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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

社会养老保险是现代社会保障
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工业
社会应对老年收入风险的主要制度
支撑。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女性的养老金水平大都低
于男性；而女性的预期寿命又高于
男性。这导致老年女性的贫困率一
直高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养老
保险的制度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性别
影响，在制度设计中体现男性和女
性的不同需求。

农民工脱离农业和农村，进入城
镇就业和生活，主要从事非农就业；
相应地，也需要为他们建立合适的社
会保障制度。从当前的制度框架看，
农民工被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
系，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其养老保险权益可通过一定的制度
设计在不同制度及不同地区之间进
行转移。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
展和完善的重大进步。但是，近年
来，农民工的女性化趋势愈加明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 年中国农
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全
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其中女
性占33%。如何保障她们的养老保
险权益，特别是在制度设计及完善过
程中充分考虑她们的特征，不仅是促

进性别平等的重要内容，也是阻止老
年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关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
计中的性别差异

养老金的发放模式或养老保险
的受益模式，一种是受益确定型，即
根据参保人的就业年限及在职期间
的工资水平确定养老金的多少；二是
缴费确定型，根据参保人在职期间实
际积累的缴费确定退休后养老金的
多少。但不管怎样，都或多或少与参
保人的就业年限、在职期间的工资及
收入水平相关联。

而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实际就
业年限、平均工资收入等都低于男
性，这导致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
也低于男性。给定女性的预期寿命
高于男性，需要依赖养老金生活的年
限更长。较少的养老金分摊到较长
的年限中，导致平均的月养老金水平
更低。这是世界范围内老年女性贫
困率高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导致女性就业年限短、工资收入
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女性承担较
多的生育、幼儿哺育及家庭照料等责
任显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对此，需要
在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
女性的这一特征，弥补女性因家庭责
任导致养老金损失。

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
了不少有效的政策手段，这些政策可
概括为两类：一是家庭内部补偿，或
家庭内部的性别平衡，即家庭中男性
积累的养老金权益通过一定的方式
转移到女性身上，如遗属养老金、配
偶联合年金以及养老金分割政策
等。二是社会补偿政策，即社会对女
性的养老金权益损失进行补偿，例如
家庭照料补贴和家庭责任保护政策
等。这类政策由国家对女性因生育
及幼儿哺育、家庭照料等导致的养老
金损失进行补贴。

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面临的问题

根据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
策，农民工可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也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的居
民养老保险。为适应农民工的流动
性，还设计了不同制度之间及不同地
区之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继续的具
体办法。这些政策有助于为农民工
提供合理的养老保障，也为建立公平
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了条件。

在这一制度设计过程中，女性农
民工也同样面临女性普遍面临的问
题，诸如就业年限短、工资收入低等
导致的养老金水平低的问题。除此
之外，相比于城镇女性职工，女性农

民工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障碍：
第一，她们能够在城镇就业的平

均年限较短，不仅低于城镇女性职
工，也低于男性农民工。基于全国流
动人口调查的数据测算，女性农民工
在城镇就业的年限大致只有11年~
13年左右，低于养老保险最低缴费
年限（15年）的规定。这意味着她们
将更早退出城镇劳动市场，即使她们
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也很难满
足最低缴费年限，无法拿到城镇职工
的养老金，而只能拿到更低的户籍所
在地的居民养老金。

第二，大量女性农民工并未被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所覆盖，这意味着她
们虽然在城镇地区就业，但在其就业
期间根本无法积累有效的养老金权
益。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主要覆盖与企业有
正式劳动合同的正规工人；但是女性
农民工更多从事了没有雇佣单位的
非正规就业。

第三，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处
于较低水平，低于男性农民工，也显
著低于城镇女性职工。这一点不仅
意味着她们将来的养老金积累较低，
而且也意味着她们还面临当前生活
与缴费之间的冲突。目前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的总缴费率为28%，其中雇
主承担 20%，个人承担 8%。女性农

民工的工资收入本就非常低，去掉缴
费部分后，几乎无法维持当期生活支
出。这导致大量女性农民工“自愿”
选择不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设计中的性
别政策

女性农民工在参加社会养老保
险过程中，不仅面临与其他女性群体
同样面临的性别差异问题，而且还面
临自身特殊的一些问题。因此，针对
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设
计更为复杂，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
响：既要有针对所有女性的政策设
计，还要兼顾女性农民工面临的城乡
二元分割的体制。

首先，应建立普惠制的公共养
老金制度，对全部居民，男性和女性
提供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障。公共养
老金不与就业、工资和收入关联，切
断养老金待遇对就业年限、收入和
缴费的联系，作为养老保障的“安全
网”。与就业、收入和缴费相关联是
当前大多数养老保险模式的特征，
也是导致养老金性别差异的主要制
度设计原因。从这个角度，普惠制
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有利于养老金之
间的性别平等。

普惠制的公共养老金在新型农
村养老保险（2014 年与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合并为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
实践中已经建立了。从实际效果看，
这一制度对平衡男性和女性的养老
金差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前
的政策重点，应将这一制度设计扩展
至城镇职工群体，从而将在城镇就业
的女性农民工纳入其中。

其次，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率，
将女性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生育
保险的主要功能是为女性生育期间
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就业的连续性。就业与收入
的连续性有利于女性农民工延长就
业时间和实际缴费时间，从而有利于
她们的养老金权益积累。

当前生育保险是五个主要社会
保险项目中覆盖率最低的一个，总的
覆盖率只在30%左右，农民工群体的
覆 盖 率 更 低 ，截 至 2014 年 只 有
7.8%。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女性农民
工一旦遇到结婚、生育等事件，就只
能中断城镇就业，回到老家。这非常
不利于她们的养老金权益积累。从
这个角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率将
有利于缓解女性农民工在社会养老
保险中的不利地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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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新女学周刊》刊登的《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异及政策选择》分析了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异，并探讨了对此进行干预的
政策选择，引发关注。由于老年女性贫困率高于男性，本刊特邀该文作者就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分性别影响进行解析，呼吁对女
农民工的政策设计，既要有针对所有女性的政策设计，还要兼顾女性农民工面临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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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哺与女性职业发展

魏国英周云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孕
哺与女性职业发展的研究著
述，集中呈现了2011年~2013
年在全国进行的“女科技工作
者孕哺两期对职业发展的影
响”大型调查研究的成果，既收
录了定量和定性研究报告，也
汇集了国内外有关女科技工作
者孕哺两期平衡工作与家庭冲
突的专题论文，并刊载了中国、
日本、美国有关孕哺政策法规
变迁的研究评述。

缺席与在场:当代中国
妇女的有序政治参与

付翠莲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2月版

该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大背景下，以政治学理论中的
政治参与为研究理论根基，运
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以制约
妇女政治参与的因素为切入
点，基于制度创新的视角对妇
女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作
深层次的政策根源和体制性根
源探析，确立妇女政治参与评
价体系，创新妇女有序政治参
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探索扩
大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路
径。该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妇
女如何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提高
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以提升
其社会地位，实现性别平等。

50岁以上的读者一定对南斯拉夫电
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记忆犹新。虽
然这个地处中东欧的国家一分为六之
后，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这
6个独立后的国家能歌善舞的天性依
旧，其中的马其顿共和国则以其接连举
办了11届的国际舞蹈节走向了世界，而
它的创办者——里西玛·里西姆金女士
更是以“马其顿舞蹈史上的里程碑”之盛
誉而蜚声国际！

1972年，里西姆金以出色的条件与
过人的聪慧，考入位于马其顿斯科普里
的芭蕾舞学校。8年寒窗苦学后，她毕业
进入马其顿国家芭蕾舞团任主要演员16
年，开始了新异而多产的舞蹈生涯：先后

在国内外编创《灵魂花园》《天国田野》《莫
扎特》等29台大型舞蹈；为《亨利四世》
《瓦格纳的剧本》等16台国内外戏剧编
舞；出版专著《舞蹈艺术论》；主编文集《论
舞蹈的翅膀》《新舞蹈剧场》《变革之路》
等；出任马其顿国家音乐与芭蕾教育中
心、斯科普里大学动作艺术教授，斯科普
里大学属下的舞蹈学院院长，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舞蹈联合会理事会成员和马其
顿分会主席，土耳其安塔利亚国家芭蕾
舞团艺术总监，创办了“跨艺文化中心”

“国际现代芭蕾周”“马其顿舞蹈中心”，以
及延续至今的“斯科普里舞蹈节”等。

从舞30多年里，里西姆金以旺盛的
求知欲和上进心，坚持边工作边学习，曾
先后赴乌克兰基辅的舍甫琴科国家剧院
和英国伦敦的国立皇家剧院深造戏剧，
前往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音乐舞蹈学
院进修编舞和教学，并于2000年获得该
学院的硕士学位。2008年，她又以“20
世纪欧洲当代舞风格研究”为主题，开始
在斯科普里的西里尔与美索迪乌斯基督
教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非比寻常的旺盛精力、永不停歇的创
新精神、数不胜数的舞蹈成就，使她先后赢
得了“马其顿十大女性管理家”“马其顿50
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马其顿文化艺术特
殊贡献奖”等殊荣。而她特意为“第十一届
国际舞蹈节”及“第二届国际编舞比赛”开
幕式创作的大型舞蹈《灵魂、大脑与其它
……》，则以其民间+古典+流行三合一的混
搭式音乐与舞蹈、国际阵容+雅俗共赏+酣
畅淋漓的舞台旋风，将各国舞蹈家们带入
了开门红的氛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对
各种风格音乐和舞蹈的驾轻就熟，更看到
了马其顿在世界舞蹈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三体》系列第二部《黑
暗森林》在美国出版遭遇性
别歧视质疑是基于编辑出版
制度本身的性别敏感原则。
女性地位的改变有赖于社会
制度事无巨细的变革和社会
性别意识无孔不入的改造。
社会变革是循序渐进而不是
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个过
程中，社会对于同一事件的
辩论与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 孙百卉

近日，科幻小说《三体》系列第
二部《黑暗森林》在美国出版遭遇了
来自女性主义的质疑。根据澎湃新
闻报道，作者刘慈欣在水木社区亲自
发帖称：“《黑暗森林》英文版的修改
多达一千多处，去掉了全部性别歧
视，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女就是
性别歧视，四个面壁者全为男性，也
涉及性别歧视。”刘慈欣在一则回复
中，强调了美方编辑是位“女权主义
者”，并说在其眼中“这儿那儿都有性
别歧视”，刘慈欣此言引发了大众对
女性主义太过敏感的讨论。

对女性主义存在认知差异

在这起事件中，引发争议的关
键在于中、美两国社会对于女性主
义认知的差异。女性主义作为一种

基于性别视角的社会改良运动及社
会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已有100多
年的历史，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
同目标、不同关注领域、不同形式的
浪潮，故而女性主义思想在西方社
会是现代社会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
的一环。女性主义对社会的批判始
终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西方社
会也不同程度地建立起了对于女性
主义的回应机制，并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不断地调整——在制度及观念
的层面上——以适应女性主义新的
发展需要。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是社
会对性别的偏见、歧视与压迫导致
了女性基于性别的集体社会地位的
沦丧。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建构并
扩大了社会性别的鸿沟，从而加深
了性别的不平等。因此，女性地位
的改变有赖于社会制度事无巨细的
变革和社会性别意识无孔不入的改
造，这些在西方社会早已取得共识。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编辑对
于《黑暗森林》美国出版改编的意
见，正是基于上述社会调整与变
革。由于美国社会对于女性主义的
认知，大众传播的出版物、媒介产品
等内容参与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建
构，在他们的工作制度及专业素养
培训中会不同程度地涉及性别敏感
的议题，并且这不是女性主义的专
利，包括种族、宗教、社群等其他利
益团体的平等建构问题都是需要进
行综合考量的。比如一部好莱坞大
片如果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政治上是
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必须在有群体
正面形象出现时，其中不乏各色人

种、不同性别的形象，否则就会被认
为是“老、白、男”的价值取向。

基于这样的一种性别敏感原
则，不同的职业会有不同的制度与
实施细则，在出版行业，刘慈欣所提
及的过多地使用“纯洁”“善良”“像
天使一样”的词汇来描述女性形象
被视为是加深两性刻板印象的社会
建构方式与手段之一，因此被要求
修改。同时，称赞一个女性外表美
丽也被认为是引导人们关注女性的
观赏价值而不是对社会发展的贡
献，从而被认为不妥，这与 2013 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在公开场合称赞
一位女检察官是全美最漂亮的女检
察官而向社会及女检察官本人公开
致歉，是同样的驱动逻辑。尽管女
检察官本人并不生气，也有社会舆
论认为此事小题大做，但从女性主
义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言论的确对
社会性别意识的建构产生了不良的
引导，因此奥巴马也迅速意识到并
诚恳而郑重地进行了道歉。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社会意识
的变革仰赖于事无巨细的制度以及
无孔不入的观念，这就是我们所倡
导的敏感，因为过去社会公众对此
习以为常，所以不知不觉会因循传
统的制度及观念。社会变革是循序
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
个过程中，社会对于同一事件的辩
论与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辨析误读 理性看《三体》

《三体》要在美国出版，入乡随
俗也是难免的，但由于国家和社会

之“俗”的不同，我们对于美方编辑
的要求发生了偏差性解读，在刘慈
欣的言论中，包含了认为造成这一
修改结果的主导因素是编辑本人是
位“女权主义者”。笔者认为在没有
确定信息的情况下这样引导公众的
意识是欠妥的。女性主义意识已经
深入社会制度的微观层面，即使这
位编辑的确是个“女权主义者”，也
不能说明其做出了超越工作规范之
外的基于个人价值取向的判断。换
句话说，这样一种出版规则的制定
并不取决于这个编辑是否为“女权
主义者”，尽管性别敏感会被作为编
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但仍然可
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导致这
一结果的唯一确定因素，是编辑出
版制度本身。

从帖子的回复及跟帖来看，刘
慈欣的言论确实产生了针对女性及

“女权主义者”的误导，比如有人回复
说希望《三体》第三部再出版时不要
碰上女编辑，事实上在刘慈欣的帖子
中甚至没有提到第二部的编辑是女
性，只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笔
者所看到的《三体》第三部恐怕将涉
及比第二部更加严重的性别歧视问
题，因为里面做出错误决定导致外星
人入侵地球的面壁者正是一位女性，
尽管他在上下文语境中表明了这位
女性面壁者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并不
是她个人的，而是当时全体人类的状
态，但这里面隐含的不自觉的性别偏
见仍然是昭然若揭的。

在针对此帖的议论中，我们也
看到很多理性的声音，比如很多人

表示，在看《三体》时确实觉得里面
的女性都有致命缺陷，反而是女性
的美丽、温柔、包容、温暖被极力地
赞扬，这些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直
男”情结确实是当下中国性别文化
的缩影。但女性主义的批判应当有
准确而适度的边界，批判的语境、批
判的内容、批评的程度都应该是审
慎的，既不能一看到否定女性的描
写就说是歧视女性，也不能因为一
部作品在个别方面存在歧视女性的
问题而否定整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和
思想价值。如果想让大众认可女性
主义的批评，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以
科学的指标为参照、以客观的标准
去衡量。比如这个案例中美方编辑
提出的个别形容词的使用频率过
高，就是一个有明确指标数据参照
的结论，并且美方并没有因为作品
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而否定整个作
品的价值，那么这种批评就是出于
善意的，目的是使其更符合出版国
的主流价值。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至少带给
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对于女
性主义的敏感，我们与西方社会确
实存在差异，当然，这又是社会习俗
与社会发展历史以及社会当下体
制、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作者
及部分认为美国编辑过度敏感的中
国读者对美国编辑的专业操作进行
了误读，他们之所以认为这是编辑
出于个人价值观的判断，是犯了以
己度人的主观错误。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
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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