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錄

附錄一

劉介廉先生墓碑
先生諱智，字介廉，晚自號一齋。上元劉氏，世習天方之學。父漢英先生，
有文行，嘗喟然嘆曰：
「天方經典，析理甚精，惜未有漢譯，俾廣其傳于東土也。」
時先生方總角受書，竊聞緒論，已默識之。年十五，篤志于劬學，于經史百家之
籍，靡不研究，凡八年。乃進而讀天方經典，又六年。將從事于翻譯，忽復不敢
自信，則又進而讀釋藏經三年，道經一年，又進而讀西洋書百三十七種。由是怡
然渙解，乃操筆著述。且譯且誦，朝作夕思，摒棄人事，舉凡當世聲色利祿之途，
視之若浮雲之過太空，而飄飄之入吾耳也。
久之，又以為未足，復裹糧負笈，歷齊魯燕趙，走京師，與朝士賢大夫游，
相與討論學術。折而至湘楚，入秦隴，訪求遺經宿學。南下武林，上會稽，尋峋
嶙碑。再登天童及大嵩珠山，觀滄海，而學識益大進。雍正庚子，應兗州太守馬
公之招。謁孔林，心愾然有所感，遂辭而歸。蓋至是而涉獵之富，登覽之遠，足
以尊所聞而副所志矣！方其求天方經典原本也，得《至聖實錄》全帙于河南朱仙
鎮賽氏，得吳氏藏經數十冊于京師某氏，皆西文旁行。自元代入中國藏于秘府，
至明季流寇之亂始流傳人間。其書多言天算、輿地之學，為世所罕觀。既又得《人
鏡》、《格致全經》諸書于秦中，于是本教中故籍雅記集略皆孴備矣。
先生自少至老所著書數百卷，其先刊行者曰《天方典禮》二十卷、《天方性
理》五卷，既又著《五功釋義》一卷、《字母解義》一卷，晚年始著《至聖實錄
年譜》一書，轉博采天方群籍，臚列至聖生平事迹，頗仿紫陽綱目之例，年經事
緯，凡涉于政教、刑法、禮樂、陰陽、五行、風俗、疆域、人物，輯錄無遺，蓋
數十年心力之所萃，垂老而後成之者也。先生晚歸金陵，居清涼山掃葉樓十餘年，
閉戶覃思。一時名公賢士無不知金陵劉居士者。乾隆中，天子開四庫，采訪天下
古今遺書，而《天方典禮》遂得收入存目中。《提要》稱其：習儒書，援經義，
文頗雅瞻。嗚呼，信矣！
先生墓在聚寶門外，粵匪之亂，全家殲焉。譜碟無徵，其世自漢英先生以上
殆不可考。先生生平歲月亦不能詳。以行輩計之，自康熙中葉，迄乾隆初年，享
壽蓋五六十歲。有遠孫德坤，今為金陵淨覺寺掌教，能善承先志，繼介廉之學于
不朽云。光緒丙午，鄉人士集貲葺先生墓，凡為壙若干丈，華表二，石坊一，碑
一，而屬鼎為文以志之，乃即其犖犖可記者著于碑，俾知吾教中大賢邱壟之所在，
又欲使後之人有所考鏡觀感焉。
銘曰：峨峨鐘山，孕毓靈奇，穆穆先生，實降于茲。遺編榛莽，廓而清之。
回教西來，歷年餘千。非釋非道，末流渙焉。西稱哲學，我宗儒經。非是不美，
乃墜晦瞑。手振墜緒，爰發其光。明教闡理，厥聲琅琅。壞土既夷，坊表誰正，
既封既樹，桑梓是敬。告我後人，式此卓行。
宣統二年，歲在庚戌二月朔乙亥越十六日庚寅
花翎二品銜署理湖北鹽法武昌道軍機處存記湖北補用道上元
金 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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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畫生育法
(2001 年 12 月 29 日第 9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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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責任
附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了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推行計畫生
育，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促進家庭幸福、民族繁榮與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
訂本法。
第二條 我國是人口眾多的國家，實行計畫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
國家採取綜合措施，控制人口數量，提高人口素質。
國家依靠宣傳教育、科學技術進步、綜合服務、建立健全獎勵和社會保障制
度，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
第三條 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應當與增加婦女受教育和就業機會、增
進婦女健康、提高婦女地位相結合。
第四條 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在推行計畫生育工作中應當嚴格依法
行政，文明執法，不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
計畫生育行政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執行公務受法律保護。
第五條 國務院領導全國的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領導本行政區域內的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
第六條 國務院計畫生育行政部門負責全國計畫生育工作和與計畫生育有
關的人口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計畫生育行政部門負責本行政區域內的計畫生
育工作和與計畫生育有關的人口工作。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的人口
與計畫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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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工會、共產主義青年團、婦女聯合會及計畫生育協會等社會團體 企
業事業組織和公民應當協助人民政府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
第八條 國家對在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中作出顯著成績得組織和個人，給予
獎勵。
第二章 人口發展規劃的制訂與實施
第九條 國務院編制人口發展規劃，並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全國人口發展規劃以及上一級人民政府人
口發展規劃，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編制本行政區域的人口發展規劃，並將其納入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第十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根據人口發展規劃，制訂人口與計畫生育實
施方案並組織實施。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計畫生育行政部門負責實施人口與計畫生育實施方
案的日常工作。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辦事負責本管轄區域內的人口與計畫
生育工作，貫徹落實人口與計畫生育實施方案。
第十一條 人口計畫生育實施方案應當規定控制人口數量，加強母嬰保健，
提高人口素質的措施。
第十二條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當依法做好計畫生育工作。
機關、部隊、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應當做好本單位的計畫生育工作。
第十三條 計畫生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民政、新聞出版、廣播電
視等部門應當組織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宣傳教育。
大眾傳媒負有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的社會公益性宣傳的義務。
學校應當在學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徵的適當方式，有計畫地開展生理衛
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第十四條 流動人口的計畫生育工作由其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人民政
府共同負責管理，以現居住地為主。
第十五條 國家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狀況逐步提高人口與計畫生育經
費投入的總體水平。各級人民政府當保障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必要的經費。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貧困地區、少數民族地區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給予
重點扶持。
國家鼓勵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為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提供捐助。
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截留、克扣、挪用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費用。
第十六條 國家鼓勵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領域的科學研究和對外交流合作。
第三章 生育調節
第十七條 公民有生育的權利，也有依法實行計畫生育的義務，夫妻雙方在
實行計畫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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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國家穩定現行生育政策，鼓勵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
子女；符合法律、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女。具體辦法由
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少數民族也要實行計畫生育，具體辦法由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
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第十九條 實行計畫生育，以避孕為主。
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
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
第二十條 育齡夫妻應當自覺落實計畫生育避孕節育措施，接受計畫生育技
術服務指導。
預防和減少非意願妊娠。
第二十一條 實行計畫生育的育齡夫妻免費享受國家規定的基本項目的計
畫生育技術服務。
前款規定所需經費，按照國家有關規定列入財政預算或者由社會保險予以保
障。
第二十二條 禁止歧視、虐待生育女嬰的婦女和不育的婦女。禁止歧視、虐
待、遺棄女嬰。
第四章 獎勵與社會保障
第二十三條 國家對實行計畫生育的夫妻，按照規定給予獎勵。
第二十四條 國家建立、健全基本養老保險、基本醫療保險、生育保險和社
會福利等社會保障制度，促進計畫生育。
國家鼓勵保險公司舉辦有利于計畫生育的保險項目。
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根據政府引導、農民自願的原則，在農村實行多種形式的
養老保障辦法。
第二十五條 公民晚婚晚育，可以獲得延長婚假、生育假的獎勵或其他福利
待遇。
第二十六條 婦女懷孕、生育和哺乳期間，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享受特殊勞動
保護並可以獲得幫助和補償。
公民實行計畫生育手術，享受國家規定的休假；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給予獎勵。
第二十七條 自願終身只生育一個子女的夫妻，國家發給《獨生子女父母光
榮證》。
獲得《獨生子女父母光榮證》的夫妻，按照國家和省、自治區、直轄市有關
規定享受獨生子女父母獎勵。
法律、法規或者規章規定給予終身只生育一個子女的夫妻獎勵的措施中由其
所在單位落實的，有關單位應當執行。
獨生子女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不再生育和收養子女的，地方人民政
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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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農村實行計畫生育的家庭發展經濟，給予
資金、技術、培訓等方面的支持、優惠；對實行計畫生育的貧困家庭，在扶貧貸
款、以工代賑、扶貧項目和社會救濟等方面給予優先照顧。
第二十九條 本章規定的獎勵措施，省、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或者人民政府可以依據本法和有關法律、行政法規的規
定，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第五章 計畫生育技術服務
第三十條 國家建立婚前保健、孕產前保健制度，防止或者減少生出缺陷，
提高出生嬰兒健康水平。
第三十一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保障公民享有計畫生育技術服
務，提高公民的生殖健康水平。
第三十二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合理配置、綜合利用衛生資源，建立、
健全由計畫生育技術服務機構和從事計畫生育技術服務的醫療、保健機構組成的
計畫生育技術服務網絡，改善技術服務設施和條件，提高技術服務水平。
第三十三條 計畫生育技術服務機構和從事計畫生育技術服務的醫療、保健
機構應當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針對育齡人群開展人口與計畫生育基礎知識宣傳
教育，對已婚育齡婦女開展孕情檢查、隨訪服務工作，承擔計畫生育、生殖保健
的諮詢、指導和技術服務。
第三十四條 計畫生育技術服務人員應當指導實行計畫生育的公民選擇安
全、有效、適宜的避孕措施。
對已生育子女的夫妻，提倡選擇長效避孕措施。
國家鼓勵計畫生育新技術、新葯具的研究、應用和推廣。
第三十五條 嚴禁利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進行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
別鑑定；嚴禁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
第六章 法律責任
第三十六條 違反本法規定，有下列行為之一的，由計畫生育行政部門或者
衛生行政部門依據職權責令改正，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一萬元以
上的，處違法所得二倍以上六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不足一
萬元的，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原發證機關吊銷執業
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非法為他人施行技術生育手術的；
(二)利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為他人進行非醫療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
或者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
(三)實施假節育手術、進行假醫學鑑定、出具假計畫生育證明的。
第三十七條 偽造、變造、買賣計畫生育證明，由計畫生育行政部門沒收違
法所得，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處違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沒收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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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不足五千元的，處五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以不正當手段取得計畫生育證明的，由計畫生育行政部門取消其計畫生育證
明；出具證明的單位有過錯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
給予行政處分。
第三十八條 計畫生育技術服務人員違章操作或者延誤搶救、診治，造成嚴
重後果的，依照有關法律、行政法規的規定承擔相應的法律責任。
第三十九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計畫生育工作中，有下列行為之一，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不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行政處分；有違法所得
的，沒收違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
(二)濫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
(三)索取、收受賄賂的；
(四)截留、克扣、挪用、貪污計畫生育經費或者社會撫養費的；
(五)虛報、瞞報、偽造、篡改或者拒報人口與計畫生育統計數據的。
第四十條 違反本法規定，不履行協助計畫生育管理義務的，由有關地方人
民政府責令改正，並給予通報批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依法給予行政處分。
第四十一條 不符和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女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
撫養費。
未在規定的期限內足額繳納應當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的，自欠繳之日起，按照
國家有關規定加收滯納金；仍不繳納的，由作出徵收決定的計畫生育行政部門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行。
第四十二條 按照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繳納社會撫養費的人員，是國家工作
人員的，還應當依法給予行政處分；其他人員還應當由其所在單位或者組織給予
紀律處分。
第四十三條 拒絕、阻礙計畫生育行政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執行公務的，
由計畫生育行政部門給予批評教育並予以制止；構成違反治安管理行為的，依法
給予治安管理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四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行政機關在實施計畫生育管理過
程中侵犯其合法權益，可以依法申請行政覆議或者提起行政訴訟。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流動人口計畫生育工作的具體管理辦法、計畫生育技術服務的
具體管理辦法和社會撫養費的徵收管理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第四十六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執行本法的具體辦法，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依據
本法制定。
第四十七條 本法自 2002 年 9 月 1 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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