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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开 #二
胎 $!" 年 之 后 的 山
西翼城! 人口增长
率 反而低于 全 国 水
平! 以 性别 比例 为
代表 的各 项 人 口 指
标均优于全国水
平%

山西翼城：
不为人知的二胎试验
作为翼城 1990年至 2002
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
山见证了几乎整个 “二胎”试
点的过程。在 1985年，时任翼
城隆化镇镇长的冯，第一次接
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
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
被召集起来，由时任山西省社
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向干部
们讲解了在翼城试点 “二胎”
的办法。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
大乡村厉行 “只生一个好”的
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
形容当时的心情——
—“大胆出
位”，
这是他对梁中堂的描述。
尽管几乎所有的与会干部
都同样“震惊”，这一年仍然成
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转折年。
在后来的 25年中，这个偏远的
农业县将悄然实行与全国大部
分地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
策——
—有条件地放开“二胎”。
在这个坚持至今的 “人口
特区”，
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
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
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
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
平。
对于翼城来说，
25年试点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无
论是理论奠基者梁中堂，还是
如冯才山一类的执行者，抑或
是翼城试验本身，至今仍然少
为人知：其经历少有公开报道；
在计划生育 30周年人口政策
面临调整的消息见诸报端之
时，与翼城试验有关的人们也
说不清楚，这是否与翼城的 25
年试点稍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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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中堂讲解试点办法的时
候，翼城人并未意识到这将是给
整个县城带来重大变化的开端。
作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冯
才山很快加入了这场不许声张的
全县人口试验之中，并见证了之
后 25年的变化。
在隆化镇，冯才山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发动计划生育舆论宣
传。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
止。“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
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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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
的工作举步维艰。
而在全国范围内，计生工作 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
都迅速陷入一种微妙局势之中。 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
1984年，中央 专门 下发 7号 文 性别比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
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
“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做好 为 《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
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
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 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
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
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在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三百 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
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省委党 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 12亿左右
校 工 作 的 梁 中 堂 正 试 图 为 改 变 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

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
耀邦的亲笔批示：
“这是一份认真
动了脑筋，
很有见地的报告。”
1985年 7月，
经国家计划生育
委员会和山西省委、
省政府批准，
翼
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
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
容是，
对于农民家庭，
要求女性在不
早于 24岁生育第一胎，
30岁可以
生育第二胎，
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
的 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安斗生从 1980年到 1990年
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
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
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
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
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
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
提出：
“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
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

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
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
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
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
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
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
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
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
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

重心。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
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
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
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
他们又最不受理解，因为所有政
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
“两晚一间
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
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
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
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

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
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
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
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
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
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
“老
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
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
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 干群 关
系。”

农民个人的计划有矛盾。这时候流
产、
上环和绝育就成为必须。
对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
生而言，试点让工作不再那么被
动，
但工作量却依然巨大。如何控
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间隔，都成
为挑战。和外界介绍的 “人口特
区”不同，现在看来，翼城的试点
更像一个极为保守的妥协方案。这
里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位计生工
作负责人甚至认为：
恰恰因为二胎
试点，
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生

措施实施得更加严格而精细。
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
计生任务指标承包的创新方法被
运用起来。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
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
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
生几个孩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爽认为，
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
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
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
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
推广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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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试点，
翼城成为全国计生大棋盘上的一
个特例。
事实上，
翼城试验在一开始就
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指标的衡
量——
—到 2000年，全县人口不能
超过 30万。翼城并非是厉行计划
生育年代的纯粹的桃花源。而落实
这样的试点，
不得不依赖于计生队
伍的实际操作。也正因此，尽管实
施着与外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时，翼城县
的计生经验同样领先，
屡次被国家

计生委评为先进单位。
上世纪 80年代，和翼城县同
一时期一起试点人口政策的，还有
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
浙江省武义县、
甘肃省酒泉地区等
13个 县 市 。 到 了 1980年 代 末
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县以外，其
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全部被收回。
其他试点的夭折使翼城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
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
翼城县，
有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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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年前开始!翼城人就
可以有条件生育二胎"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
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
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记者
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
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
限，一胎更适合。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
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
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
易。”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
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
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
结婚盖房就要 20万以上，从小养
到成婚，没有 100万肯定不行。生
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 快
富。”冯才山说，
“如果说现在翼

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
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
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
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以
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
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
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
专 家
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
称 !明 年 五
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
省试点放
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
开生二胎"
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
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 25年之后的今天，翼
城 县 的 人 口 增 长 率 低 于 全 国 水 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 117.
8，翼城则为 106.
1。山西翼城
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 25.
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 用 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
均水平。在 1982－2000年的两次 长了 20.
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 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