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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就王丰、李中清发表的!摘掉人中决定论的光环 兼谈历史人口研

究的思路与方法∀ (以下简称!摘掉∀)一文中对作者同期发表的文章!马尔萨斯理论与清

代以来的中国人口 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 (以下简称!马尔萨斯∀ )一文的

批评所进行的反批评。作者没有就!摘掉∀中对!马尔萨斯∀的所有批评逐条回应, 而是

在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上做一澄清, 主要是从学术上就!摘掉∀所涉及到的中国人口

史的重要问题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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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掉谁的光环

# # 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 1期上, 我们撰文!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

国人口 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 1 (以下简称!马尔萨斯∀) ,对李中

清、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1700- 2000∀(以下
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进行批评,并对其他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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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论。我们在文中认为:李中清等学者在宏观人口史的认识上无视 19世纪中

期以来中国人口的灾难性剧烈变动;在微观人口行为研究上只是以有限的新资

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 他们对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经
济条件不仅存在误读,并且缺乏体会;因此他们的新理论没有能够改变学术界自

马尔萨斯以来对中国人口的基本理解。

同期王丰、李中清发表!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 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

路与方法∀ 1 (以下简称!摘掉∀)一文, 对我们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王和李指

出:清代以来的中国宏观人口变动与他们所研究的微观人口行为并没有必然的

关系;在微观人口行为方面我们在解读原作、引证和概念上犯有 20 点错误。此

外他们还指出: 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我们先入为主地接

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 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

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

首先需要说明, !马尔萨斯∀一文是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由我们合

作完成。文章初稿在 2001年 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的有关编辑转给了李中清,李

曾将此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复印散发。文章在 8月间被!历

史研究∀正式接受后, 我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一次修改为!历史研究∀所拒绝,

理由是,此前已将!马尔萨斯∀初稿正式寄给了李中清,约请他们写反驳, 如果采

用我们最后的定稿, 王和李写作中的反驳将会变得无的放矢。这一过程还是导

致了王和李在一些问题上对我们做出了没有对象的批评。

例如在!摘掉∀中,王和李对我们进行最重大的批评是生育%反弹&。他们认

为:曹和陈将中国农村 1960年后的高生育率简单地解释为所谓的%反弹&; 把中
国历史和现代人口升降统统解释为%被动的&人口过程;这种关于%反弹&的思路

实质上视中国为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即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理性,不可能

去%主观地&调节人口。因此, 他们指出:曹和陈关于生育反弹的认识所主张的是

一种人口决定论。

我们的确在!马尔萨斯∀初稿里使用了%反弹&的概念,但却是从李中清、王丰

的书中借用的。李和王讨论到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生育率时在!人类的四分之

一∀第 142页注释 13中写道: %惟一的明显例外是 1963年不寻常的高生育率,到

达了 7. 4,这是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之后的反弹&。在第 171页又写道: %大跃进之

后的 1961年,农村人口开始激增, 而且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持续了达十多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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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70年代和 80年代成功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 1 基于李和王的%反弹&

思想以及 1961年以来的农村人口持续性激增,我们觉得如果要界定大跃进之后

的%反弹&,那么它可以从李和王所引证的 1963年高生育率开始,到 1983年后农

村生育率被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抑制到 3. 0以下为止。%反弹&首先是李中清和
王丰的学术主张。如果我们对%反弹&的使用是%人口决定论&,那么, 李和王何以

面对自己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使用的生育%反弹&思想? 也就是说, 李和王

到底该摘掉谁的光环?

我们在初稿中借用李和王的%反弹&概念旨在说明:如果大跃进之后中国农

村的无控制生育持续了近 20年,那么在 19 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和华北大旱灾

造成了人口巨量死亡之后,农村更会有% 反弹&无控制生育将持续得更久。而在
这样的%反弹&中,李和王所描绘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控制体系不可能存在。

由于考虑到借用%反弹&概念对!人类的四分之一∀所进行批评主要是一种基于逻

辑而非史实的批评, 我们在第一次修改时删去了%反弹&, 发表稿中也没有关于

%反弹&的论述。不幸,这一差错却让%反弹&成为!摘掉∀一文对我们进行%人口决

定论&批评的主要证据。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有几处错误, 但它们不具有根本性,出版的技术原因还

使得王丰和李中清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失去了实质意义。!摘掉∀批评中的第 4点

指出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有一处把李和王以及普林斯顿学者对不完整数据所估

算的婴儿死亡率系数不恰当地套用在 1940- 1949年婴儿死亡率的完整数据上,

这是人口学常识上的错误;第 19点指出有一处搞错了美国学者沃尔夫的学术单

位;第 20点指出有一处注释弄错了作者与著作。这三点批评都正确。在最后定

稿中,我们不仅改正了以上三处错误,还重写了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

部分,但我们对这三处错误的修正没有能反映到发表稿中去。

至于!摘掉∀中第 16点批评我们在人口预期寿命与死亡率的关系上概念混

乱,我们有写得不够清楚之处,并非对这一关系误解。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用
了阎瑞和陈胜利的研究指出: 从 1960年代中期开始, %在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

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或者说开始了

有意义的增长&。预期寿命依据人口学的生命表计算, 取决于分年龄组人口死亡

率。即便总人口的年死亡率不变, 分组人口死亡率的变化也会导致预期寿命的

增高或减低。我们的论断旨在说明: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 1950年代里经历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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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下降,并在大跃进后逐渐趋向于稳定,此后预期寿命增长的意义在于实际寿

命的增长。我们没有说清楚所引证的%人口死亡率&指的是%年&人口死亡率,而

非%年龄组&的人口死亡率,由此所引起的批评当是我们的责任。

撇开文章传送和出版的技术原因, 王丰和李中清对我们的所有其他批评可

以被归入二类问题。一类是他们对我们的误读。如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李

和王认为:溺婴造成了中国女性的短缺、婚姻市场对男性的挤压、婚姻的高攀性、

以及为实现婚姻的难以负担的经济成本和情绪成本,而为了减少这两种成本,中

国父母不仅对已婚生育率进行抑制,有的还宁可杀死或出卖他们的孩子以逃避

为子女操办婚姻的义务, 因此, 婚姻在中国是形成生育控制的一个原因。 1 我

们在!马尔萨斯∀中认为, 用婚姻来解说中国历史上对人口生育的控制是不合理

的。理由是,第一,婚姻率与生育率没有关系。生育率取决于女性,男人是否都

能结婚并不是一个家庭或妇女实行生育控制的原因。第二, 中国男性单身的真

正原因是贫穷, 把女性的短缺解释为男性单身的原因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

误读。我们所批评的是李和王所阐述的婚姻形式与生育控制的相关性, !摘掉∀

批评的第 15点指责我们分不清人口出生率与女性生育率的根本区别。这一指

责与我们毫无关系。

第二类,王和李对我们批评的绝大部分, 都属于可以辩论的问题。例如!摘

掉∀批评的第 10点指出: 我们使用了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证明近代中国农村的高

生育率。对于费先生的研究, 王和李认为, %我们不仅要引用他的概括性结论,更

要看重他的实地调查。&王和李提醒我们: 费的著作中也包括了他本人观察到的

节育、人工流产、溺婴现象。我们读到过费先生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广西瑶族的

一些集团,一家只准有两个孩子,继续受孕的胎儿要被堕胎、溺死、或抛弃; 在花

篮瑶,一个不知堕胎方法的女人被称为%笨婆&;而对生育的限制是瑶族地区感到

了资源的限制, 他们需要保持恒定的人地比例。在江南开弦弓村, 村民%通常把

女孩送给镇上的大户人家做使女, 或送到专门的慈善机构去以代替溺婴&。在开

弦弓和其他地方,农村妇女吃螺蛳和鱼鸟蛋一类的东西堕胎, 这是极普通的。 2 

这些现象可以被解读为: 广西的瑶族感到了人口的压力;开弦弓的村民有着对女

婴生命的尊重; 在花篮瑶之外, 乡间的堕胎方法不管用。这些现象的意义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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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四分之一∀的基本观点相悖。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没有引用这些现象是因

为篇幅的限制。问题在于,费先生依据其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得出了中国农村高

生育率的结论, 在引用他关于农村生育制度的研究时, 我们更要看重的是他的概

括性结论还是他实地调查的一些现象?

我们不准备就!摘掉∀对我们做出的所有批评逐条回应, 因为我们不希望学

术批评和反批评在细节上锱铢必较, 成为语言的反诘和逻辑的纠缠。就我们而

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我们只想在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上做一澄清,更主要是从学术上就!摘掉∀所涉及到的中国人口史的重要问题做

出回应。

二、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 # !摘掉∀指责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 其核心是认为我

们在批评李和王的微观研究时并没有自己的微观研究或依据他人的微观研究。

至于%常识性&原则, 王丰、李中清在!摘掉∀中认为: 要推翻一项微观研究所形成

的判断, %所依靠的应是同样微观研究反证的积累。所谓实证科学研究的方法,

便是通过微观研究结果的积累来推翻或肯定已有的结论,或提出新的结论。&

这一原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 微观研究的积累有时可以用来推翻

已有的结论,有时不可以用来推翻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在实证研究中,一项微

观研究的判断可以与另一项不同, 但并不表明此项一定比彼项正确。当争论的

双方各自举证相反的微观事例时, 这一原则就可能陷于困境。中国疆域广袤、人

口众多、社群多样,十项微观研究的积累,如果没有更多地覆盖中国的各种特点,

也未必比一项微观研究的判断更为正确。为了通过个案研究提出具有某些普遍

意义的判断,人们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的抽样与推理,将研究的意义从部分

推及全体, 从微观推及宏观。此外, 一项微观研究本身也可能存在各种错误,也

需要批评。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对于一项微观研究进行批评,既可以是针对其微

观研究本身,也可以是针对其推理过程, 还可以是针对其判断的意义, 或者举证

更多的相反的事例以证伪。

我们的批评并没有违反这一原则, 而李中清和王丰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也远

非尽善尽美。李和王的微观研究主要是 19世纪的辽宁村庄道义屯的人口和 18

世纪后半期至 19世纪上半期的清皇室人口。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批评道义屯

和清皇室人口的不具备代表性,不能用以推及全国。李和王在!摘掉∀中批评我

们使用的数据不具全国代表性,但又同时认为他们%所使用的历史登记资料也不
具有全国代表性&。那么,道义屯和清皇室历史人口行为是否能代表全国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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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问题,而李和王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做出的批评也并非是基于%通过微观研

究结果的积累&。王和李也还指出,他们所依据的%回顾性现代调查资料&不仅具

有全国代表性, 并且质量也获得肯定。这些资料指的是 1982 年和 1988年的生

育节育调查。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证的赵中维 1 和周夷谷关于生育率的研

究正是依赖这些资料,赵与周的结论却与!人类的四分之一∀不相同。我们依据

赵和周的微观研究对李和王的进行批评正是基于%同样微观研究反证的积累&来

推翻一项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判断。

对于从微观研究向整体的推论,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 220页解释

说: %因此,当所有的中国人口 不管其地区、时间和社会经济背景 都证明

了低已婚生育率和普遍的女性结婚率时,就有理由得出结论,这是中国人口体系

的典型行为。同样地,当不同的人口展示了与某种特征相连的共同行为时,也有

理由得出结论, 具有此种特征的其他人口也可以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按照同一

书第 217页的总结, 所谓%不同的人口&包括了九项不同的微观人口研究,累积共

52. 3万人口, 其中台湾学者刘翠溶的研究人口的 26. 1万, 2 恰为全部案例人

口的一半。李和王显然认为刘翠溶的人口与他们所研究的人口展示了特征相连

的类似人口行为。然而, 在仔细查证后我们发现, 刘的研究并不完全构成对李和

王研究的支持。例如,关于婚姻,李中清、王丰和刘翠溶都证明了中国女性人口

的普遍婚姻率。但是,李和王认为道义屯的男性在 40- 45岁时,大约有 20%是

单身汉,并据此推论%中国男性的独身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缺乏&, %男性婚姻模式

明显不符合马尔萨斯提出的中国婚姻模式&。 3 刘翠溶的研究则表明若以年满

40岁以上为准,中国男子只有 2. 2%未婚, 4  男性独身率极低, 两套数据大相

径庭。又如,李和王指出: %随着 19世纪后溺杀女性现象的减少, 男性结婚率大

大提高。& 5  刘翠溶的研究则表明, 18 世纪末叶, 即清朝由盛转衰之际, %开始

有更多的男子在四五十岁时尚未结婚&。 6 两项研究所描述的事实相反。李中

清、王丰的研究和刘翠溶的研究都认为中国有着低已婚生育率,但是, 关于生育

率的变化及原因却大不相同。刘翠溶强调 18世纪中叶以后至 19世纪长江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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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育率降低,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所致 1 , 而道义屯人口和清皇族人口则

未经历这场战争。关于人口预期寿命,各自的结论也不相同。李和王认为中国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平均预期寿命增加 2 ,刘翠溶的数据则显示18世纪末叶或

19世纪初以后人口的死亡年龄降低, 死亡率有增高的趋势。 3  

以上一系列对比证明,在不同的微观研究中, 既存在相同的事实, 也存在完

全相反的事实。即使人们不考虑孰是孰非, 也绝不可以将相反的事实作为自己

研究的支撑。李中清、王丰基于刘翠溶数据中的某些相近指标, 而不顾其他不同

指标所做出的推论, 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 即便从李和王所认可的微观研究的

角度看,道义屯和清皇室这两个相当特殊的人口群体特征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据

此所作中国人口行为特征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宏观人口变动与微观人口行为

# # 我们与李中清和王丰对清以来中国人口的认识的根本差异之一是: 在考虑

到 19世纪以来宏观人口史上的灾难性剧烈变动时,一个如他们所描述的微观低

生育率人口行为特征是否可能存在? 在!马尔萨斯∀中,我们批评李和王在!人类

的四分之一∀中对 1700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的描述有意忽视了 19 世纪中期以来

战争和灾难对人口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 他们对人口史的描述不足以成为他

们对微观人口行为讨论的基础,而在宏观灾难性人口变动之下, 他们的低生育率

人口行为特征无法存在。!摘掉∀在这一问题对我们做出的有学术意义的反批评

共有三点。第一,证据的可靠性问题。王和李指出我们所计算出的太平天国等

灾难性事件在 1850- 1877年间导致了中国人口减少 1. 18亿不仅%骇人听闻&,

并且是个%迷&, 而灾难后人口如何反弹的机制是一个%黑箱&。第二, 宏观人口史

与微观人口行为的相关性问题。王和李指出,清代人口宏观变化与他们所研究

微观人口行为特征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两种可能性可以并存,即便人口大量减少

也不能否定中国家庭与个人曾对人口积极干预。第三,学术讨论的范围问题。

王和李指出, !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核心是对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征及其

社会背景的分析, 而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内人口总量变动的估算, 而我们以

1850- 1900年间细微的人口变动趋势强行作为判断他们研究的基准,是改变了

他们学术讨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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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我们所提供的灾难性人口变动证据是可靠的。我们除了指出何

炳棣和珀金斯等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外, 主要依赖的是曹树基近年对清代人

口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已经指出, 曹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读,以一

个一个%府&为单位建立起来的,这比过去学者主要依据清中央政府的资料所得

出人口数据要准确。进一步而言, 曹对清代中后期的人口研究是在清中央政府

的资料和大量地方志基础上, 再以其他资料进行对勘与修订,建立了 5个比较可

靠的人口标准时点: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咸丰元年

( 1851年)、光绪六年( 1880 年)、以及宣统二年( 1910年)。在这些时点之上,曹

采用户均口数分析法、性别比分析法、人口增长速度分析法、样本分析法和不同

时代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 重建了分% 府&的人口数据。而在%府&这

一单位基础上, 这些数据不仅与曹对明代和清前期人口研究结论有着连续性,并

与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也有着一致性。 1 至于

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与光绪大灾中人口死亡数据, 曹的结论是根据逐

县、逐府的资料进行计算得出的。在此类计算中, 曹审视了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外逃移民的回迁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影响计算的统计或制度问题, 并参考了大量

当时人笔记著作中对死亡的经验性描述。 2 

曹树基对清人口的研究不仅仔细考虑过王丰和李中清在!摘掉∀中提到的美

国学者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虚假增长的分析, 或者说中国人口资料的可靠

性问题, 3 并且正如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指出的,曹以%府&为单位对清人口自

下而上研究的整个构想就是受到了施坚雅关于四川人口研究的启发。鉴于曹的

研究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再采用多种方法反复研讨和修订, 我们认为曹对清代

人口增长变动的整体描述和对太平天国等战争和灾难的损失人口估计是大体准

确的。我们在!马尔萨斯∀中也引证了近年来葛剑雄、路遇等对太平天国所导致
人口损失的估算数据来强调: 中国学者对清中后期灾难性人口变动的认识比较

一致。我们既没有如!摘掉∀所批评的那样强求李和王引用曹对清中后期人口规

模变动的估算, 也没有如!摘掉∀所指责那样借此宣扬曹对人口研究的新发现。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的批评非常清楚: 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里引用了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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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棣、赵文林和谢淑君等学者的人口史著作把中国人口从 18世纪初以来的增长

描述为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却没有同时引证这些学者关于 19世

纪中期以来人口过程中灾难性下降,因此他们对清中期以来的人口增长描述不

能成为讨论微观人口行为的依据。我们引证曹的研究只是更准确地说明灾难性

的人口变动不仅存在,并且不容忽视。

关键在于这些灾难性的人口变动是否影响我们对人口行为特征的认识。如

果人口行为特征只局限于李中清等研究的辽宁道义屯与清皇室, 那么影响将微

乎其微,但如果是关于整个中国,那么宏观人口的变动与微观人口的行为当然存

在着对称性关系。仅以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采用的人口数据为例:

中国人口大约从 1750年的 22500万增长到了 1850年的 42500万,然后再增长

到了 1950年的 58000万( 1850年的数据为我们基于!人类的四分之一∀第 40页

人口曲线表所取的近似值) , 1  前 1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 38( ,后 100年

为 3. 11 (。在李和王看来, 这后 100年中的慢了一倍的增长率是中国对已婚生

育抑制和溺婴的结果, 而在我们看来, 这一较慢增长率是灾难对人口影响的结

果。按有记载的数据简短地计算, 我们认为 1850- 1950年间的战祸、饥荒、灾难

至少导致了大约 152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战

争和光绪大灾估算的 11800万和其他学者对其他事件所估算数千万人口的非正

常死亡。 2 假如 1850- 1950年间的人口依然像之前 100年一样按 6. 38(的速
率增长,那么在 1950年中国的人口将应该是 80280万,但实际上只有 58000万。

在这一宏观的人口灾难变动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已婚生育控制体系对中国人口

起着作用,尽管我们不排除道义屯的农民或清皇室贵族可能有生育控制。此外,

这些灾难性的人口死亡的确发生过,既不是%谜&,也不是%黑箱&, 虽然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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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第 40, 50, 165- 166页。



的准确数量还可以做深入研究。

我们以上对灾难性人口的举证表明我们在宏观人口史方面的批评没有改变

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讨论范围, 这些举证也显示%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
征&与近三百年来的宏观人口变动不可能没有关系。事实上,李和王也论证了宏

观人口变动和微观人口行为的关系,只不过与我们的思路相反。在!人类的四分

之一∀里,李和王不仅对何炳棣以来的宏观人口史研究做出了批评,并且在第七

章里确切地描述了 1700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两个阶段: 第一段是持续了 2个

多世纪的人口缓慢增长, 第二段是从 1950年开始的人口激增。李和王认为第一

段的缓慢人口增长主要是受到了低已婚生育率的抑制, 而在第二段里, 由于

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打碎了传统的家庭集体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在无控制

的情况下激增, 直到国家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 1  李和王的确没有对某一历史

时期内人口总量变动进行估算,但他们的这些论述却是以对微观人口行为的描

述来取代以往对宏观人口增长的解释。显然,要摧毁%马尔萨斯的神话&,仅指出

中国有过一些生育控制是不够的, 还必须指出中国人口宏观变动也是在生育控

制体系调节之下。我们对!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批评则在于指出: 宏观人口史上

的巨大灾难性人口变动足以否定低生育率控制体系的存在。

四、微观人口行为与中国人口史

# # 在微观人口行为领域里, 我们与李中清和王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核心是关

于中国生育率及其解释。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指出: !人类的四分之一∀过低地

估计了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错误地将复合家庭界定为中国的主要家庭模式

并在其之上虚构了一个家庭集体性的生育控制体系, 不恰当地以有限的资料论

证了中国人口行为的特征。在!摘掉∀中, 王丰和李中清认为我们的批评在人口

学的常识性方面犯下了许多错误。

我们想从%溺婴&开始说起。我们双方都认为溺婴是一个家庭对人口和性别
的主动控制,区别在于我们反对把溺婴视为%产后流产&。李中清等认为,道义屯

之所以有较高的溺婴率是因为中国农民们可能把溺婴理解为%产后流产&而非对

生命的杀害,因为在中国传统里生命从虚岁 2岁或实足 6个月开始, 在此之前婴

儿只是%幼小动物&或%不完全的人&。李中清等依据唐代均田令所说%民始生为

黄&,把%黄&译为%幼小动物&( young animal) ;依据!周礼∀所说%登民数,自生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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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认为在婴儿%生齿&前不能被登记入人口时是%不完全的人&。 1 我们认为,

在中国传统中, 婴儿被视为有生命的。在明代小说中, 五代钱公要溺去刚生下的

儿子钱镏(吴越王)时, 邻居王婆劝言: %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 待老身领

去,过继与那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性命&。这类例证在中国古典文献里

还有很多。 2 均田令中的%黄&, 元代马端临解释过, 指%幼儿&。 3 %生齿&的意

义也很清楚:婴儿是人在发育成熟过程中的最初阶段, 或许是%不完全的人&,但

绝非%完全不是人&而被毫无道德思考地溺杀。
%产后流产&概念的关键之处是它使溺婴有了生育率控制的含义。李和王指

出,溺婴是较高生育率的当然后果: 一个家庭在想要更多儿子时, 可能导致溺杀

更多的女孩。 4 雷夫里和王国斌在诠释这一概念时更指出, 溺婴的功能是一种

%出生控制&( birth control)。 5  我们认为中国溺婴主要是依据婴儿%性别&的决

策,而非高生育率%数目&的后果。实际上,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即便不具有高生育

率水平也会溺女儿。我们还认为, %产后流产&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指对脱离

母体后婴儿的窒杀, 但李中清等没有说明是脱离多久。假如婴儿脱离母体后的

第1秒或 6个月内被窒杀是%产后流产&, 那么在第 7个月的第 1 天被窒杀还算

不算? 正是基于以上对溺婴的认识,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批评了李和王%产后流

产&的概念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传统里对生命的看法,改变了现代医学上%活产&的

定义。

至于死亡率,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对李和王的!人类的四分之一∀提出了三

点批评。第一, 我们批评李和王高估了道义屯的溺婴率。我们没有对李和王所

估算的道义屯婴儿死亡率水平挑战,只是指出以户籍来推算溺婴会扭曲历史的

真实。李和王通过 19世纪道义屯的户口登记中的数据,推算非正常的婴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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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 ledge & Kegan Paul, 1939, p. 35。

Lee, James and Cameron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 ral China: S ocial Org aniz ation and

Pop ulation Behav ior in L iaoning , 1774- 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0;李中清、

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第 85, 92页。



来自于少量的溺杀男婴和大量的溺杀女婴。 1 我们引证了赖惠敏的研究指出:

当时辽宁和道义屯的婴儿死亡的主要杀手是天花。第二,我们批评李和王低估

了封建社会晚期以来的中国婴儿死亡率。李和王认为中国自封建社会晚期以

来,溺婴特别是溺女婴的持续下降, 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 清皇室和北京的

医疗条件取得了进步,导致儿童死亡率出现长期稳定的下降。 2 我们举证了民

国期间农村婴儿的高死亡率, 指出这些%降低&没有在农村中国发生。第三,我们

指出李和王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整个讨论无视危机死亡。李和王认为, 没有证

据表明在最近 300年里中国人口死亡率在上升或死亡危机的频率和强度在上

升;相反, 随着人口的增长,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下降。 3 我们除了引证曹

树基的灾难人口研究说明这一%稳定&的趋势在 1850- 1950年不存在之外,还批

评了李和王无视了何炳棣等人著作中对危机死亡的讨论。我们现在依然认为上

述三点批评是合理的。我们所举证过的危机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表明, 直到

1950年之前中国人口基本是一种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由死亡率所驱动, 即便基

于李和王所认同的普林斯顿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的研究也无法让人得出相反的

结论。 4 

我们认为李中清和王丰对中国三百年来的生育率估算过低。为方便起见,

我们把双方引用的中国生育率数据列成下表。

中国妇女已婚总和生育率( TMFR)

# # # # # # # # 1700- 1890 年清室贵族 # # # # # # # # 5. 3

1774- 1873 年辽宁道义屯 6. 3

1929- 1931 年 22 省农村 6. 2

中国历史上 6- 7. 5

1914- 1930 年出生中国妇女 6. 7

1940- 1949 年结婚的中国农村妇女 6. 17

1950- 1957 年中国农村妇女 6. 25

1962- 1971 年中国农村妇女 6. 57

资料来源:第一项是李中清等对清室人口登记做的推算;第二项是李中清等对道义屯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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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登记做的推算,第三项是李中清等对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研究做的调整; 第四项是赵中维

通过 1982 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以及一些族谱研究后对中国历史人口生

育率的认识;第五项是赵中维对 1982 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中 30000 名出生于

1914- 1930 年的妇女所做的分析;第六项是周夷谷对 1988 年千分之二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

查中 1940 年代结婚妇女的分析; 第七项和第八项是 1982 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的数

据,数据为总和生育率, 由于并非所有年龄上的妇女都已结婚, 已婚总和生育率应该稍许高一

些。以上第一、二、三项参见李中清、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 ,第 124 页。第四项转引自 Wil

son, Christopher, and Pauline Airey, % How can a homeostat ic perspective enhance demographic

t ransit ion theory?& in Population Studies , 1999, 53: 2: 117- 128。第五项参见: Zhao, Zhongw ei,

% Deliberate birt h contro l under a high - fer tility regime: repr oductive behavior in China before

1970& , in Pop ulation and Develop ment Rev iew , 1997, 23: 4: 729- 767。第六项参见周夷谷:

!近代中国妇女婚后生育研究∀ ,载于常崇煊主编: !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北京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 , 中国人口出版社,第 146- 171页。第七、八项参见沙吉才主编:!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

题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03页。

李中清等对历史上的生育率的讨论主要是依据上表中的第一、二、三项数

据,其中第一、二项是李中清等人的推算, 第三项是普林斯顿人口学者对美国学

者卜凯的 1929- 1931年中国农业调查资料的推算。清贵族的生育率比较低;在

对道义屯的户口推算中, 由于李中清和康文林以一个较高的死亡率和漏登率对

生育率进行了调整, 因此实际的已婚生育率也有可能要低一些; 而普林斯顿学者

则指出, 22省农村的总和生育率( TFR)为 5. 5。 1 基于以上的数据和理由, 李和

王认为,历史上中国已婚妇女很少有 6个以上的孩子, 而与她们同样条件的欧洲

妇女平均有 7. 5- 9个孩子,这种低已婚生育率是中国人口体系最明显的特征之

一。 2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用了赵中维的两项研究以及周夷谷的研究, 说明从

历史上直到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的已婚生育率一直在 6以上, 中国并没有李和

王所认为的低生育率特征。考虑到周夷谷研究的人口队列在育龄晚期时受到了

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现在再加上沙吉才人口小组所提供的数据,我们认为传统

农村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约在 6. 5左右。

李中清等对中国 1950年前的生育率看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人口

如何增长。在 1774- 1804年间,道义屯的农民没有溺婴,它的男女人口年平均

增长率为 12 (。但从 1804年左右起对女性实行性别选择溺婴后, 它的人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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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了。在 1804- 1873年间,道义屯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0. 5( , 其中 1828-

1873年间它的总人口从 3270人增长到了 3271人, 45年里只增长了 1 人。 1 同

样,在普林斯顿的人口学家所估算的生育率水平里, 1929- 1931年间中国农村

人口的年出生率和年死亡率分别为 41. 2(和 41. 5( , 即人口的年增长率为- 0.

3(。他们理解: %中国农民的死亡率似乎正好处在可以被生育率体系所造成的

出生所替代的水平&,并且认为这种水平%显然也为 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农民所经

历&。 2 换言之,如果妇女不增加生孩子的数目,人口只能下降。如果李中清等

和普林斯顿学者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分析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人口在 1800-

1950年间增长过没有? 怎样增长?

第二,中国生育率与欧洲的差别。我们在未发表的初稿中写过%中国妇女的

生育率与欧洲妇女没有差别&,!摘掉∀对此进行了批评。其实我们是在对婴儿高

死亡率和妇女生育率的关系进行逻辑推论时如此写的,主要指生育是否有控制

而言。我们在!马尔萨斯∀的发表稿中已删去了这一句。中国的生育率比欧洲的

低些, 这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 相对于欧洲而言, 中国较低的生育率是否可

以让人推断出对生育的抑制?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已对这一比较的含义进行了

批评。进一步说,按照李中清和王丰的引证, 欧洲妇女的自然生育率以英国的平

均 7. 5和法国的平均 9. 0为范围, 中国妇女只有 6个或更少的孩子, 这显示了中

国妇女或家庭对生育采取了抑制。但这一比较也同样意味着: 中国妇女必须生

满至少 7. 5个孩子才算是没有对生育采取抑制。假如中国妇女比英国妇女差

1. 5个孩子是因为生育抑制,那么我们觉得李和王首先应该解释英国妇女比法

国妇女少生 1. 5个孩子是否也是因为生育抑制。

我们认为, 中国传统妇女对生育没有抑制。!人类的四分之一∀在说到中国

的生育抑制时认为: %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 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

情∗ 。当他们想要孩子时, 他们能够加快生孩子的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

待。中国夫妇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的生育率

要低得多&。 3 这一论述使传统中国夫妇的人口行为有了一种想生就能生,想

不生就能不生的理想境地。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对%集体家庭&进行了批评,认

为复合大家庭不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模式。!摘掉∀将此归结为%观点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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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问题而未加讨论, 那么我们也留待读者们去判断,看一看历史上的中国是

否有一个集体家庭的生育控制体系。我们在!马尔萨斯∀中还指出了中国传统的

避孕和流产方法没有效用,王和李在!摘掉∀中说: %我们也同意历史上的避孕和

流产方法的效果无法与现代的相比&。在这一说法之下,李和王关于中国夫妇掌

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而导致低已婚生育率的论断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还

有一点可以推测生育抑制可能性的证据是中国的生育间隔要比欧洲长得多。

!人类的四分之一∀指出,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的生育间隔比人口

体系转变前欧洲人口的生育间隔要长 20- 40%。 1 这主要是由于长哺乳期所

造成,李和王也看到了这一现象。问题在于, 长哺乳期是否是出于生育控制的目

的? 李和王认为这是中国家庭或妇女对生育的一种婚姻抑制,我们认为不是。

沙吉才的人口学小组的研究表明, 在 1950- 1960 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育间

隔比城市妇女要长, 原因是农村哺乳期比城市长, 但农村的多胎生育比城市要严

重得多。 2 换言之,长哺乳期并不说明中国农村家庭在实施生育控制。

五、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

# # 我们认为, 理解过去 300年来的中国人口,无论是落入过去已有的认识框架

还是创造一个新的认识框架, 首先需要尊重中国人口历史的真实。这不仅包括

中国宏观人口史的真实, 还包括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微观人口史的真实。李中清

和王丰关于中国人口的新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以过少的资料过度推论了一

个微观中国人口行为史, 结果他们的理论里充斥着根据不足的假设和错误的诠

释。推论中国历史人口的行为对理解中国当然重要, 但中国巨大的地理和人口

规模决定了这一推论需要有大致充足或典型的证据, 特别是要有关于中国内陆

的证据,并考虑各地区差异。一个边远省份辽宁的满八旗小村庄和一批清皇室

贵族人口, 对于中国而言,过于偶然和特殊, 他们不应该被作为基本证据来诠释

中国人口行为的历史模式,更不应从中演绎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微观人口行为的变化可以解释历史,历史的变化也可以解释微观人口行为。

对中国人口行为的论证需要有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正确理解, 否则所

作论证将背离历史。从这一点来看,李和王、甚至普林斯顿人口学家都过度诠释

了他们的证据。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想一想他们为中国封建晚期以来所界定的低

已婚生育率和溺婴率是否还能让中国人口增长, 是否能契合 19至 20世纪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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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人口变动,其中充满了巨大的灾害和饥荒、剧烈的造反与革命。在道义屯

的人口和清皇室的人口方面, 李中清等学者的数据也许离真实并不太远,尽管他

们主要是对不完整的资料进行推算。然而, 当这些数据被作为中国的典型与欧

洲相比时,他们过度信任了自己的数据和人口学中依经验所确定出的一些标准

数据。他们把中国相对低的生育率视为一种无法与自然生育状态相匹配的过低

生育率,然后从数据中读出中国对生育率抑制的制度化机制,丝毫没有体会到贫

穷、艰难和超支的体力都更可能导致中国妇女的生育能力下降。他们试图通过

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比较以改变马尔萨斯论或欧洲中心论的人口史,而我们认为,

在这样一个试图中, 将传统中国农民和传统印度农民或者埃及农民作比较,或许

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行为以及破解欧洲中心论。

经济理性是分析人口行为的关键性工具, 但它更适合于市场经济社会。传

统中国的农民的确是理性的农民, 但理性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多生儿子对贫

穷农民可以是增加劳动力的经济理性, 但对富有乡绅可以是增加家庭势力与荣

耀的文化理性。在 1990年代, 中国农村已向市场经济转型了一个阶段以后,人

口学家们在几个不同区域的调查发现: 农民们的生育是基于%风险最小化&的社
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农民们生孩子的动力是因为集体医疗保障水平太低、宗

族冲突增加、治安状况不良、官员与群众关系太差,担心自己会容易失去一个、或

唯一的一个儿子;或者简单地是因为别人有了儿子。 1  中国农民所体现的生育

社会理性至少可以让我们认为:李中清等在研究道义屯和清皇室时分别把粮价

变动和婚姻支出与溺婴和生育率水平作为对应关系、是过度应用了经济理性。

正确修正马尔萨斯理论, 重要的是检验他的理论思考。在马尔萨斯之前,乾

隆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超越了农业生产的容量。马

尔萨斯与他同时代中国人的不同在于: 他思考到如果人口继续增长, 中国将面临

贫困和苦难。尽管过去一百多年里现代技术的持续进步已逐渐使中国摆脱了粮

食短缺,但随着另外一些生存和环境危机的出现或迫近,使得马尔萨斯对中国的

思考并没有过时。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但这种超越却

是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利用为代价的。当代中国有 400个城市(超过一

半以上)永久性缺水,华北的农民为取得饮用水而必须打井打到 100到 600米的

深度,使华北平原出现了巨大的地下漏斗。人口的过度活动所造成的沙漠化、严

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长江洪水泛滥等构成了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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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从现代学者角度来修正马尔萨斯理论需要

有关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更广阔眼界,而不应是对马尔萨斯 200 年前的字句进

行批判。李中清和王丰更多地是以 19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行为和社会经济条

件为重要证据之一来批评马尔萨斯,以证明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增长会导致灾

难的预见不合时宜。然而,这是以有意识的转型社会来批评马尔萨斯关于传统

社会的描述,是不公正的。

正是基于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 我们论述了中国从 19世纪以来的人口压

力,批评了李中清、王丰关于 300年来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的

观点。我们从来未将超常规模的人口死亡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太多或增长太快,

也未将人口视为万恶之源。其实, 我们在!马尔萨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人口压

力是 19世纪以来中国一连串社会动荡的长时段根本性动力之一,而另一根本性

动力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我们既没有显示出自己是人

口决定论者,也没有把超常人口的死亡或工人下岗、农民失业等社会问题简单地

归咎于人口过剩。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人口压力, 这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

需要解决而非争辩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的努力。作为

历史学者,我们和我们所引证到的其他中国人口史学家对认识这一问题的贡献

在于:我们指出了当代人口过剩在中国是人口历史的积累, 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因

此而对解决这一问题负有责任,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1950年代中国领袖对人

口的错误理念极大地增长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问题,它既不因马尔萨斯学说的描绘而

存在,也不因马尔萨斯%神话&被摧毁而不存在。严肃的、负责任的学者绝不应该
否认中国存在的过剩人口和严重的人口压力,或者,至少应该解释,近 2亿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为什么不是过剩人口。在这一点上, 王丰和李中清对

我们的讥讽并没有意义。如果将中国的人口问题视为马尔萨斯式人口过剩的神

话,而以道义屯和清皇室的人口行为经验去破除西方中心论,那么,这一学术无

论如何勤奋也只是一种%洋中国&: 它的%中国&是为了与西方的对话而存在,而不

是为了中国的真实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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