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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专家建议女性休满产假
女性男性交替各休半年不好吗
“建议产假休满一年，让女人可以全心全意在家
带孩子。”
针对年轻父母
带孩子的压力和苦
恼，华南师范大学教
科院教授、博导袁爱
玲指出，一般女性休
完最长 6 个月的产
假就上班了，这阶段能接收她们孩子的托幼机构也很
少。延长产假不仅是对个人有利，而且有利于为国家
培养好后代，由母亲自己带孩子是最理想的。
在袁爱玲看来，应该重提解放妇女，过去解放妇
女是让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参与社会活动和工作。
现在，是从工作岗位解放出来，让她们愿意生二孩。
在家里把孩子带好，这也是一个工作。国家政策或者
用工单位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袁爱玲建议要重视和抓好 0
岁至 3 岁的教育，之后就省力很多，这是一环套一环
的，“越小的教育，越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做”。
袁爱玲觉得，
发达国家很重视从 0 岁开始的教育，
这个阶段确实是荒废不得。在 0 岁至 3 岁，不仅是喂

养好，更应该注重心理健康、人格品质、行为习惯的
培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是让老人带，还是交给专业的机构看管?
二孩时代来临之后，0 岁至 3 岁的教育问题显得很
棘手。袁爱玲呼吁，社会各界要重视 0 岁至 3 岁的教
育问题，国家要规范早教这个市场，形成普惠性的行
为。通过基金会的方式或政策，把 0 岁至 3 岁的托幼
机构办起来，专业机构的教育专家对孩子的教育质量
是有保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老人家带孩子的
负担。
正常的幼儿园教育面向的是 3 岁至 6 岁的孩子，
这一块家长一般都比较重视。因为上不上幼儿园，孩
子的情况会大不一样。以前，有些幼儿园办过“小小
班”，允许两岁的孩子入园。后来“小小班”被取消
之后，便催生了不少民办的、参差不齐的早教机构。
这些机构不仅收费贵、管理混乱，甚至有的还跑路。
目前，国家呼吁重视 0 岁至 3 岁的教育，但在袁
爱玲看来，好多地方仍是无人管理的现状，多头抓又
都不管。她说，卫计委、
妇联、教育部门、工商，
应该管又都没人管，似
乎都有责任。袁爱玲建
议几条腿走路，通过允
许公办园或者普惠园招
3 岁以下的孩子解决部
分问题，另外呼吁社会
各方面的力量来办托儿所，以解决这个年龄段孩子人
园难的问题。

1956，交出你的财产
1956 年 1 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
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
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

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
时代”的茫然与忐忑。 照片来自新华社

1956 年的上海，如果什么地方传来锣鼓声，那么
多半是因为“公私合营”了。这年的木牌销路很好，
大家都把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地方国营某某厂”或
者“国营某某厂”。
上海的大潮来得算晚的，在这一年的一月 15 日，
20 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北京全行业社会主
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紧随其后的，是上
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
以及 50 多个中等城市。
所谓“公私合营”，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按照 1956 年高潮时的政策，国家对资本
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
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
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
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 5%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 20
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
盈利，
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 年 9 月，
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
股份被收归国有。
上海的“公私合营”是在 1956 年全部完成的，但
开始则始于三年前的 1953 年。这一年，中央下发了《关

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并提
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成为总路线的重要内容之
一，而“对资改造”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就是“公私合
营”。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
在向中央的口头报告中提出，“上海是重点，可多搞
一些”。“今年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应在上海，
其他地区则可少搞一些。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心脏，
对全国影响也大，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
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稳重，并希望从
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经验。”
1953 年底、1954 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
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
求。从 1953 年底到 1954 年 3 月 15 日，共有 316 家私
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
门计划要求的有 93 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业代表性
的著名大型企业。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
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
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
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
等等。一些企业在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申请，
以致终于被列入 1954 年扩展合营。如广勤纱厂早在
1953 年 12 月 6 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后，次
日即由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东纺织管理局
面陈合营请求；之后“因时隔已久”，又在 1954 年 7
月 16 日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请求早
日批准公私合营，终获允准。
为什么“资本家”们这么积极？根据当时市委工
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和总结，“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
营态度方面就已经申请的资本家而言，动机不一，有
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看风使舵、迟走不如早走，争
取趁头班车；有的看到别人申请，自己不申请不好顾
面子；有的是通过申请进行试探；有的认为申请也不
一定选到他，投机取巧；有的看到工作组或派员下厂，
认为政府已看准，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漂亮，不如早申

请；有的企业困难，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渡过难关；
有的企图趁机放
包袱。”
除了这些外，
开始于 1952 年的
“三反”、“五
反”运动也对“资
本家”们造成了
比较大的影响，
据记录，运动中
工人店员扬眉吐
气，对资本家呼
来吼去，揭发检
举此起彼伏。资
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
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
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 876 人。巨大的压力使很
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
由于资本家阶级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
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其根
本的动机毫无例外的都被认为是出于私心的。如果积
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
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
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如某机器
厂资方为高级统战人士，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工作
组即认为其是“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以进步来取得
党与政府信任和巩固其地位。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
头。这样，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真是两全其美，名
利双收。”
扩展公私合营中企业选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党
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手中。只要企业被有关部门选中，
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自愿”走上合营之路。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 1955 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
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 年起，政

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
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
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
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的货架上
很快就空空荡荡，无货可卖。1954 年相比上年，永安
的营业额降了一多半，到 1955 年 2 月，他们连工资都
发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永安采取了“安排与改造
相结合”的办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购比例达
到了 80%，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轨道。当年秋天，永安的
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11 月底获批。经
过 50 多天的准备，1956 年 1 月 14 日，永安宣布“公
私合营”。仪式当天，郭琳爽握着公方代表的手说：
“我是在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
心。”公私合营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若干员工在
大门口迎候，祝贺的队伍捧上大红喜报，几乎都是热
情地说：“祝贺你们一马当先，跨进了社会主义的大
门。”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
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髙达五丈八
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1966 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
1969 年时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 年，
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到了 2005 年，
又回到了永安百货的店名。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
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常委等。文革开始后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
年心脏病发作病逝。
时至今日，公私合营产生
的影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
如数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
争，就是公私合营时非物质资
产未明确导致的遗留问题。
(扫描二维码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