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训的两位国际专家之一，参加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

印度举办的为其他相关国家的项目官员和政府与非政

府合作伙伴进行的培训。联合国人口基金希望未来几

年，国际间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交流，因此也积极与中

国政府进行磋商，筹备在中国举办国际研讨会和交流

培训，邀请相关国家来中国交流经验，共同讨论应对性

别比失衡的对策。
中国正处在一个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着前所未

有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治理人口结构失衡、促进性

别平等、满足各类脆弱人群的需求等方面还面临着各

种挑战，联合国人口基金将继续支持中国应对这些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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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预前”与“预后”

陆杰华，张 韵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

会问题。性别结构的平衡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人群

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其可持

续发展。因此，对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所主持的“中国

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

个研究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全

新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很多有创新性的结

论。我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既要做好“预前”的防

范措施，也要做好“预后”的治理措施，标本兼治全面

治理性别比失衡问题。

一、从性别比的治理到性别失衡的治理

多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

个重要社会问题。性别结构的平衡不仅关系到个人、
家庭、人群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

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这是由于性别比失衡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

剧、加重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增加单身男性的婚配压力

并且产生大量男性弱势群体等等。以往学界对性别比

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尤其是在农村出生性别比失

衡，男孩偏好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等

领域均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但是

却对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关注

不够，相关的战略研究更为少见。西安交通大学李树

茁教授所主持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

展战略研究”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为今后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中国人口性别

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从多维视角切入，

运用社会学、人口学、公共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视角对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

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报告中对性

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并从

公共治理与实践的角度对性别失衡的治理进行了超前

的战略设计，这是课题报告的一大亮点。
( 一) 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对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的研究是该报告

的核心内容。研究通过微观、中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

法来分析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风险如何影响个人、家
庭、人群和社区的社会失范和公共安全，进而影响社会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支撑这一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宏观

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微观层面的面向个人和社区

的大型专项社会抽样调查、面向相关管理机构的专项

公共政策调查以及相关政府机构的政策文件等。所有

数据均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多样性，既涵盖了宏观层

面的权威性数据，又有针对性极强的中微观数据。从

研究方法上看，该研究综合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包括人口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等学科，从不同

的视角出发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政策

研究相结合，综合分析和全面把握研究问题，具有很好

的创新性。与此同时，报告对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

会风险的研究成果颇为新颖，预估了性别比升高可能

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 微观层面研究了男性婚姻挤压

的总体态势与脆弱性问题，宏观层面探讨了性别失衡

下社会失范、风险传导放大及其对公共安全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多重消极影响。
( 二) 性别失衡的治理制度设计

除了研究规范、数据丰富以及方法创新外，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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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以及良好的应用性。该研究

在总结和分析当前性别比失衡治理工作绩效的基础

上，紧紧围绕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着眼于国家治

理工作模式的提升，创新了涵盖性别失衡的原因、现象

和后果治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

治理战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公共治理制度的整体

设计。研究报告的另一大亮点是区分了性别失衡风险

的“根源性治理”与“缓解性治理”。其中“根源性治

理”立足于通过利益倾斜引导女性地位的提高来改变

传统的“男孩偏好”，以此从根源上解决性别失衡问

题;“缓解性治理”则旨在积极应对已经出现的性别失

衡下的各类社会风险，缓解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带来

的各种社会问题。

二、从性别失衡的治理转向性别平等的公共治理

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主要包括制度分析、政策研

究、社区实践和治理模式、战略设计四个部分。这四个

部分按照顺序形成一个完整的环节，分别从性别失衡

的原因、性别失衡治理政策预测与仿真、性别失衡治理

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和性别失衡治理的战略设计等

角度全面地讨论性别比失衡的公共治理策略。造成性

别失衡的原因可以从文化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

会保障制度等多维度进行分析，从性别失衡的原因出

发来进行性别失衡的治理可以起到“预前”的作用，将

性别失衡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从源头上控制住。而现

实情形下，性别失衡已经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

问题。因此，我国不仅要从源头上把控性别失衡的进

一步恶化，还要对性别失衡造成的既成的以及潜在的

社会风险进行“预后”的公共治理。
( 一) “预后”: 性别失衡的后果预防

性别失衡可能造成的风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来考察。从宏观上看，性别失衡的风险主要

表现为女性的缺失，其连带效应包括男性过剩风险、
人口数量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风险，等等。女性的

缺失会导致一定数量男性婚配的困难，家庭数量的

减少进而影响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最终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加重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因而，宏观

上的“预后”措施应当首先关注男性“过剩”的数量

和规模。这一数量和规模的“过剩”男性人口将面临

的困难包括独自赡养老人以及自身的养老问题，在

公共治理上，尤其需要政府加大养老和医疗上的投

入。因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和社

会医疗体系，并且在基本保障的基础上适度向弱势

群体倾斜。从微观上看，性别失衡还会给社会治安

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构成单

位，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过剩”男性

长期单身无法组建家庭，一方面，导致单身男性身心

健康受到一定的影响，在生理和心理双重压力下做

出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嫖

娼、强奸、同性恋等; 另一方面，单身男性出于家庭、
社会的压力采取买婚、骗婚等极端手段满足自身对

婚姻的渴望。因此微观上的“预后”措施需要从对大

龄“剩男”的心理疏导着手，加强社区卫生安全教育，

同时，加大对大龄“剩男”的生活扶持以及给予其必

要的文化 教 育 支 持，构 建 和 谐 的 社 区 环 境，为 大 龄

“剩男”提供轻松的社会氛围。
( 二) “预前”: 性别失衡的源头治理

与“预后”的治理不同，对性别失衡的“预前”措

施的着眼点在于从根源上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性别

失衡的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性别不平等问题在我国

由来已久，其中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社会制

度因素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极大地影响了

人们的性别选择行为，尤其是在男孩偏好强烈的地区，

性别选择行为尤为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制度体系中

的种种利益偏向也助长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当前，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失衡，就要从性别平等的公

共治理着手，通过政策手段保护女性权利，促进女性发

展，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将性别平等视角引入到各项

社会保障制度中去，从政治、教育、劳动市场、健康服务

等方面保障男性和女性同等的机会; 在文化宣传中倡

导性别平等概念，改变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除了从

观念上实现性别平等外，我们要扭转性别失衡还需要

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应对当前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

题的综合治理。如加强立法，减少危害女性权利的

“两非”行为，打击性别选择行为; 同时，积极强化治理

机制建设和加强组织领导，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建立问

责机制。
( 三) “预前”与“预后”: 治本还是治标

性别失衡的“预前”措施倾向于从根源上实现性

别平等，从而解决性别失衡问题; 而“预后”措施则是

具有针对性地对性别失衡所产生的风险后果的缓解和

治理。前者意义在于“治本”，后者意义在于“治标”。
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连续升高，性别失衡问题累积较

为严重，而仅在“治本”上下功夫并不能完全应对已经

产生或将要发生的社会风险。因此，要治标与治本兼

顾，积极做好“预后”的应对措施，化解可能产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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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因素，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预

后”措施大多涉及如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基础制

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实现公共治理效益的最大化，

所投入的成本与实际效益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考虑。我

们需要正视的是，由于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根源在于

“治本”，因此只有推动性别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性

别失衡。性别平等既要我们从观念上改变传统的男孩

偏好，又要在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建立上保障男女同等机

会的实现; 性别平等既是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关键所

在，也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我国为实现社会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的公共治理是势在必行。

三、总结与讨论

对于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

国家的成功经验。如韩国在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上做

过很多有益的尝试，对中国解决相关的人口问题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韩国针对性别比的公共治理主要依

靠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努力; 二是公民社会的推进作

用; 三是各种政策的综合性作用。政府要通过采取各

种法规和政策措施以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公

民社会则在政府的协调下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充分发

挥自己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作用; 并通过向社会长期

不懈地宣传倡导，对传统的男孩偏好转变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韩国的性别比失衡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通过借鉴韩国的性别比治理

经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加大性别比失衡治理

的力度。第一，需要确定治理策略的重点和路径选择;

第二，要注重法律和法规的变革; 第三，社会性别意识

主流化有待加强; 第四，要靠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从

这四个方面出发统筹推进，综合治理我国的出生人口

性别比失衡问题，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

有效控制，并保持稳步下降的态势。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不言

而喻。人口安全既维系着社会稳定，同时又是社会发

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需要对人口结构及其存在

的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

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以其详实的内容和规范的

研究在性别结构失衡问题领域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

础，为我们全面描绘了性别失衡的态势、机制以及未来

可行的战略计划。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任重而道

远，我们需要立足于“预前”治理，即从“治本”上推动

社会中的性别平等观念加强性别平等的政策保障; 同

时也要兼顾“预后”的措施，即在“治标”上完善社会制

度体系，缓解性别失衡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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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美英学者瓦莱丽·赫德森 ( Valerie M．
Hudson) 和安德烈亚·博尔( Andrea M． Den Boer) 联合

出版了名为《光棍: 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

作。在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中，作者利用中外历史事

例，阐释了男性人口过剩可能对社会安全带来的威胁，

认为过多的年轻男性光棍不仅引发国内和国际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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