的政策性而集中

於獨生子女（相對於非獨生子女）是

否形成了特異性5。換句話說，這

些研究的焦點集中於計劃生育政策

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是否造成

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當這項國策的合法性被置於

「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

環境的協調發展」時，似乎很多人

都忘記了國策更為雄心的後半句：

「提高人口素質」6。因此，馮文在

這|找到了她的問題：「提高人口

素質」這一目標在何種程度上達成

了？獨生子女（以及他們的家庭）在

這種「素質」提高中扮演´怎樣的角

色？獨生子女是否已經有足夠的

「素質」來引領他們的家庭以及國家

走向現代化？顯然，這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課題。

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學

者，馮文在1997至2002年間在大連

市進行了為期二十七個月的田野調

查7。作為一個方法上的實用主義

者，馮文在搜集第一手觀察和訪談

資料之外，同時進行了一個社會調

查。她利用自己的英語優勢，以義

務英語教師的身份在大連的一所職

業高中、一所初中，以及一所非重

點高中供職，以此接觸和觀察學校

中的學生。她的社會調查也是於

1999年在這三所學校供職時完成

的。職高一年級和二年級大部分班

級的學生、初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

所有學生，以及非重點高中的所有

學生構成了調查的樣本。最終93%

的註冊學生，共2,273人完成了調

查。他們當中94%是獨生子女，5%

有一個兄弟姐妹（頁5）。藉由英語教

師的特殊身份，馮文也通過義務英

語家教進入部分學生的家庭，這構

成了馮文田野資料的主要來源。在

107個邀請她到訪的中國家庭中，

馮文與其中的31個家庭建立了具有

情感基礎的長期互動，並且後來仍

然與他們保持電話／電子郵件的聯

繫（頁8），這些家庭為馮文的研究

提供了異常生動而細緻的故事。

馮文通過這些資料為我們講述

了中國獨生子女怎樣的故事？出人

意料的是，該書一開篇就指出，

「最重要的不是獨生子女身份本

身，而是在一個曾經滿是大家庭的

社會中成為了獨生子女。」（頁2）因

此，馮文將視角聚焦於家庭生育水

平的快速下降，並將其視為中國現

代化過程的重要後果。

在理論上，馮文從人類學概

念「文化模式」出發，提出「現代化的

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 of moderni-

zation）（頁13）。在馮文看來，中國

的獨生子女（家庭）都是被「現代化

的文化模式」所激勵的。借用沃勒

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的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核心、半邊

在馮文頻繁接觸的教

育領域，所有的父母

都不惜代價地為自己

的孩子進行最好的

「投資」，獨生子女被

作為「唯一的希望」承

載k家庭和國家實現

現代化的重任。但

是，馮文為獨生子女

設定了一個相對灰暗

的前景——投資與期

望已經在家庭和代際

之間產生了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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陲和邊陲的劃分，馮文認為中國處

於從邊陲邁向核心，或者用中國人

更容易接受的說法，是從「第三世

界」向「第一世界」邁進的現代化過

程之中（頁14）。現代化過程在中國

社會不斷創造´期待、話語或者目

標，來激勵社會中的獨生子女及其

家庭不斷為之行動。

馮文認為，她所訪問的大連獨

生子女家庭都已經將這種現代化的

野心接受為理所當然，他們因此為

自己的家庭設定了相應的目標，而

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家|唯一的孩

子身上。於是，在馮文頻繁接觸的

教育領域，所有的父母都不惜代價

地為自己的孩子進行最好的「投

資」，獨生子女被作為「唯一的希望」

承載´家庭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

重任。

另一方面，馮文卻借用魯迅「希

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名言

（頁178），為獨生子女設定了一個

相對灰暗的前景——投資與期望已

經在家庭和代際之間產生了緊張：

社會向上流動的限制（尤其是中國

城市社會的分層結構和正在變動的

就業結構），使得「現代化的文化模

式」所設定的道路，不僅過程充滿

´艱難，而且結果還將是太過狹窄

而容納不了所有人。

因此，馮文點出了她眼中的中

國獨生子女的關鍵特點：斷裂——

在家庭和國家現代化的高期望與現

實的家庭壓力及市場競爭之間的斷

裂。在馮文所不斷呈現的獨生子女

（家庭）的各種故事中，獨生子女成

為「精英」的期望和實踐，在現實的

各種情境中遭遇順從、壓力、逃避

甚至反抗。計劃生育政策下的一代

獨生子女在某些方面來看顯然是幸

運的。在整個家庭中，他們不需要

像其上一代那樣與自己的兄弟姐妹

分享家庭的資源；父母也毫不猶豫

地將家|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都投

資在他們身上。他們已經享受到了

「第一世界」孩子的生活模式和消費

水平（頁154）。但是與那些「第一世

界」的孩子不同的是，獨生子女面

臨´更高的期望和更重的壓力，走

向「精英」的教育和工作之路充滿了

激烈的競爭；而獨生子女政策所帶

來的諸如老齡化和家庭結構轉變的

影響，為獨生子女帶來了獨力照顧

家庭和養老的沉重負擔。

「接下來的一個月將決定你的

未來。」（頁31）這句話恐怕會讓每一

個「80後」的獨生子女心有戚戚焉。

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根據

馮文的邏輯，這正是最值得關注的

家庭（父母）對獨生子女的投資得到

回報的關鍵時刻。高考形成了一個

重要的機制，它提供向上流動的機

會（當然這種機會還需要經受大學

畢業後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的考

驗），但是這種機會是有限的。因

此，馮文看到的是生活標準異常高

的獨生子女滿載´沉重的希望和厚

重的負擔，集體投入到這場異常激

烈的競爭中來。而在高考之後，僅

僅只有一部分獨生子女成功。那種

希望、競爭、緊張、負擔並沒因此

而平息，而是一直在不斷湧動。這

股難以平息的暗流將帶來獨生子女

前路的曲折。

因此，藉由「現代化的文化模

式」這樣一個概念，馮文告訴我

們，故事不是由獨生子女開始的，

卻必須由獨生子女及其家庭承擔相

藉由「現代化的文化

模式」這樣一個概念，

獨生子女不得不成為

自己家庭的唯一的希

望，也是中國唯一的

希望。以低生育率為

目標卻直指中國現代

化的計劃生育政策，

注定了獨生子女要背

負k中國「素質」的重

任艱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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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成本。獨生子女不得不成為自

己家庭的唯一的希望；獨生子女也

是中國唯一的希望。他們是中國衝

向現代化的產物；以低生育率為目

標卻直指中國現代化的計劃生育政

策，在這些獨生子女出生之前，就

已經注定了他們要背負´中國「素

質」的重任艱難前行。

當然，任何政策都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後果，計劃生育也不例外。

馮文敏銳地看到了計劃生育政策下

城市家庭中的獨生女在客觀上獲得

了與男孩相似的投資，所謂「女兒兒

子都一樣」（頁130）。當整個家庭中

只有一個孩子作為「唯一的希望」時，

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話語失去了

重要性。「小皇帝」和「小公主」都將

得到父母全部的投資，同時還背負

´父母和家庭全部的期望和壓力。

在整本書中，馮文通過對獨生

子女「素質」和「教育」的切入來試圖

拓寬已有的關於獨生子女的研究範

式——在其整個研究中，甚至沒有

出現作為「天然的參照群體」8的同

齡非獨生子女。馮文的研究路徑是

切入到獨生子女的真實的家庭生活

中去，以一些重要的「過渡」階段

（如高考）講述獨生子女背負沉重希

望前行的故事。這些故事的背景，

則被置入到她所謂的「現代化的文

化模式」中。獨生子女是中國雄心

勃勃走向現代化的一項產物；馮文

重點告訴我們的是，這些獨生子女

及其家庭將在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上

繼續付出相當的代價。

即使從上述經過筆者剪裁的論

述中，還是可以看到馮文的分析所

帶來的啟發性。她使用了一個簡潔

明晰的理論，就將與中國獨生子女

聯繫在一起的種種問題，如家庭溺

愛、教育重負、養老壓力等等，都

整合在了一起。與中國學界常見的

研究模式不同的是，馮文跳出獨生

子女群體本身，也跳出了獨生子女／

非獨生子女的異同，將其視野置於

更為廣闊，在她看來也更為結構化

和內生化的所謂「文化模式」；獨生

子女及其家庭被置於中國的現代化

進程之中。而在這種分析模式之

下，獨生子女不再是問題的關鍵，

馮文看到的問題的重心在於計劃生

育政策推動下異常急劇而又野心勃

勃的社會轉型過程。根據這樣的邏

輯，超前的目標與現實之間的斷裂

為獨生子女的整個生活狀態埋下了

種子。

這|不妨以在中國媒介和學界

反覆提及的獨生子女「溺愛」問題為

例。在馮文的視角下，這一問題成

為了目標與現實斷裂的一種表徵。

馮文並沒有去講述獨生子女被「溺

愛」的故事，而是出人意料地為獨

生子女設定了特殊的參照群體：

「第一世界」的孩子。中國獨生子女

的種種行為、態度、表現如果跟

「第一世界」的孩子進行比較的話，

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不尋常」，無論

在生活、飲食、家務、交往還是適

應方面。所謂的「溺愛」也許只是家

庭和國家「並不現實」地給了中國獨

生子女類似於「第一世界」孩子的高

期望，這些期望在「第一世界」終將

是易於實現的，但是在中國，卻只

能成就「被寵壞的精英」（頁171）。

但是另一方面，馮文的視角，

包括作為其核心的「文化模式」或者

「現代化的文化模式」，卻總是讓筆

者覺得「水土不服」。這些概念／視

在「現代化的文化模

式」這種分析模式之

下，獨生子女不再是

問題的關鍵，問題的

重心在於計劃生育政

策推動下異常急劇而

又野心勃勃的社會轉

型過程。超前的目標

與現實之間的斷裂為

獨生子女的整個生活

狀態埋下了種子。



122 讀書：
評論與思考

角帶來的新鮮感受可能與它們所掩

蓋的東西一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

話）。馮文將所有的理論建構都簡

單化到「現代化的文化模式」，顯然

是對「現代化」本身過於輕信了，尤

其是太過沉浸於現代化與低生育率

兩者的關係之中。

馮文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顛倒了

現代化與低生育率之間的因果關係。

以她所謂「第一世界」的已有經驗來

看，現代化過程帶來了生育率的降

低。但是在她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

的論述中，卻認為中國政府不惜以

強制性手段降低生育率是為了達至

現代化的目標。確實，在中國推行

計劃生育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的

事情。但是，無論怎麼看，中國的

計劃生育政策都是在總體上提高中

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對活´的中國人

負責的意義上獲得合法性的9。這

項如今已經受到世界肯定的社會政

策，是在沒有其他更好建議的情況

下的一種最優選擇bk。儘管馮文的

研究有助於我們考察「提高人口素

質」究竟在何種程度上達標，但是

將計劃生育政策完全與「素質」和現

代化聯繫在一起，也許並不恰當。

根據馮文的邏輯，很難解釋在本世

紀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有了一定程

度的放開和調整。

在馮文的視野中，中國社會所

瀰漫的「現代化的文化模式」使得這

個社會都被由「第三世界」向「第一

世界」發展的圖景所籠罩。這種現

代化發展圖式出現在包括計劃生育

政策在內的一系列國家政策中，而

馮文所看到的大連市獨生子女及其

家庭也全然接受這種線性的發展圖

式，並且以這種圖式下的目標激勵

自己和家庭的大量行為。馮文的這

樣一種視野只能是源於其對「現代

化」的簡單理解以及對「現代化」力

量一廂情願的相信。馮文的研究邏

輯中存在´重要的斷裂：她所看到

的這樣一種現代化野心是怎樣被大

連市所有的獨生子女及其家庭接受

的呢？

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馮文

的看法局限於其所受的西方學術訓

練與專業，她看到了中國社會中的

獨生子女現象，但是卻並沒有為她

的故事講述提供非常恰當的理論基

礎。無論怎麼看，「現代化的文化

模式」理論都太過無視在中國社會

中已經存在並作用多年的傳統。以

馮文的文化模式而言，中國的獨生

子女社會就僅僅受到現代化這一種

單一文化模式的衝擊，而不受其他

任何文化模式的影響，但筆者以

為，任何一個從中國社會|面出來

的觀察者，都會看到很多馮文視而

不見的傳統，諸如性別、傳承、家

庭、倫理等等。

因此在閱讀中我們常常感到，

馮文細緻的田野調查和深入的訪談

所提供的故事信息要遠遠比她的理

論框架來得多。獨生子女所涉及的

故事絕不僅僅是一個從不發達到發

達的轉型過程，而應該是一個包容

了傳統與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

義、歷史與現在、東方與西方、延

續與變遷等異常複雜同時也是異常

生動的轉變過程。以下不妨以傳統

為視角，重新來講述馮文所謂的都

市獨生女受到賦權的過程。

馮文看到了大連的獨生子女家

庭中，女孩和男孩一樣都得到了父

母大量的投資。在她的解釋框架

下，是「現代化的文化模式」改變了

母親的社會地位，改變了婚姻模式

獨生子女所涉及的故

事絕不僅僅是一個從

不發達到發達的轉型

過程，而應該是一個

包容了傳統與現代、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歷史與現在、東方與

西方、延續與變遷等

異常複雜同時也是異

常生動的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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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勞動力市場，改變了家庭角色分

工，因而獨生女在沒有兄弟姐妹的

競爭下享受了原來只由男孩享受的

家庭投資。這樣的分析儘管看似詳

盡而有理，但是卻極大地忽視了傳

統因素。她在前述的文章中提到木

蘭從軍的例子bl，但應該看到，獨

生女受到賦權與木蘭從軍的理由幾

乎是一樣的，「阿爺無大兒，木蘭

無長兄」——缺乏（合適的）男性。

這樣一種傳統的延續性卻在馮文的

整個解釋中未曾體現。如果倚重傳

統進行解釋，則獨生女的賦權源於

家庭中男性子嗣的缺乏，中國傳統

的重男輕女觀念仍然有´重要的影

響，都市獨生女的賦權只是一種替

代。儘管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的走

向，畢竟傳統在中國也處於一種變

遷和轉型中，但至少在筆者看來，

傳統的解釋依舊是重要的，否則就

沒有辦法解釋，為甚麼在都市獨生

女受到賦權的同時，中國城市的出

生性別比也在愈走愈高。

那麼，在一個具有諸多面向的

故事中，馮文何以會局限於「現代化

的文化模式」，並且將其視野局限於

獨生子女的教育（尤其是高考）領域

呢？其實，在馮文的整個研究理路

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研究方

法及其帶來的偏差。儘管馮文以實

用主義者的姿態同時使用了定性與

定量研究方法，但是兩種方法的結

合並沒有帶來堅實的數據資料與生

動的訪談資料的有機結合這種理想

效果。混合的研究取向不外是要在

兩種方法立場之間揚長避短，然而

馮文卻沒有能夠發揮量化研究在「代

表性」以及「推論總體」上的優勢。

馮文以偶遇抽樣的方式抽取了

三個調查樣本：一所職業高中、一

所初中和一所非重點高中，這使得

整個研究樣本都局限在成績相當一

般的大連獨生子女。成績較好的重

點初中和重點高中學生，完全沒有

出現在馮文的樣本中（顯然，就中

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馮文不大可能

光憑英語優勢就能在重點中學供

職，其門檻要高很多）。這使得馮

文對於獨生子女前景的判斷更為暗

淡。馮文看到那麼多激烈競爭的學

生卻只有相當小部分的人可以進入

大學本科；卻沒有看到在重點中學

中，儘管競爭同樣激烈，但是學生

卻有相當大部分可以進入大學本科。

這種樣本偏差的缺陷在馮文對

定性資料的抽樣中進一步加深。馮

文是通過義務家教的方式進入獨生

子女家庭的，可以想像，需要（義

務）家教的家庭往往是對孩子的教

育期望相對更高的，這使得馮文能

深入進行訪談的家庭，往往是全家

以孩子的教育為軸心的模式特別突

出（甚至特別想送孩子出國），這確

實使得馮文更有可能得到「現代化

的文化模式」及其相關印象。不妨

想一下，即使單純地以馮文所有的

學生作為樣本，她不以義務家教而

以隨機家訪的形式來展開田野調

查，假設她仍然只有時間和精力與

其中的31個家庭建立長期聯繫，那

麼這31個家庭所提供的獨生子女圖

景也該是更為多彩的吧？

另一方面，馮文似乎忽視了不

同的社會化階段對獨生子女帶來的

影響，而在某些中國學者的研究

中，這種影響甚至成為了影響獨生

子女成長的最重要因素bm。馮文所

關注的獨生子女完全處在學校社會

化階段。由於學校相似的機構性

質，學生確實形成了很大的同質

馮文似乎忽視了不同

的社會化階段對獨生

子女帶來的影響。她

所看到的所有的家庭

幾乎都圍繞k子女的

教育轉，並表現出極

大的同質性，如果她

能夠兼顧到其他的社

會化階段，如考察一

下已經進入到工作崗

位或者大學的獨生子

女，或許看到的圖景

也會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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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不要說對於大多數馮文所關

注的學生而言，還頭懸高考的「達

摩克里斯之劍」。她所看到的所有

的家庭幾乎都圍繞´子女的教育

轉，並表現出極大的同質性，在這

種情況下確實也並不奇怪。但是如

果馮文能夠兼顧到其他的社會化階

段（當然，馮文從學校出發的研究路

徑已經堵死了這條路；不過客觀來

說，隨´計劃生育政策成長起來的

一代，在馮文進行田野調查時很多

也確實處於中學階段），如考察一

下已經進入到工作崗位或者已經進

入大學的獨生子女，或許她看到的

圖景也會發生改變吧？

除去這些令人多少有些氣餒的

「水土不服」和缺陷，馮文的中國獨

生子女研究視角獨特，觀點清晰，

用很生動的語言講述了獨生子女及

其家庭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之下的實

踐和努力。閱讀該書有助於我們理

解獨生子女在「提高人口素質」上的

作為和困境，有助於理解中國教育

體制下的家庭期望和實踐。計劃生

育作為中國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政

策，既有自己的政策預期，也存在

各種現實狀況，在政策下的群體已

經成長起來後評估當時的預期和選

擇，或許也是一項不可逃避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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