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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公共政策

女学热点

欧盟向职业女性倾斜的家庭友好政策
■ 许晓丽

家庭友好政策是公共政策
的一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欧盟积极倡导其成员国发展家
庭友好政策，
包括儿童早期教育
和照顾、带薪/无薪家庭照顾休
假、
家庭福利津贴与税收减免以
及家庭友好的工作场所安排四
个方面。欧盟“家庭友好”的理
念和政策，
值得参考借鉴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女性就业率提高、
生
育率下降、
离婚率上升、
人口老龄化等成为欧
盟各国主要的社会特征，
“双职工”
家庭和单身
母亲家庭越来越多。因受到家务劳动、
生儿育
女、
照料老人等的拖累，
女性就业竞争力受损
而且往往遭遇雇主性别歧视。为了帮助人们
协调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促进就业与生活
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欧盟倡导其成员国都要制
定和实施各种家庭友好政策，如儿童照顾政
策、
弹性工作安排、
家庭休假政策等。

家庭友好政策的背景
家庭友好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主要
是政府通过提供休假、
津贴以及家庭照顾服务
的方式，
来帮助人们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
突，
解决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战以后，
西方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
传统的
“男职工+
主妇”家庭模式逐渐转变成“双职工”家庭模
式。在
“双职工”
家庭模式中，
女性不仅要外出
劳动，
还要承担主要的家庭照顾责任，
负担很
重。加之近 30 年来，
生育率的下降，
以及预期
寿命的延长使得欧洲各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
给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带来巨大的财务压
力，
欧洲各国不得不想方设法鼓励女性参与劳
动力市场。此外，
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
使得
离婚率上升，
单身母亲家庭越来越多，
而这样
的家庭中女性和儿童极易陷入贫困。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欧
盟积极倡导其成员国发展家庭友好政策，旨
在鼓励生育、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和经济独
立、
协调职业女性家庭和工作的冲突、
维护家
庭和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平等、防止女性陷入
贫困、
提高儿童和老人的福利水平等。

家庭友好政策的内容
对于家庭友好政策的实施和发展，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 OECD）等国际组织也
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
OECD 的就业、
劳工
和社会事务理事会每年都会统计和汇总其成
员国所实施的家庭政策项目及影响结果，并
帮助其成员国加以完善。欧盟各成员国都加
入了OECD，
而且OECD在研究家庭政策时，
大多以欧盟为蓝本。
按照 OECD 家庭数据库的统计分类，
欧
盟现行的家庭友好政策主要包括儿童早期教
育和照顾、带薪/无薪家庭照顾休假、家庭福
利津贴与税收减免以及家庭友好的工作场所
安排四个方面。
儿童早期教育和照顾主要有日间照顾、
学前教育和课余时间的照顾等。日间照顾主
要针对三四岁以下的儿童，政府出资建立日
间照顾机构来提供儿童看护服务，或者采用
服务人员上门提供家庭看护的方式。学前教
育和课余时间的照顾主要针对三四岁以上的
儿童，
政府出资建立学前教育机构、
日间照顾

艺苑映像

机构等提供教育服务和看护服务，大多以教
育服务为主。OECD 家庭数据库统计显示，
2008 年，
欧盟 81.8%的 3~5 岁儿童都在政府出
资的日间照顾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中，高于
OECD所有成员国77.3%的平均水平。
带薪/无薪家庭照顾休假主要有母亲产
假、父亲育儿假、育儿假、家庭成员护理假
等。在这项政策上，瑞典可以说是待遇最好
的国家。OECD 家庭数据库统计显示，2008
年，瑞典母亲产假是 8.5 周，父亲育儿假是 10
周，
休假补贴占到工资收入的 80%；
育儿假是
51.4 周 ，休 假 补 贴 占 到 工 资 收 入 的 60% 。
OECD 对欧盟各国的比较研究显示，欧盟所
有成员国都有产假，折合后的全薪产假天数
最多的是保加利亚，但是它没有父育假和育
儿假。此外，意大利、罗马尼亚、马耳他等国
家也没有父育假或者育儿假。
家庭福利津贴与税收减免政策主要有育
儿津贴、
父母休假期间的收入补贴、
儿童福利
收入免税、家庭税收减免等。这些政策主要
是针对父母养育孩子的负担问题而实施的，
能够有效缓解家庭生养子女的压力，让欧盟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能够得以回升，避免未来
的劳动力过于短缺。
家庭友好的工作场所安排主要有弹性工
作时间和地点，
特殊育儿假，
特殊育儿安排等。
这些项目中有些是政府强制企业执行的，
有些
是工会或者劳动者直接同企业谈判获得的。

家庭友好政策对女性的双重影响
家庭友好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母亲友好
政策。因为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政策大多是
向职业女性倾斜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
性因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而在劳动力市场竞争
中所遭遇的不公，可以让女性不会因为生养
孩子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实践中，该政

策也会对女性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生儿育
女后母亲休假较多、父亲休假较少甚至不休
假，使得女性更有可能被隔离在非全日制的
工作中，
只能从事一些灵活的低薪岗位，
职业
生涯发展受阻致使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加深。
琼·阿克（Joan Acker）1994年研究瑞典的
妇女与家庭政策时发现，传统的福利制度是
以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性别分隔为前提
的，而现行的家庭政策则是以有偿劳动中的
性别分隔为前提的。这些旨在通过经济独立
来增加性别平等的各项政策，把妇女锁进了
经济结构中的性别隔离、低层次和无发展前
途的工作中。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男性
通常会把自己的休假权利转移给女性，女性
休假时间增多，家庭责任还是主要由女性承
担。针对这一现象，瑞典等国家通过规定家
庭照顾休假权利不可转移、提高休假津贴替
代率等措施来鼓励男性休假，从而促进两性
在家庭责任承担上的平等。因此，对于家庭
政策到底是促进了性别平等，还是加深了性
别隔离，现今仍存在很大争议。
不过总的来说，欧盟向职业女性倾斜的
家庭友好政策正好顺应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需求。欧盟的家庭友好政策保证了高福利
待遇、高国家竞争力、高女性就业率、高生育
率这些良好指标的共存，促进了其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而中国目前的公共政策体系
中，还没有家庭友好政策这一概念。但是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将会面临西方发
达国家曾经面临的问题，
如劳动力短缺、
养老
金支付压力、女性工作和家务劳动负担沉重
所导致的性别不公平等。欧盟
“家庭友好”
理
念和政策，
对我国应该有参考作用，
我国可以
根据国情有选择地借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硕
士研究生）

专栏主持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艾婷：礼赞生命的阳光
王艾婷的油画，
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情绪，
那明媚、
柔和、
充满暖意的画面，有种浓浓的生活气息让你感动，让你动
容，
让你心中充满柔情。
王艾婷，
是中央美院科班出身的画家，
也是位很随性的
女子。她说，
我要做个百分之八十的传统妇女，
烧饭洗衣，
相夫教子，过着平淡、琐碎的日子，但还要坚持当个画家。
真没想到在她的画中能把那柴米油盐酱醋的庸繁生活折射
出阳光的灿烂。
画画也是她生活的一种形式，
随心而作，
其乐融融。她
用眼睛捕捉生活中平凡的感动，用心灵感受生活的美丽。
于是笔下流淌出了闲散而诗意、
平淡而浪漫、
朴素而亲切、
真实而从容的生活。
她画起画来似乎像小女孩过家家，只为了玩得高兴，
玩得过瘾。虽也面对着实物、
实景写生，
却并不追逐唯妙唯
肖的真实，
她在画面上随意摆弄拼凑物件构成画面；
也不讲
究写生的光色关系；
她走出学院派的程式，
用那随意的、
飘
忽的写意笔法，
让那些细细碎碎的光点、
光斑像小鸟一样雀
跃着，
欢唱着，
她在画中张扬着感性的自我，
纯真的妩媚。
艾婷的油画，
绚丽灿烂，
舒展自然，
有一种优雅和淡定，
一种内敛和从容。细细密密、
平平淡淡、
琐琐碎碎的生活，
与艺术家创作的绚丽灿烂叠加辉映。那温温的、
柔柔的色
彩中内蕴着迷人的魅力，
这是温婉的女性质地和气息。

窗
研究视察

《从奖励到权利——生育
护理假的正当性论证》
作者：
唐芳
生育护理假是国家通过法律赋
予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时所享有的照
顾配偶和婴儿的假期。目前我国把
生育护理假作为计划生育奖励手段
具有局限性，忽略了职工的基本需
求，不利于职工权益保护，也与国际
社会保障立法趋势不相符，
因此我国
应该赋予男职工享有生育护理假的
权利。生育期间家庭收入降低、
支出
增加，为了保障职工休假权的实现，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能够实现休假权，
国家应该通过生育保险制度为其在
生育护理假期间提供津贴保障。如
果男职工确实因工作需要无法休假，
单位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来源：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
年第1期

《透视世界城市女性参政
问题——纽约、
伦敦、
东京、
巴黎的个案研究及其对北京
的启示》
作者：
李洪峰 李英桃 张颖 顾蕾
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的角色
越来越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注，成
为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在世界城市
的建设中，政治参与是衡量性别平
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将首先对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这四大城市
女性参政现状进行数据对比，然后
对其促进女性参政的机制进行分析
与比较，主要包括国家法律保障、政
党促进机制和民间促进机制这三个
方面。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从四
大城市的经验中归纳出有益的经
验，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
性别平等目标实现的借鉴与参考。
来源：
《妇女研究论丛》2012 年
第1期

《中国女性发展的教育
文化环境建设刍议》

▲
《思》

▲

《迈开大步》

作者：
冯惠敏 蔡烈安
教育文化是大科学时代的一种
教育观。教育文化与女性的发展有
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教育文化的氛围
决定女性发展的程度，
教育文化的水
平决定女性发展的质量；
女性发展的
水平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进而影响教育文化的发展水
平。本文分析了教育文化环境之于
女性发展的意义，
指出我国的教育文
化环境尚存在着制约女性发展的局
限性，
并提出了几条改善教育文化环
境，
促进女性发展的具体措施。
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女学书馆

当我们回望
历 史 沧 桑 时 ，历
史也在抚摸着我
们的现实伤痛。
所 以 ，面 对 历 史
的态度决定着我
们面对现实的态
度 ，如 何“ 讲 故
事 ”影 响 着 我 们
如何
“看现实”
。

《顶起大半边天》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怀着真诚与勇气讲述红颜沧桑
——女学图书阅读报告之一
■ 禹燕

着。如果停止搜寻，
那么篡改历史者就胜过了
我们。
”
因此，
他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漫长之路。
和纷纷扰扰的女性现实话题、花枝招展
在他看来，
成吉思汗缔造了蒙古帝国，
赋
的后宫历史戏说相比，关于女性历史的严肃
予它精神，但蒙古女王则赋予它生命。蒙古
议题多少是被冷落的。一如女性在历史中的
帝国的最后一章是由蒙古女王书写的。蒙古
境遇一样。遭受冷遇固然不幸，而被历史阉
女王促成了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融合和统
割则是女性更大的不幸。然而，这样的事儿
一。她们比蒙古男人更早学会了读书写字，
就真的发生过。
她们看到了系统的日历对组织社会生活的价
在 13 世纪末的某一天，
一只手悄悄删除
值，她们尊重许多宗教的思想和教义。蒙古
了《蒙古秘史》中的一部分，只留下成吉思汗
女王认识到了商业和合作事业的价值，她们
的一句让人困惑不已的话：
“让我们奖赏我们
鼓励工匠和贸易商的活动，并把连接中西方
的女儿们。
”
这些被删除的部分是什么？为何
的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新文化融合在一起。
要删除？循着这一个个疑问，
《最后的蒙古女
当男人在前线打仗时，她们创建了一个以和
王》作者发现了一段湮没八百年的蒙古秘史， 平与合作为基础的新的更美好的社会。然
这些正是被尘封和掩盖的蒙古女王鲜为人知
而，
“战争中的伟大领袖总是因他们指挥的战
的辉煌历史。在 13 世纪，当蒙古大军所向披
役受到人们的纪念。”
“缔造和平的人们却常
靡、
征服世界时，
分封在各地的蒙古女王是蒙
常被敌我双方都忘记。
”
因此，
杰克·威泽弗德
古帝国新征服地的实际统治者，她们统治过
所讲的这些蒙古女王的故事就“构成了现代
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
世界起源的秘密历史”
。
被誉为
“最会说故事的人类学家”
的杰克·
如果说《最后的蒙古女王》讲述的是八百
威泽弗德，
以流畅的叙事、
饱蘸的激情带我们
多年前被刻意损毁的一段女性历史，那么，
走进一个女人曾是历史主人翁的蒙古帝国， 《顶 起 大 半 边 天 ：纽 约 市 的 华 人 服 装 女 工
重拾这些失落的史书册页。
1948~1992》讲述的则是半个多世纪被人所忽
杰克·威泽弗德为何如此会讲故事？在我看
略的一群特殊女性的历史；
如果《最后的蒙古
来，
不仅仅因为他有讲故事的技巧，
更在于他所秉
女王》记录的是女性精英统治者的业绩，
那么
持的讲故事的态度，
态度决定了他讲故事的高度 《顶起大半边天》则叙述的是普通的美国华人
和深度，
也影响着他所讲故事的情感厚度。
女劳工的故事。作者鲍晓兰既是一位女性主
面对这段被掩盖的历史，
他坚信
“真相可
义学者，
也是一位女性主义活动家，
她通过对
以被遗忘、扭曲和遗失，但从来无法彻底毁
100 多名女工的采访，
讲述了纽约华人服装女
灭。”
“ 如果不继续寻找，真相就会依然掩盖
工的生活境遇，以及她们作为工人、移民、妻

子和母亲的多重主体身份，记录了她们为争
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抗争。长期以来，在美
国的男性华人劳工往往是历史著述和文艺作
品关注的对象，而对女性华人劳工的记载却
少之又少。这本书无疑填补了一大历史空
白，使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华人女工终于在历
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为了研究聚集在纽约唐人街制衣工厂中
的中国制衣女工，鲍晓兰的足迹遍及美国纽
约、
旧金山的中国城和广东侨乡，
她还曾以一
名女工的身份深入实地，和这些由中国移民
来的女工们共同生活，
与她们倾心交谈，
了解
她们的喜怒哀乐，
体会她们的生活智慧，
感受
她们为尊严和权利而战的勇气，她对这些普
通的底层妇女怀着敬意与尊重。她说：
“由于
我在这个研究上花了这么长时间，它已经成
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它教我认识到对妇女
间差异之理解的重要性，以及向与自己生活
经历不同的妇女学习的重要性。
”她的表述质
朴而真诚。
如果说本书对美国华人史、
尤其是美国华
人妇女史的贡献不言而喻，
那么作者讲述历史
的态度同样令人尊敬，
它决定了本书的另一种
学术厚度，
它不仅提示为学者该
“如何写”
，
更提
示为学者该
“写什么”
。从这本书中，
我感受到
一种由人文情怀浸润而成的学术气质，
它钤印
着勇敢，
蕴藏着真诚，
也散发着温存。
在《最后的蒙古女王》的封底，
一行字令人
动容：
“这些蒙古女王仍在某处，八百年来只
等我们再看她们一眼。”这是杰克·威泽弗德

《最后的蒙古女王》
重庆出版社2012年2月版
的心声。而在漫长无边的历史时空中，又有
多少女人深藏在历史的某个角落，期待着我
们再看她们一眼呢；
同样，
在世事纷纭的现实
中，
还有多少女人站在灯火阑珊处，
渴望着与
我们的目光交接呢？
当我们回望历史沧桑时，历史也在抚摸
着我们的现实伤痛。眼神交汇之际，我们和
历史都会怦然心动。也许，我们应该更沉静
一些，以聆听历史深处的呼唤；更智慧一些，
以拨开历史话语的迷雾；
更勇敢一些，
以发掘
历史深处的珍藏。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从
某种意义上讲，面对历史的态度决定着我们
面对现实的态度，如何“讲故事”影响着我们
如何
“看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