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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通过把生育主体农民纳入研究视野，从政府与农民
互动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行为。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
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
生男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使得农村性别比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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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性别比出现了持续攀高且居高不下的异常现象，引起了人们高度关
注。从宏观社会结构角度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
农民较低的文化水平和
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分不开。但是，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农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左右农民生育观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深层次的因素在
不断改善，而人口出生性别比反而出现异常。所以，单纯从社会结构视角的考察缺乏说服力，不能有效
地回答社会结构（
文化）在什么样的条件、情境、关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性失调程度由缓慢加深到急剧加深，与生育水平波幅逐渐变窄直至下降，两者间
这种一上一下的对应关系有关，说明政策和制度因素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淤。出生性别比问题是狭小的
生育选择空间和便捷的技术辅助生育手段，与更少生育但偏好男孩的意愿相互挤压和冲突的结果于。这
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农民是在什么背景下、是怎样从生男意愿走向生男行动，该观点没有阐述清
楚。
本文力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把微观的行动主体——
—农民纳入研究视野，详尽地考察具体情景当中
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是怎样发生的，以便找到一条更有效的治理之路。为此，笔者对安徽南部的 H
村进行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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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 村简介
皖南 H 村是一个比较偏僻的自然村，土壤肥沃，灌溉便利，
是一个鱼米之乡。大部分家庭收入主要
靠外出打工，务农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笔者从村委会了解到，在这个自然村落里，生活着约
笔者重点了解了该村 64 位（户）22 到 35 岁已生
116 户人家，在册登记 637 人。考虑到本次调查的需要，
育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情况，并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孩次
性别
户数

男
20

H 村 22 岁到 35 岁已生育妇女的生育状况
一孩
二孩
女
两男
一男一女
两女
17
6
18
2

三孩
两女一男
1

对这 64 位妇女的孩子总数性别比做计算，在这 92 个孩子中，男孩总数为 51，女孩总数为 41，男女
性别比为 124.39。从访谈中还了解到村民中曾经有把女婴抱养给别人甚至遗弃的现象，这类孩子由于
其极端稀少性和隐秘性而难以获得准确数字，故不在本表所列孩子数之内，本表孩子数是村委会登记
在册的数字。
二、男性偏好的实现：路径和条件
1援农民生男的路径选择
农民如何来实现自己的“性别偏好”，达成自己的生育意愿呢？我们从调查中发现，
农民主要采取两
条路径：一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数量内生育子女，但是通过找关系做 B 超，对胎儿进行性别鉴
定，并通过引流产来对自己子女的性别进行选择；二是通过计划外生育来达到自己的生育目的，即利用
管理中的漏洞，流动到外地生育，实现自己的期望。
不同的生育人群会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组合。前者是表面上执
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通过性别的选择来和政府博弈，在有限的生育机会内，争取自己所期望的子
女性别组合。当前 B 超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选择的实现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产前性别鉴定的管理中所存
在的漏洞又为这一行为的执行提供了可能性。后者是部分农民通过流动到外地，逃避计生部门的监控，
靠在外躲生、超生来实现生男目的，生了女孩就给人抱养甚至遗弃，
生了男孩就带回来。目前，流动人口
的计划生育管理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居住不定的流动生活中来实现生男的可能性较大。在 H 村，难以获
得做 B 超的确切数字，一些人家常年紧锁着房门，
家里空无一人，连春节都不回来，通过侧面了解知道，
是到外面偷生儿子去了。这种外出躲生、超生现象是可以看得见的。
2援农民生男的外部条件
从生男意愿最终转变为生男行动，要具备相应条件，在 H 村存在以下两个条件。
（
1）村庄生男的“势场”氛围
传统生育文化的积淀使得“生男必要性”观念在 H 村得到高度认同，为了生儿子，即使村民采取了
违规甚至违法的手段，都不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相反，周围人积极为其隐瞒和庇护，没有人向政府举
报，这种生男的“势场”氛围或说畸形的社会支持力削弱了人们对处罚的畏惧感，间接地鼓励和支持着
人们去违规。
[个案 1] 报信的故事：T 女士是调查年龄组中该村唯一一位登记在册的三孩户，当笔者谈到为
什么生了两个女孩还能违反政策生个男孩时，她说生了两个女孩后，她就一直躲，之所以没有被抓
住，是因为得到了很多“
好心人的帮助”，她讲述了一个细节，说有一次天刚黑，突然村头的 xxx 来她
家，叫她赶快跑，说（镇上）抓计划生育的人来了，她趁着天黑立即躲到前面的庄稼地里去了，才躲
过“这一劫”
。当谈到怎么有人报信时，
她说她早就和那个（报信的）人说好了，因为他家住在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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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只有唯一的一条公路通往村口，当（镇里）车子停在村口后，他（报信人）立即知道是抓计划
生育的人来了，所以利用熟悉的地形赶在前面给她报信了。T 女士仍心有余悸地说，常规检查她不
怕，因为常规检查一般都能事先知道消息，
就怕（
镇里的）这种突击检查。
从 T 女士的谈话中感受到，虽然她违背了计划生育，但并没有受到谴责，还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
帮助”
，这里想起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礼治秩序，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
合式的行为规范，
合于礼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
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盂。这显然和法治不同甚至
是相冲突的。
（
2）政府控制的手段弱化
失范行为的产生和蔓延要有土壤，如果一开始就受到严厉的法律打击和人们的道德唾弃，则即使
存在也是小范围的。但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依法行政、便民维权的要求
不断提高，政府对违法生育的控制能力实际上并没有提高。不能强制性取证，不能采取强制征收社会抚
养费，
对违法生育对象没有太多刚性约束力。
另外，
国家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到了村这一层面，往往难以得到真正完全落实。比如，在 H 村，最熟
悉村里情况的村干部对村民的违法生育行为常常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愿也不敢过问，因为村干部如果
秉公办理，会被人认为是在做让人断子绝孙的事，
是没有好报应的。即使村干部和乡镇工作人员依法严
格处理，村民也往往会选择外出打工，从而躲避管理与处罚，达到生男目的。政府控制的弱化使得村民
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三、压力、从众：从生男愿望走向生男行动
—价值合理性行动发生的环境
1援压力的聚合——
在 H 村，
笔者感受到村民在生育中面临以下三种压力：
（
1）传统的压力。传统文化强调种族绵续，也就是注重“香火”的延续，每个父子关系都是这一香火
条上的一个节，任何一节的中断，也就是香火的中断，即意味着家庭的生命线后继无人，这点无论从经
济或社会意义上看，都是致命的榆。“断了香火”就是最大的不孝。从理论上来说，种族绵续的压力是最普
遍的，
只要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地方，就会有此压力，一种压力若是越发普遍，人人都有，从另一个极端
的意义理解，也就没有压力了，或说只是一种隐性的压力，这种压力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而成为显性压
力，就要看有无激活它的条件，
在 H 村，恰恰存在激活这个隐性压力的如下两个条件。
（
2）攀比的压力。在 H 村，在生育数量被严格限定的前提下，人们常采取违规行为以实现生育男孩
愿望。违规行为的出现，在村落中产生了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一方面它向其它人做出了如何“巧妙的
规避”
或间接对抗政府的政策，以免受到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它又给其它人带来心理压力，因为这一行
为的结果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预期：
“每家都会有男孩”
。所以我也应该有，就成为每一个已婚夫妇的目
标和信念。在这个相互熟知的世间里，“
家家都有男孩”的事实，必然给尚未生男孩的家庭带来巨大的心
理压力。
[个案 2]公平的逻辑：
J 女士生育一男一女，访谈时，她承认曾经做过 B 超，用她自己的话说，
“别人都做了（B 超），都能生儿子了，你不做，你就是傻，到最后就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儿子了。”“
人就
是不能太老实，太老实了就吃亏，别人都能做（B 超），
我为什么就不做呢？要不做就大家都不做，别
人做了，我也就能做，这样才公平”。她还戏剧性的问了笔者，“你是读书人，考试时如果别人都抄
（袭），
你会抄吗？”
J 女士的个案中，她没有觉得自己做 B 超是不对的，因为她觉得别人都做了，她也就能做，别人有儿
子了，
她也必须有儿子，要不就是“不公平”
，J 女士眼中的“公平”及其产生的后果真是让人深思！巨大的
心理压力使人们在生儿子上出现“从众”甚至“攀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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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人人都“
顾面子”的社会，
3）势场的压力。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生活在同一个村落里，人与人之间彼此熟知直接互动，同处于一个生活单元之中，在这种情景中，他人
的评价和自我的面子，几乎对每个人和家庭来说，都相当重要。所以，当生男在村落中得到较高的社会
评价时，当现行的相关政策安排及其实施，又进一步强化和突出这种价值评价时，生男也就成为村落中
重要的价值目标，
直接关系到每家或个人的“面子”问题，是一种具体的现实文化所为虞。在乡土社会，是
没有隐私的，熟人社会的压力来自别人的闲言碎语，或者也叫关心，大到家庭的结婚生子，小到夫妻的
小吵小闹，都会成为邻里乡亲茶前饭后的谈资。
[个案 3] 沉默的看客：G 女士是调查年龄组中两位二女户之一，在交谈中，她说由于自己还没
有儿子，所以说话都没地位，总感到低人一等，她最怕的事情就是去参加一些村里的集体活动，比
如红白喜事等。在 H 村，
生了儿子都要喝满月酒的，主人会非常隆重的操办这场酒席，村民也都会
带上红包到场祝贺，虽然她不想去，但碍于情面又不得不去参加，这是一个让她难堪甚至感到痛苦
的场合，在这个场合里，谈论儿子自然成了最主要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总是直接或间接的刺激着她
敏感的神经，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她都是坐在一个最偏僻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埋头吃饭，不会说
什么话。在酒席上，
有村民开玩笑地说你要是什么时候也生了儿子就好了，
就可以喝喜酒了之类的
话时，她只能以勉强的笑容来掩饰内心的无奈。在她的眼中，因为自己没有儿子，这样的快乐是不
属于自己的，她只是一个看客，
别人的快乐往往更容易反衬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痕。
村里的红白喜事等公众活动，是一个村民集中交流的场所，也是一个彰显自己实力和势力的场所，
因此每家每户都会尽力办得气派、隆重，G 女士在这个生男得到高度评价的熟人村落里，没有儿子所带
来的压力是无形而巨大的。农民生活其中的狭小的空间因素和延续了数千年的习俗所蕴含的时间因素
所形成的村落文化规范的压力，使得村民们不仅要生，而且一定要生下男孩以传宗接代愚。否则，他人的
“闲语”如何抵制？自己的“面子”如何保全？这种村落现实生活的非匿名性特点增加了心理压力和助长
了从众行为。
2援从众：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实践
马克斯·韦伯把社会行动划分为目的理性的行动、价值理性的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四种类
型。价值理性的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价值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它是独立于任何功利动机
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和宗教的标准，行动者主观上认定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
不会去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其行动仅仅服务于他对尊严、义务、美、信仰或干
脆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的信念舆。在调查和访谈中，笔者深切地体会到，H 村村民的生男行动就是韦
伯所说的价值理性的行动，而不是其他三种行动类型。得到儿子就成为村民的最高价值和追求，这就是
他们的信念，而不会考虑这一行动的条件和后果。
农民的生男选择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群体的压力。群体的压力必然引起个体的心理冲突，迫
使个体在归属群体和坚持独立之间做出选择，个人会按照在自己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占优势的模式来
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现象，即从众现象
余
。在 H 村这个相互熟知的群体中，人们往往选择身边的人作为参照群体，
如果没有儿子，则会感到严重
的“被剥夺”
心理。在群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会发生一种类化过程，即彼此接近、趋同的过程。
在这种从众心理的作用下，H 村村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定要有男孩。仅仅为了达到生男孩这一目
的，他们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不择一切手段。
[个案 4] 永恒的追求：L 先生现生有一女一男，从表面看是符合生育政策的，但他自己承认，他
是生了两个女儿并做了 B 超后才生了儿子，他把第二个女孩抱养给了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说
像这样做心理安稳些，以后还可以常去看看，等计划生育的风头过去后，说不定还可以再抱回来自
己养。从他的表述和神态上可以看出在心里他还是很爱自己女儿的，并且也为自己这样做感到很
愧疚。而笔者从 L 先生的邻居那了解到，他在生了两个女儿后，第三胎还是生了个女儿，被他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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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在的这个儿子实际上是第四胎。L 先生并没有讲述这个情节，出于访谈顺利进行的需要，
笔者
并未提及此事。从他对第二个女儿的关心和愧疚到对第三个女儿的狠心抛弃，可以看出他想要生
儿子的意志和决心。从 L 先生苍老的脸庞和瘦弱的身躯可以看出他为了生个儿子在外面四处奔
波，吃了不少苦，当谈到为什么一定要生儿子时，他说村里其他人都有儿子，如果你没有，你就抬不
起头，是做人的失败，不仅自己被别人说成是无用的人，连祖宗都受牵连，说你是因为祖上缺了阴
德才绝后的，所以一定要有儿子。并且 L 先生不止一次的提到自己的父母亲，说压力最大的是他们
两个老人，自己在外打工逃避，看不到熟人，听的闲言碎语也就少了，心里还要好受一点，而两个老
人在家里是长年累月的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同 L 先生的访谈中，笔者亲身的体会到，在这个不具有匿名性的熟人村落里，没有儿子要承受多
大的压力，一定要生儿子就成为了 L 先生的信念。在他这里，生儿子的行动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实际的
效果，
如为家庭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解决自己养老问题等，
L 先生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他是把生
儿子这一行动本身看作自己的最高价值和绝对立场，不管生儿子这一行动合不合理，他都把其上升为
某种永恒的价值，
生儿子这一行动的目标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并没有在行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间进
行理智上的权衡，
实际上，他的手段很多都是不合理甚至违法的，包括做 B 超、弃婴等，他和自己的家庭
“忍辱负重”的为了生个男孩而努力着，为的是别人的评价和自己的面子，为的是生了儿子之后能满足
自己和家庭的虚荣心，要不就会有那种无形的被剥夺感觉。这种生儿子的行动，是价值合理性指导下的
生男偏好。
四、结论与讨论
1援在村民从生男意愿走向生男行动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在同时起着作用，一是传统文化沉淀下来
的生男偏好，二是对违规行为社会控制弱。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只要有一个不具备，都不会导致性别比
偏高。在抑制性别比偏高的道路了，有治本与治标两种途径。一是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改变人们传
统落后的生男偏好观念，这是治本；二是加强综合治理，强化对违规行为的社会控制，使村民无法从生
男意愿走向生男行动，这是治标。
2援过去人们要生育男孩往往是从家庭生产的需要等理性角度考虑的，当前人们要生育男孩已不是
出于这种理性思考了。在 H 村，
随着抚育孩子费用的大幅攀升尤其是教育与结婚、建房等费用的高昂，
人们已认识到，多子未必多福。但一定还是要生儿子，并且“生男即止”，孩子不要多，有儿子就够了，这
是一种信念，这是一种绝对价值，是一定要实现的。村民收入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来自农业收入，生育
男孩不是为了满足家庭劳动力的需要。生男情结是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思想在今天延续，并通过压
力与从众激活这一潜在思维，于是，村民一定要生男孩，这是绝对的、永恒的目标，而不问也不会去思考
生育男孩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生男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使得性别比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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