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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proposal, the article is talking about the society security problem of Chinese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There are four parts: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policy, the predicament of women’s employment especially for whom at child-bearing age, policy guarantee’s advantage and shortcoming, the
conversion of idea under the policy problem. Combined with the public management theories, the social welfare theories, the career security theories, the population theories, the female theories, the labor economic theories etc.,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or social traditional idea,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women’s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redicament of women’s employment especially for whom at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nd, the article giv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that
policy and idea should be adopted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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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由最新的两会提案引出对育龄女性职业保障问题的探讨，然后从四个方面——生育政策变迁
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育龄女性的职场回归困境、政策保障的“双刃剑”
、政策困境下的观念逆转，结合公
共管理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社会保障理论、人口学、女性学、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分别探讨政策
和社会传统观念对于女性职业保障问题的影响，进而论证对于女性就业歧视与育龄女性职场回归等问题，
政策和观念双管齐下这种解决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就业；育龄；女性福利

1. 引言
今年的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正值两会期间，而涉
及女性问题的提案也作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备受
关注。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就表示，已撰写一
份《强化女性育龄期国家责任，鼓励黄金育龄期正常
生育》提案拟于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交。该提案

晚育甚至错过生育的经历让她产生思考。
3 月 7 日的两会上也传来了产假要和国际接轨的
消息，男职工也将有权享受护理假。全国政协委员、
全总副主席张世平表示，产假或达 14 周。另外，现行
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制定已有二十多年，一些
内容和现实已不相符，新的修改计划将明确女职工禁
忌劳动的范围，同时，女职工妇科病检查也将常规化。

建议给予在 25~35 岁、符合国家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

两会上的这些提案，无论最后通过与否，都是在

的育龄妇女一次性孕育奖励，并给她们建立三年保障

向大众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国家对女性，尤其是

制度，每月发放基础育儿补贴，而其中的议题“建立

育龄女性社保问题的关注。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化，常

育龄妇女职场回归社保体系”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常会对不同的人群起到投射作用，而提案可能正是这

据称她撰写这份提案的原因，是身边一些优秀女性的

种变化的信号。然而，无论是提案导向还是政策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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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保证在对一个问题对症下药时，而不对其它问

值的意识在增强。[4]

题产生副作用，比如计划生育政策。

2.2. 生育政策调整下的女性负担

2. 生育政策变迁对中国女性的影响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特别是

中国自 1980 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
育一孩的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农村遭到了普遍抵制，

1980 年实施“一孩”政策以来就充满着争议，特别是

因此，从 1984 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允许第一孩为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人口老龄化、
“用工荒”、独生

女孩的夫妇在间隔 4~5 年后生育第二孩。然而，这一

子女素质、人口逆淘汰等问题不断走入公众视线，修

政策无论是从生育间隔来看还是从“一孩半”政策来

改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

看，都对女性利益有着始料未及的损害。

[1]

耳。 鉴于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女性社会保障问题，计
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学等方面的影响这里将不予涉及。

2.2.1. 生育间隔
从 1984 年起采用的在大多数农村第一孩为男孩

2.1.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女性解放
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是造成如今严峻就业形势的
首要原因，理由之一是照顾孩子可以降低妇女的劳动
参与率，而我国则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新生人口，
并且导致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 86%。那么，减少女性
就业就能缓解当今中国的“就业难”吗？或者进一步
说，就能促进社会稳定及长远发展吗？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建国以后一直不
遗余力地从立法上倡导男女平等，并且在就业、福利、

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 4~5 年后
允许生育第二孩的“一孩半”政策，无疑是一项体察
百姓实际困难的爱民政策。[5]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却
会对农村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历史上，我
国就是一个性别偏好较强的国家，[6]但今天的农村女
性却不再只有历史上“相夫教子”这唯一的形象，她
们中的很多人有工作、有事业，但是在家庭、长辈的
压力下，很多符合“一孩半”政策条件的农村女性，
不得不抛弃自身意愿，在间隔年限到达后，中断甚至
是终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从此束缚在家庭生产活动上。
所幸，在一些地方，这种生育间隔已经取消。

特殊保护等实际措施上宣传和落实此观念，这反映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思路，即让女性重新投入

2.2.2. “一孩半”政策

公共劳动以获得经济地位，配合齐全的福利保护政策

中国执行二孩政策地区 2000 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以弥补男女生理上的不足，从而最终达到男女平等。

109.0，高出正常水平 3~4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了与韩

[2]

恩格斯曾指出：
“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

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类似的情况，即在重男轻女、养儿

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女性的解放，只

防老的传统观念下，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有条件

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

且有支付能力进行产前性别鉴定，而生育水平又较低

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时，一些人通过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达到生育男婴的

事实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越来越多的

目的。然而，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离正

妇女摆脱繁重的非意愿生育，从而使得更多的女性劳

常的比例甚至要比二孩政策地区还要更高。中国执行

动力走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21 世纪女性的

“一孩半”政策地区 2000 年的出生性别比高达 124.7，

真正解放，提高了女性地位，促进了女性发展。[3]据

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 15.7 个百分点，
“一孩

调查，现在已经有 88%的女性认为即使如果丈夫的收

半”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程度等于二孩政策的

入足够高，或者家里有大量钱财，自己仍然会工作或

5~6 倍。[7]这一人口普查数据说明，在 52.9%人口中执

劳动，持这一观点的城镇女性为 84.9%，农村女性为

行的“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重男轻

89.1%。这表明了女性就业的从众性减少，女性的自立

女的倾向，其政策隐含的意义是，一个女孩的价值远

意识较强，自主自立性提高，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

比不上一个男孩的价值，需要再补生一个。这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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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职业女性双重角色的冲突，使女性承受着极大的心
理压力。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双重角色定位难免
会使职业女性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这突出反映了女

3. 育龄女性的职场回归困境
据媒体报道，某知名高校的女研究生小李应聘到
某家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公司方面提出一个条
件：乙方在公司工作三年之内不得怀孕生育，否则视
为违约。面对就业高压，小李被迫含泪写下不生育保
证书。

性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矛盾，需要认真研究
和探讨，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调试和解决。[9]

3.2. 女性就业的社会潜在歧视心态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对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负有主要责任，她们在家庭管理、孩子照料、家务劳

在很多人看来，这已司空见惯。女性就业几年内

动等方面比男性起更大的作用。从供给方面看，成年

不得生育似乎早已成为职场“潜规则”
。调查显示，40%

女性的主要工作是照料孩子和做家务，女性就业被看

的女性在孕期没有受到特殊保护，因生育等正常生理

成是边缘的、不受欢迎的。在需求方面，性别作用和

行为受到权益侵害。要工作还是要孩子，已成困扰许

文化规范渗透到生产全过程，影响雇主对女性就业的

多女性的两难问题。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就此呼吁，生

态度。许多雇主认为，女性是被动、消极的，不情愿

育是人类对社会、家庭的一种责任，是社会的一种整

服从权威，对政治和工会活动缺乏兴趣，只能干一些

体需求，生育带来的问题，不是由女性个人造成的，

单调、重复性的工作，由此形成了性别界限鲜明的就

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

业等级制度。

事实上，女性就业难、育龄妇女职场回归难现象

女性在经济资源的获得、就业机会、工作报酬等

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深层原因和社会思想意识根源的，

方面仍处于与男性不对等的地位。另外，女性的经济

而并非个人呼吁和社会舆论可以在短时期内逆转的。

贡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不到充分和正确的评价。由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缺乏分性别指

3.1. 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
女性传统意义上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单一家庭角色
向现代意义上作为工人和母亲的双重角色的转变不过
是近百年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女性处于双重角色的
冲突中，社会对于男女职业角色的要求是“一视同仁”
的，不会因为性别原因而降低标准。在社会角色上，
社会和男性对职业女性的期待是精通业务、献身社会；

标，而且女性经济活动通常是多重性的，是市场与非
市场性并存的，女性家务劳动、妊娠、生育由于缺乏
市场效益而被低估了其巨大的社会效益。

3.3. 从就业起点就无法回避的育龄女性的职场
回归问题
江苏省妇联的一个专题调研显示，80%的女大学

而在家庭角色上，社会特别是男性又期待职业女性善

生表示自己曾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有 34.3%

理家务，奉献家庭。

的女生有过多次被拒经历。许多被调查者指出，很多

职业女性在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承受着和男性

用人单位在招聘中明确要求“只要男生”或“同等条

一样的职业压力时，还要承担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家务。

件下男生优先”。2002 年 3 月，在山西财经大学举办

由于家庭角色分工的传统观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

的校内招聘会上，女生发现，连财会、秘术这样中性

变，即使女性外出工作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生育

甚至更适合女性的工作，招聘方都写着：招收财会人

和养育孩子的家庭责任。社会和家庭衡量女性好坏的

员 X 名，行政秘书 X 名（仅限男性）。

标准仍然是，她们是否是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家务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补偿性工资差别大，预期劳

劳动仍然被看作是她们的主要职责。传统思想的影响

动生产率低，提前退休的福利成本高等都是造成用人

以及男性事实上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主要对于女性

单位性别歧视的原因，但其中最为他们所重视的就是

在家庭中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无形之中加剧

女性生育及其相关成本。女大学生在工作不久便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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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结婚、生育和哺乳等系列问题。除了女职工产假期

另外，关于男职工的护理假，从中国台湾地区实

间单位所耗费的直接成本，另一方面，生育问题使女

行此政策的效果来看也并不理想。企业中男性请“产

性员工在一定时期内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职业生涯

假”的状况非常稀少，而且“男生请育婴假，很容易

的中断，而职业生涯的中断，会降低雇员的实际竞争

就会被假设是在逃避、或是去找别的出路，找不到再

力，出现难以避免的“人力资本折旧现象”。而且女大

回来”
，碰到过几个实际案例的许先生如是说。

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含量较高，人力资源资本
折旧率也会相对较高。当女性雇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
场时，需要一段时期的恢复和调整，由于相关法律的
制约，重返者的工资水平不能低于退出时的水平，这
又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间接成本的负担。[10]

4. 政策保障的“双刃剑”
女性劳动就业权是妇女获得并保有财产权利的重
要途径和保障，也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
先决条件。[11]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女
性就业权的法律保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
《劳动法》的相关条款、《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等，此外，还随着形势变化出台了很
多政策文件，如《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12]然而，看似
照顾女性的福利政策越来越多，但实际实施的情况却
并没有预期中良好。

4.1. 政策保障难以忽视的反作用
例如，我国《劳动法》第 51 条规定，女职工按规
定享受的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为此，用人单位必须
支付女性雇员产假期间的工资奖金，承担岗位空缺填
补成本，而这恰恰成了用人单位拒招女大学生的最直
接理由。

4.2. 联动性的政策调整
针对上述政策的联动效应，许多学者也提出了相
应的应对措施。例如，在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
提出运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生育负担的方案：对于
一些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可以利用税收调节政策来约
束其行为，给予因雇佣女性而遭受“性别亏损”的企
业合理的补偿，抵消这些企业因雇佣女性而增加的雇
佣成本；对在雇佣中歧视女性的企业应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他们的歧视成本。此外，还建议社会保障部门加
强对女职工的权益保护，促使企业将产假天数和工资
福利写入劳动合同，更好地促进女性公平就业。[13]
在中国台湾地区，育婴、托儿等政策的推出，也
旨在为女性减轻家庭责任，从而避免制约女性在劳动
力市场上的工作选择。
另外，尽管存在上述问题，
“父育假”的推行仍是
必要的。全球有 36 个国家都有此规定，在北欧一些高
福利国家甚至为“父育假”支付津贴。这一方面可以
补贴由于生育而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可以
促使那些因为女少男多而不愿意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
和职工积极参保，从而有助于扩大覆盖面，增强生育
保险基金的互济功能，并体现其实质公平，使女性能
够和男性一样平等地竞争，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更重要的是，这也是真正的男女公平就业价值观的体
现。

性别歧视和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对女性就业和职业
发展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以至于两会提案一出，很
多女性反而更担心对于育龄妇女来说 14 周产假是福
利还是压力。出于是否会影响日后升迁的考虑，以及
对于绩效考核的顾虑，很多育龄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

5. 政策困境下的观念逆转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除了政策的实施需要
完整的配套措施，更重要的是，公众文化观念和传统
意识的转变。

计划，甚至错过黄金生育年龄。
许多小型私企对于这方面更是缺乏保障，常常出

5.1. 从观念上减轻育龄女性的社会压力

现产假结束后发生调职和原有职位被取代的现象。也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很多公司在进行内部选拔时对女
性候选者有所疑虑，甚至根本不予考虑。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5.1.1. 关于性别决定论的误解
在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里，扮演决定胎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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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角色一直都是女性。在封建社会里，女性在家庭

俗，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价值标准，

中的地位，甚至只是看“自己的肚子是否争气”
。这种

忽视了自身能力的培养，抑制了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创

偏见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普遍民众的意识中，

新意识。而前面提到的，生育使女性员工职业生涯的

从相关的媒体舆论到文学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

中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人力资本折旧现象”
，女性

现象。

要不断对自身充电，保持竞争力，为职场回归增加筹

事实上，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来讲，生男生女并
非是由女方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男方的性染色体决定。

码。
最后，在职场上，女性员工也要提高自身诚信和

女性的性染色体为 XX，男性的性染色为 XY，卵子所

职业道德。在一些企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如在对一

含的性染色体只有 X 一种，而精子可分别含 X 或 Y

些绩效低下的女性员工进行裁员的过程中，有人谎称

性染色体。若含 X 染色体的精子与卵子结合，受精卵

自己怀孕，来获得劳动法的孕期保护，借此拖延离职

为 XX 型，发育为女胎；若含 Y 染色体的精子与卵子

时间。另外，还存在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女性员工在

结合，受精卵为 XY 型，发育成男胎。所以，生男生

产假结束后突然解除劳动合同，让仍保留着其职位的

女取决于参加受精的究竟是 X 精子，还是 Y 精子，也

雇主措手不及。因此，要增加企业对女性的信任度，

就是说决定胎儿性别的主要是男方。然而，遗憾的是，

改善整体就业环境，女性自身的诚信度和责任感必不

这些初高中水平的生物知识，却不为一般的社会大众

可少。[15]

所了解，也就更不要说性别决定论的观念矫正。

6. 结论
5.1.2. 扭转关于产假的观念偏差
在生育率很低的欧美国家，每个人都会把所有小

通过上面关于育龄女性职业保障问题的探讨，以

孩视为国家的“共同财产”
，并且相互体谅，因此不但

及从政策到观念的反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请产假的女性人数多，男性也不在少数，而且假期结

是政策还是意识，都是一条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单行

束后复工比例也很高，这正是整体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道。如果单靠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而不从观念上逆

在当今社会，如果公众不能正视人口再生产的社

转对女性就业的认识，是难以获得切实效果的；而另

会效益，而只是执着于眼前的短期经济效益，那么无

一方面，如果只是将希望寄托于观念逆转，而缺乏政

论是怎样的社会政策都无法获得民众和企业的真心认

策导向和强化，那么解决问题的过程将是极其缓慢和

可和切实推动，进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育龄女性

难见成效的。只有政策和观念两头开工、互为补充，

的社会保障问题。

才能为育龄女性职业保障问题的解决铺就一条真正的
坦途。

5.2. 女性自身的就业观念转变
首先，如果说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
、
“男
尊女卑”等观点造成了社会对女性的片面认识，那么
诸如“学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则是女

7. 致谢
本文的完成要感谢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与帮助，在
这里谨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性自己将事业发展和自身价值完全依附于男性，彻底

在此衷心地感谢华北电力大学贾江华老师在论文

消解了自我的主体意识，使女性在“我不能”的阴影

选题方面对我的启发，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教研

下放弃了开发自我的努力，使其生活领域更加私人化、

室的老师们对我几年来的培养，另外还有同学的鼓励

[14]

附属化。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女性处于两难境地，

和学姐的支持。

一方面诅咒传统，另一方面又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传统

另外还要对参考文献中提到的学者们表示最诚挚

的卫道士，如不善于张扬、宣传自己，压抑工作欲望

的谢意，感谢这些前辈们在理论开拓方面所做出的杰

等。

出贡献。

其次，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和男强女弱的社会习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最后，由于时间仓促，且学术水平有限，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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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诸多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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