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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养老金制度也被称为年
金制度，是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年金制度分

“公的年金”（即公共年金）和“私的年
金”两种，公共年金制度又分为国民
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三部分。
国民年金是日本的基础性年金，原
则上要求在日本国内居住的20岁～
59岁的居民必须加入，保障的对象
仅限于投保者个人；厚生年金加入
者为5人以上私营企业职员；共济年
金主加入者为公务员、私立学校教
职员、农林渔业团体职员。日本自
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后实现了

“全民皆年金”。

理论上讲，养老保险制度
应该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平等
基础上的福利政策，但日本传
统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
思维方式等潜移默化地融于
养老保险制度之中，使其带有
深刻的性别色彩。目前，日本
依然没有摆脱一种政策和制
度上的悖论：即一方面提出实
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
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专职主
妇家庭在税收、社会保障制度
等方面的优待。

“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
与制度化不平等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应该
是中立与公平，不应该影响妇女在就
业、婚姻和养育子女等方面的选择，
并保证她们不会因不同选择而遭受
不公平待遇。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着一
些对女性不够合理、或者对一部分女
性优待、对另一部分女性则不够公平
的问题。如“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是
养老金制度中与妇女关系最为密切
的部分，也是最具争议的内容。日本
政府在1985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中，强制薪职人员（企业职工和公务
员）的配偶作为“第三号被保险人”加
入国民年金，使“年金权”覆盖到日本
的全部妇女。“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

创设时主要考虑到专职主妇大都没
有工作、缺乏缴纳养老金能力，也考虑
到妇女担负育儿、护理老人等家庭责
任，为防止中老年夫妇离婚时妻子陷
入无养老金的窘困状态，因而才规定
不征收其保险费，而作为“第三号被保
险人”强制加入养老保险。

随着妇女就业率的提高、性别平
等观念的普及，抨击该制度的声音逐
渐出现。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第
三号被保险人本人无须缴纳养老保
险费，获得的养老金由厚生年金、共
济年金的加入者负担，也就是由全体
被雇用的男性、双职工家庭的妻子以
及单身职业女性等第二号被保险人
负担。该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双职工
家庭、单身职业女性等自己缴纳保险
费者的利益，对母子家庭、单身女子
家庭等生活较困难家庭缺少政策上
的扶植，是一种针对专职主妇的优待
政策。造成了双职工家庭和专职主
妇家庭之间的不公平以及选择不同
生活方式妇女之间的不公平。

在遗族厚生年金上，双职工家
庭和专职主妇家庭也存在着不平
等，即便两个家庭的夫妇工资总额
相同、缴纳保险费相同，专职主妇家
庭支取的高龄遗族年金也会比双职
工家庭要多。2004 年遗族年金制
度得到了重要修改，但仍不够完
善。另外，还有相当数量从事非正
规就业的妇女虽然有国民年金，但

却没有被厚生年金所覆盖，将来会
出现不少靠低养老金维持生活的老
年妇女，贫富分化将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

对专职主妇在政策和制度上的
优待不仅存在于养老保险制度中，
而且还存在于医疗保险和企业福利
中。这也印证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
是一种被制度化的不平等。

女性推动养老制度改革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草创于经济
高速发展时期，最大特点是以家庭
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当
时，日本主流的家庭模式是“丈夫外
出工作、妻子作专职主妇”，而厚生年
金制度的设计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
标准日本型家庭模式之上的。同
时，养老保险制度也是以结婚40年
的夫妇为标准模式来设计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子老龄
化现象日趋加重，社会保障费用支
出过大，养老保险制度呈现入不敷
出、难以为继的局面。特别是90年
代以来，日本的家庭模式、雇用形态、
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
化。日本女性就业率升高，结婚、生
子后选择继续工作的妇女日渐增
多，从事计时工、派遣工、合同工、临
时工等非正规就业的女性也占相当
比例，而专职主妇的数量则大幅减
少。这就使得建立在以专职主妇家

庭为基础之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显露
出诸多不合时宜之处。同时，养老
保险制度又是以结婚40年的夫妇为
标准夫妻模式设计的，而不断增高
的离婚率、日益突出的晚婚和未婚
现象使这一模式的典型意义随之丧
失。因此，重新设计和改革既有养
老保险制度，建立一种以女性加入
一定期间厚生年金为前提、以双职
工家庭为新标准模式的养老保险制
度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妇
女界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开始反思既
有法律、制度中不符合男女平等的内
容，并积极着手制定以性别平等为目
标的社会政策。1999年6月颁布并实
施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从法
律上保障了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家庭
和社区工作的权利，是日本实现男女
平等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

面对人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中存
在的男女不平等以及不公正的指
责，日本政府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
中不合理的部分，特别是和女性相
关的一些部分进行改革。2000年厚
生省内设立了“应对妇女生活方式
变化等因素的年金讨论会”，专门针
对养老保险制度中有关性别的内容
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中，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倾听
妇女界的声音，在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审议会、研讨会中注重吸纳女

性学者和包括专职主妇在内的各阶
层妇女的参与。

2007 和 2008 年分阶段实施的
“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是对离
婚妇女权益予以保障的一项重要改
革。在这一制度出台之前，夫妻离
婚时，丈夫得到的养老金是自己名
下的厚生年金和基础年金，身为专
职主妇的妻子只能得到自己名下的
基础年金，而不能支取丈夫的厚生
年金。改革后，离婚时妻子可以得
到丈夫厚生年金的一半。此项改革
更多地考虑到了妻子对家庭的贡
献，婚姻时间越长，妻子离婚时分割
到的厚生年金越多。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
期，养老保险制度一直将非正规雇用
者排除在厚生年金之外。而妇女从
事非正规就业人数多，因此，先行养老
保险制度没有体现短时间劳动者的
利益，不利于提高妇女就业率。2004
年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非正
规雇用者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天数是
正规雇用者的四分之三以上时可加
入厚生年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
障了大量非正规就业妇女的权益。

目前，中国正在完善养老保障制
度，日本的改革经验应该能给我们以
借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
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
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
位。针对其中存在的与
性别相关的不合理内
容，日本政府对养老保
险制度进行了改革，并
在改革过程中重视倾听
来自妇女界的声音。

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
国的大门，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于是，在被
称为“晚清”的1840~1912年间，由于西方文化的
强行渗入，出现了不少新思想新事物，近代妇女
的文学“大叙事”便是其中之一。

其实，清代中晚期的文学才女们，并不像梁
启超、康同薇等精英所鄙视的那样一味“批风抹
月、弄草吟花、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一些人
的作品已超离纯然性别的自我关注，展现出十分
宽广的对世事和人性人情的民间感怀，以及趋向

“大我”的对历史/社会/“他者”的关怀。比如：左
锡嘉的叙事长诗《枯树叹》，王采蘋的五言叙事长
诗《从军行》，汪韵梅三百字的长诗《题先妣鄒太
夫人味蔗轩遗集》等，都远离传统闺秀“小我”、

“小情”、“小景”的叙事态度，以一派同“批风抹
月、弄草吟花”大相径庭的“大叙事”风貌示人。

和这类五、七言叙事长诗相比，文学才女创
作的小说和弹词更凸显出游离自我/小我——
甚至超离性别的大历史叙事偏好。比如：中国
文学史上第一部出自才女之手的通俗小说《元
明佚史》，就是汪端带着特别的历史兴趣“节录
明史，搜采佚事，用平话体著成”；同样，郑澹若
的弹词《梦影缘》，是出于“我亦久思遗世事”，大
历史叙事的偏好注定了她“替往古忠良尽把冤
仇报，公案重翻再戮奸”的创作追求；她女儿周
颖芳完成了弹词《精忠传》，写到岳飞“屈死风波
狱未伸”时竟“语到吞声续泪成”，“大我”情怀与
境界令人惊叹。

此外，还有一类文学才女的“大叙事”，喜欢
聚焦于女扮男装的所谓“换装”传奇——像王筠
的剧作《繁华梦》、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映清

的弹词《玉镜台》等，都通过女子“换装”巧妙突破
封建制度的重重障碍，获得进入男权社会中心的
资格（比如靠女扮男装中了状元啊，当上大官
啊），在男装遮蔽下想干啥就干啥，想要啥就有
啥。

当然，也有文学才女在“大叙事”中彻底摒
弃“换装情结”，全凭本色“红装”或“原装”直抵
男女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如夏伊蘭
的《偶成》，明目张胆地与“女子无才便是德”唱
反调，诗中写道“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独
至评闺才，持论恒相反”，面对那些“动援古训
典”的屁话，伊蘭才女毫不隐晦自己的性别身
份，甚至带着几分傲视宣称“我意颇不然，此论
殊褊浅”。还有俞庆曾的《咏老榕树》——“他生
纵有灵根在，莫作人间连理枝”，公然颠覆“在天
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千古爱情名

句，那种自信满满，让你相信站在诗背
后的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儿。再
看看才女们创作的某些或知名或不知
名的弹词，凭着“红装”本色在社会历
史中大显身手的女英雄、女豪杰、女官
人、女垫师、女博士，大有人在。

如果说，以上文学才女的“大叙
事”并非出于社会或性别革命意义上
的自觉，顶多是自发使然的话，那么，
近代妇女解放先觉们集体谱写的“政
治新诗”就完全不同了。1897年12月
6日，在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公共空
间”的上海张园，召开了有诸多名媛参
加的女学会议，在这次著名的张园大
会上，众才女集体赋诗所结集的《中国

女学集议初编》是最好的证明——笔者曾在北
海公园附近的国家图书馆，读过最初的珍藏版
本，翻阅刊刻于百年前的纸页，仿佛触摸到那个
激昂年代的历史脉动。这个诗集的“大叙事”文
体，虽然没有完全脱开旧诗体的约束，在语言上
大都文白相间，却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在着眼于
民族/国家、自觉与时代政治牵手的同时，在通
俗化、口语化创作上的努力，像蒋畹芳在张园大
会的即席赋七绝，有些诗句已近于口语；张蕴华

《和畹芳女士即席原韵》中“两千年已废坤基，极
力修培趁此时。莫道钗裙关系小，自强根本在
于斯”，陈超《再步蒋畹芳女史原韵》里“中西萃
荟此堂中，姊妹花开朵朵红”“儿女能谙天下事，
岂徙知识囿油盐”，都是接近通俗的“大叙事”型
诗语表达。

事实上，近代妇女解放先觉们的“政治新

诗”大联唱，始终是由“男高音”来定调并领唱
的；当年男性思想精英对文学功能政治化的“务
实”倡导与实践，决定了其领唱的“主旋律”。这
样，踏着父兄思想足迹前行的妇女一旦汇入到
以政治启蒙、思想宣传/鼓动为主旨的时代文学
大合唱，便自觉为“兴女学”革命泼墨抒怀，为

“戒缠足”运动一展歌喉。
有必要提到的是，近代妇女的文学“大叙

事”，往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男性精英的崇仰
之情，比如慕莲女士《卫足诗》中“狂澜既倒今谁
挽，泣读诸君保种篇”；陈骞《步蒋畹芳女士原
韵》中“多公虑竭且精殚，平地楼台拭目看”。这
没有什么不好。重要的是，她们的“大叙事”时
常伴有书写主体（作者）的直接介入——像张蕴
华诗中的“我辈聪明人尽有”，章畹香诗中的“笑
我笔花全褪尽”，以第一人称“我”入诗，从性别
内视的角度来演绎思想或抒写情怀，这便使不
少充当“他者”思想“模仿秀”的才女，或多或少
向人们露出其性别歌唱的“女士”真面。

那时，“女士”二字通“女史”。一个世纪过
后，张中行式的老先生仍喜欢以“女史”相称
——在笔者的藏书中，就有老人家在其《写真
集》扉页上题写的“王绯女史 斥谬”。这个女
史，和我们希望“重建”的“女史”虽然内涵不同，
但在感觉上总好像有种神秘的联系和暗示……

可以说，近代中国妇女的文学“大叙事”，以
性别的集体觉悟或群体自觉，为“女史”树起崭
新的里程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主要著作《睁着眼睛的梦》《空前之迹》）

近代的文学才女们，远离传统闺秀“小我”、“小情”、“小
景”的叙事态度，以性别的集体觉悟或群体自觉，关怀民情、
演绎历史、谱写政治新诗，为“女史”树起崭新的里程碑。

女学书馆

唐代妇女

高世瑜著
三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唐代妇女是业绩卓著又独具
特色的一群。她们中有诗人才
女，有书画妙手，有乐舞名家，有绝
技艺人，有能工巧匠，有驰骋沙场
的巾帼英雄，有揭竿造反的草莽
女杰，更出了一位威势赫赫、千古
一人的女皇帝，当然还有着千千
万万默默地创造着社会财富，尽
着母亲、妻子职责的普通劳动者。

由高世瑜编著的《唐代妇
女》是大长安书系之一。本书共
五章，内容包括唐代妇女社会面
貌概述——一个非凡女性引起
的思考、妇女群体状况、妇女才
艺与业绩、妇女生活与习俗等。

离心最近：百年内衣物语

【法】安娜·扎泽著
周瑛 邓毓珂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2月版

这本书由巴黎时尚博物馆
官员安娜所著，分别从历史学、
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讲述从中
世纪到今天西方有关女性内衣
的故事。通过时尚博物馆令人
称奇的历史档案和珍贵照片，作
者展示了女性内衣的方方面面：
衬裙、内裤、吊带袜、胸罩、连裤
袜、蕾丝花边和丁字裤等等。该
书分四个章节介绍了女性内衣
的历史：从中世纪到放荡世纪；
从小客厅到大商店时代；从欧洲
的“黄金时代”到嬉皮士文化时
代；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
享乐主义文化盛行。

杨丽萍：中国当代舞坛最璀璨的明星

近代中国妇女的文学“大叙事”

女史重建
王绯专栏

杨丽萍自编自演的《雀之灵》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当代舞蹈家中，最引人瞩目、也是知
名度最大者，莫过于她——杨丽萍。这位天生丽质、聪慧过
人、动静皆宜、目光远大的白族女子，自幼受到大理风光的滋
养、民俗风情的引领，手舞足蹈、自然天成，从未进过任何舞蹈
院校，却能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歌舞团脱颖而出，径直舞

进中央民族歌舞团。在经历了几
年的郁闷与调整后，她终于找到
了自己，并在1986年的“第二届
全国舞蹈比赛”上，以自编自演、
手舞为主的傣族独舞《雀之灵》，
惊醒了评委和观众们昏睡多年的
民族审美意识，不仅一举分别赢
得了创作与表演的两个一等奖，
而且从此打破了西方芭蕾美学在
中国舞蹈界的一统天下。

多年来，杨丽萍一直在自己
的乡土文化中静静寻觅、默默体
悟，无暇包装或炒作自己。成名
后，她虽不断有作品问世，不断有
殊荣到手，但内心深处却从未有
过真正的快乐，因为她深知，这些
都无法帮她突破《雀之灵》为自己
设立的审美标杆，直到《云南映
象》的横空出世，她所追求的“不
粉饰、不造作、不媚俗的真情”，以
及“深化后的真实性”，才得到了

“决堤泄洪般的”释放……
2012年的春晚上，她与现代

舞编导高成明、青年舞者王迪合作的双人舞《雀之恋》，
其美伦美奂的表演，再次爱煞了亿万电视观众的心！而就在
此前，她与前辈舞蹈家贾作光、晚辈舞蹈家黄豆豆一道，荣获
了“首届中华艺文奖”，由此为自己辉煌的舞蹈人生画下了一
道崭新的起跑线……

杨丽萍主演的《雀之恋》

养老保险制度与日本女性

1897年12月6日，在上海张园召开了女学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