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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雯
2018 年的跨年夜，湖南衡南县三塘
镇的罗氏夫妇被自己十三岁的儿子锤
杀。事发三十多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
被抓获。弑亲者有智力障碍的姐姐在
讲 到 这 件 事 时 ，只 会 说 几 个 零 碎 的 词
语：钱，游戏。亲戚据此理解，是父母不
给儿子钱打游戏，引发了血案。可这条
线索如此破碎模糊，现在谁也说不清，
少年真正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起案件：湖
南沅江泗湖山镇，十二岁的少年小吴朝
母亲连砍二十刀，致其当场死亡。冲突
的起因，现在想起来很是匪夷所思，小
吴偷偷抽完了四包烟，妈妈发现后大为
光火，举起皮带打了儿子一顿。
这两起惨案只相隔十几天，震惊叠
加，寒冷彻骨。
人们显然慌了神，呼吁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的声音就没有停过。关于这个问
题，刑法专家说得很明白，简单降低年龄
非但不能遏制犯罪，还可能造成交叉感
染、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新
问题，是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但是大家的焦虑是真实的。尤其是
沅江弑母案后，当地一时不知道如何处
置如此年幼的罪犯，一度想让他回到学
校上学。家长们群情激奋，最后小吴被
送到长沙接受管束教育，衡南县也有意
参照此方案，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个不
坏的结局。不过，焦虑远没有平息。很
多人不能理解，年幼的子女如何下得了
手，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父母。小吴
即便在警察面前认错，也只轻飘地吐出
一句“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小罗写下过表达孝敬双亲的作文，可举
起锤子的那一刻，写在作文纸上的词句
似乎只是纯粹的修辞，触动不起心底的
一丝波澜。
“不能理解”的事却接连发生，这本
身比不知道如何惩罚和矫正“小恶魔”，
更让人担忧和警惕。
这两个年幼的弑亲凶手，多少都和
“留守儿童”沾边。小吴的父母在外打
工多年，早年在爷爷奶奶无当的溺爱下
生活，妈妈回来后，又开始了粗暴的“严
管”，矛盾不断升级。小罗不算严格意
义上的留守儿童，可是母亲和姐姐都有
智力障碍，父亲忙于生计，很少陪伴，只
能惯着孩子，以此“弥补”。
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我们对留守儿
童的印象，这一切，也完全没有让事情
变得可以理解。
对“留守儿童”现象本身，生活在城
市里的我们，也从没有真正了解过。我
们抽象地知道，他们孤独、缺少陪伴和
适当的教育。可是，我们其实完全不能
想 象 ，他 们 是 如 何 长 大 的 。 我 们 只 知
道，青壮劳动力离开了，但与之息息相
关的乡村伦理失落、精神世界的凋敝，
我们却难以真正觉察。连接彼此的，只
是质朴的同情，或者茫然的恐惧。
很少有人会突破人格极限，酿成弑
杀 父 母 的 人 伦 惨 案 ，但 孤 独 的 生 长 环
境、贫瘠的精神世界，早已埋下了不祥
的种子，结出各种让人费解的恶果。学
者张丹丹做过针对留守儿童犯罪的调
查，在她走访的男子监狱里，有 17%的服
刑人员曾经是留守儿童，忍不住让人设
想未来十年的犯罪情况，具体情形自然
难以确定。
作家袁凌在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
会消失》里，写过走上犯罪歧途的留守
儿童的故事。这篇长文的可贵之处在
于，它细致地还原了几位主角的成长轨
迹，努力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中最
叫人感慨的，是化名崔凯的小伙子的经
历。和其他几个一路迷茫、一路沉沦的
孩子不同，崔凯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找
到了稳定的工作，还攒下了十万元的积
蓄。可和同事的一次龃龉，又不经意勾
引 出 他 心 底 的 恶 兽 ，他 抄 起 红 酒 开 瓶
器，刺瞎了同事的眼睛。
崔凯一度以为，孤独童年留给他的
自卑和恐惧已经逐渐消失，但现实是，
阴影一直在那里，即便他已经很努力地
融入正常的生活，早已不是动辄跟人打
架的“坏孩子”。
袁凌把崔凯们的生活轨迹，形容为
“抛物线式的沉沦”。下坠几乎是宿命，
只是你没法知道，他们最后会跌落到哪
里。也许你很想拯救他们，可前提是，
你得找到轨迹的起点，知道他们是如何
被命运“抛”出去的。
精神不能互通，公共治理便无从下
手。想要真正的改变，需要的是更多像
张丹丹、袁凌们那样的努力。最深刻的
慈悲，是懂得。
三塘镇是“全国小康示范镇”
“ 全省
经济强镇”，还是湖南省“诗词之乡”，沅
江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它
们不偏僻荒蛮，也不是赤贫。极端案件
有其偶然性，难以简单归因，可本该民
风淳朴、传统深厚的地方接连发生人伦
惨剧，更警醒人们留意社会文化与精神
层面的空洞。如果不能找到“抛物线”
的原始驱动力，改变滋生“小恶魔”的土
壤，谁也不知道，悲剧的魅影，会投到什
么地方。

应对“人口负增长”
要早做准备
今日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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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发布
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
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预测，中国人口将在 2029
年 达 到 峰 值 14.42 亿 ，从
2030 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
增长，2065 年缩减到 1996
年的规模。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6 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 2027 年
左右出现。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
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取得了历史性
的巨大进步，人口质量和人口城镇化水
平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社
会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同
时，此前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过
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
实现历史性转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
效缓解，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和民生改善。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
转型阶段，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
也不断出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趋势性变化，
“全面二
孩”于 2016 年起正式实施。
“全面二孩”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
一次重大的改革，其效果堪称立竿见影。一对夫妇可生育两
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后，
2017 年“二孩”
出生人数比 2016 年
明显增加。
口持续减少，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以及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伴随着不断
加剧的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障负担不断
加重，此前大量劳动力释放所激发的发
展能量、人口红利以及消费能力不断衰
减甚至消失。随着老龄化、人口低生育
率的持续，我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人口
负增长时代，这势必带来更多不利的后
果。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社
会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衰退，进而引发诸
多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预测，今后较长
时期内世界人口将保持上升趋势，人口总
量在 2030 年将上升到 85 亿，2050 年接近
100 亿，未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占比将不断
上升。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

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人口负
增长影响下，中国不仅可能失去“世界人
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人口的世界占比也
可能持续下降。一旦形成长期持续的人
口负增长态势，将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等
外部系统关系的失衡，带来人口安全风险
并进一步导致国家根本安全利益遭受严
重损失。
应对“人口负增长”必须早做准备。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出现重要
转折性变化，面对有关重大趋势性变化，
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努
力实现人口自身均衡发展。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
趋势性变化，
“ 全面二孩”于 2016 年起正
式实施。
“全面二孩”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

“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和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根据 WTO 预计，2019 年全球
贸易量增速将下滑至 3.7%。在严峻的
国际贸易环境下，中国企业更需要加强
与第三方合作，并广泛参与国际竞争，
在全球舞台上接受洗礼，这样才能逐渐
成长。
中国企业与第三方国家、跨国公司
和国际机构有着优厚的合作条件。与
第三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可以
共享前景广阔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市场，
避免恶性竞争。美国、日本、欧盟等发
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时间长，经验丰富，中国企业应当向他
们学习，并寻求合作。国际机构既有资
金的优势，又有丰富的第三方合作经
验，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学习企业全球化
的经验，
避免重蹈过去的教训。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
企业加强与第三方合作，顺应经济全球
化和全球产业链变化的客观规律，可以
避免恶性竞争。中国企业“走出去”参
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是企业长期发展和
成长的必要阶段，也是中国想要更多参
与国际竞争、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经之
路。在具体的合作对象上可以考虑从
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中国企业可以加强与第三方国家
合作。中国企业与日本、法国签署合作

备忘录，加强了在第三方国家的合作。
以中日在东南亚的合作为例，之前中日
在东南亚投资工业园建设上“各自为
政”，由此产生了相反的竞争效应，中日
企业都受到负面影响。后来，中国企业
通过与第三方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加
强与日本的合作，把两国的竞争状态转
化为合作，不仅扩大了中日企业的经济
效益，
也加深了中日两国关系。
中国企业应加强与跨国公司合
作。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全方位宽
领域参与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重大成
绩，但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长
期深度参与全球化竞争，投资时间长、
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相比，仍然显得年
轻，中国企业理应向他们学习，寻求合
作机会，
有效规避潜在的风险。
中国企业应加强与国际机构合
作。目前，世界很多多边机构支持“一
带一路”项目，鼓励与中国企业加强合
作。中国企业加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
投 行 、金 砖 国 家 新 开 发 银 行 、WTO、
CPTPP 等国际机构合作，
可以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提供资金和市场准入等方
面的支持，更好规避风险，增加发展的
可持续性。
中国企业开拓包括广大发展中国
家在内的第三方市场，符合从工业革命
后世界发生三次大规模制造业产业转

宜居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农民
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确
定下一年农村工作的重点。2018 年年
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遵循
农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宜居农村
建设”
作为 2019 年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
之一。
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农村振兴的战
略，生态宜居是农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
一。2018 年 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出了明确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农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2018 － 2022
年）》明确提出，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特
别是垃圾、污水和厕所是人居环境的短
板，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垃圾、污水和厕所的治理之所以紧
迫，一方面因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农
村居民对垃圾、污水和厕所治理提出越
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
着农村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有可能
越来越严重，治理的难度和压力会越来
越大。
传统的农村，垃圾、污水和厕所都
不构成严重的环境问题。那个时候垃
圾很少，而且大多是有机的垃圾，基本
无需单独处理。灶灰、菜叶只管扔到猪
圈，自然成为肥料，少见的一些玻璃瓶、
塑料袋，都是舍不得扔，要反复使用。
污水更是很少，特别是在干旱地区，要
走很远才能人挑驴驮运取回来一点水，
哪有什么生活污水，甚至洗脸水还要喂
牲畜。人畜的排泄物更是宝贝，要用于
肥田。
后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农村
的垃圾、污水和厕所成了严重的环境问
题。比如大量工业产品下乡，带来了远
远超过农村承受能力的垃圾，特别是塑
料垃圾，不管是电商送货的包装，还是
扔掉的废弃用具，都有大量塑料难以处

理。农民上楼和集中居住，使厕所和污
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地影响了
农村环境。
一方面是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日益
严重，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质量要求在
不断提高。过去农民自己养猪，也习惯
了猪圈的臭味，甚至一些地方人畜混
居，楼下是牲畜的棚圈，楼上就是人住
的地方，也相安无事。现在，很多农民
特别是受城市影响的年轻人，越来越不
能容忍过去的居住环境，有些富裕起来
的农民有了新房子，更希望有个干净整
洁的生活环境。
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要求的变化共
同作用，使得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变
得刻不容缓。为此，中央和各级政府
增加了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将
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作为农村振兴的
重 要 任 务 ，这 是 非 常 及 时 和 必 要 的 。

樊大彧

一次重大的改革，其效果堪称立竿见影。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
后，2017 年“二孩”出生人数比 2016 年明
显增加。但是喜中有忧的是，2017 年我
国出生人口仍低于上一年。究其原因，是
“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全面二孩”政
策还不足以扭转当前少子化及人口出生
低迷的趋势。
为了应对“人口负增长”，我国生育政
策应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未雨绸缪
推出必要的强化政策，让生育率恢复至合
理水平。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
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同时，
“全面二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
孩”与“二孩”出生数量“剪刀差”现象，也
表明单纯调整生育政策不是万能的。
维持适度生育水平是一项重大工
作。针对人口变动态势，有关部门应当健
全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破解年
轻人“想生不敢生，想要不敢要”的难题，
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按意愿生育。有关部
门应当进一步采取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
策，做好超前谋划和政策储备，让生育率
稳步回升到相对安全的水平，为经济健康
发展、为民族永续发展确立足够的人口安
全边际。

中国企业“走出去”亟须与第三方合作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企业的全球
化之路，经历了积淀学习、初试身手、大
踏步走出去、全方位宽领域参与等四个
阶段。最近几年，面对国内外严峻挑
战，中国企业需要在掌握经济发展客观
规律的基础上，借助历史的经验，探索
下一个 40 年的持续发展之路。
从走出去的角度考量，中国企业要
借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实现
与第三方深度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
场。中国企业要注重在国内市场的发
展，但更希望能够在兼顾国内市场的基
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现国
际市场的同步发展。
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逆全球化之风
盛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企业的“走
出去”之路，只有加强与第三方合作，共
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方可实现中国贸易
圈的拓展和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
从中国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中国企
业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是中国企业向世
界拓展领域、拓宽市场的必由之路。中
国企业不能偏安一隅，
“一带一路”倡议
带来的巨大机遇，国家组建国家国际发
展合作署，都为在国家层面上推动中国
企业与第三方合作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从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看，这
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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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经济规律。改革开放 40 年是中国
承接外国产能转移的过程，中国企业承
接了美国、日本、欧洲、
“亚洲四小龙”转
移 的 产 业 分 工 ，使 中 国 成 为“ 世 界 工
厂”，因此，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之路也
落脚在实现对第三方市场的开拓上。
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特性和中国
企业的发展选择，产生了包括国企、民
企以及国际组织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可
以在与第三方市场开拓上形成更大的
合力。同时，我国新建的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将在国家层面为中国企业与第
三方市场开拓提供动力，使其大大增强
抵御外在风险的能力，又能保证企业的
社会责任落实。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基建投资，
体现了获得国家层面支持而形成的优
势。此外，
民企利用市场的引导作用，
展
现中国企业灵活满足当地需求、适应当
地环境的活力。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
组织，则为“东道国”提供足够且合理的
金融支持。这些特点都使得中国企业的
第三方开拓之路有着独特的优势。
改革开放的下一个 40 年，
借助参与
“一带一路”
“走出去”的机遇，中国企业
需要抓住与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
的第三方合作的机遇，积极利用中国企
业的多层次体系，实现中国与第三方主
体的多赢局面。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不过，有了资金投入和政府的重视，并
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目标，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中，要特别注意避免走过场
和形式主义。
农村环境整治要避免简单地照搬
城市的人居环境整治方式。农村居住
分散，人口密度较小，这就要求在农村
环境整治中要适当的采用分散整治技
术。比如许多山区和距离城镇较远的
地区，通过远距离修建管网将污水集中
处理就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而应当适应
当地的条件，采取一些生物技术，进行
分散的处理。
厕所的情况也类似。厕所革命的
关键是实现粪污的无害化处理，以及作
为肥料重新还田，因此要因地制宜，采
取适合当地的技术，实现粪污的资源化
治理。由于农村基本上没有消纳现代
工业垃圾的能力，那么农村垃圾治理就

不仅仅要从末端治理，比如垃圾分类和
垃圾减量，也可以从前端治理，减少进
入乡村的现代工业垃圾。总之，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的治理
方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特别防止出
现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由于设施建
设往往有资金保证和各种检查验收，所
以在建设阶段，各地都有积极性，但是
设施建立以后，需要持续的运行和管
理，这就需要资金和人员的保证。一些
地方因为缺少管护维修资金，以及没有
专门人员进行管护，建成的设施难于持
续运行，最后导致许多环境设施不能持
续发挥作用。因此在人居环境整治之
初，就要考虑到后期的运行问题，包括
资金、
人力和制度如何筹措和组织。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最重要的
是如何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要让农民
觉得，环境整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
管是政府投入环境整治，还是与企业资
本合作，最终目的都是使当地村民受
益，而要保证当地村民受益，在实施整
治之初就要充分征求农民的意见，尊重
农民的意愿，满足农民的需求。在整治
启动之后，也需要村民的不断参与，建
立和完善村规民约，使农村的人居环境
不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目的是为了
农民，更要依靠农民，不仅让农民在人
居环境整治中受益，更要让他们行使权
利和承担责任，如此方能实现农村人居
环境的持久改善。
供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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