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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轉型社會中，傳統與現代雜糅並存，傳統父權、父系家庭體系逐漸

出現了鬆動和新的變遷趨勢。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本文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

為指導，對中國長三角地區一個城鄉一體化的縣級市中二十一名不同世代的女

性，關於養老和代際關係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半結構性訪談。具體的發現如下：

一、父母和成年子女相互依賴，親密共生；二、這種代際親密關係體現了金錢、

情感和實踐等多種元素的交織；三、父系家庭規範弱化，母系家庭實踐強化，出

現了「雙系多核」家庭模式；四、在現代性別規範愈益鞏固的同時，傳統父權規範

也得以微妙地重寫甚至強化。在經驗發現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發展了「馬賽克

家庭主義」理論，強調在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家庭模式產生的過程中，傳統和現

代規範，金錢、情感和實踐，如何雜糅並存，書寫中國家庭再制度化過程。

關鍵詞：馬賽克家庭主義   女兒養老   家庭再制度化   代際親密共生   雙系多核家庭

一　前言

1980年代開始，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四十年以來，中國的

經濟飛速發展，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進，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而近年來，在經濟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出現的同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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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口轉型卻進入低生育率、快速老齡化的另一種新常態。人口作為經濟增長發

動機的紅利日漸減退，家庭日漸成為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分層的節點

所在1。一方面，現代化的影子在個體家庭層面得到彰顯，特別在城市中，

初婚年齡後延，同居行為增加，年輕一代對於婚前性行為日益寬容，離婚率

上升，家庭核心化的態勢穩定，作為家庭關係橫軸的夫妻關係的主體地位穩

固2。另一方面，中國長期處於少子化狀態，總和生育率自上世紀90年代以

來一直低於更替水平，即使自2013年起國家兩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從單獨二

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也未能改變低生育率的頹勢3。而上述年輕世代追

求自我、突顯個性的行為也更為多元化並更為社會所包容4。這一切和西方

的現代化、人口轉型和家庭變遷理論，以及關於現代性、個體化和發展理想

主義的探討似乎不謀而合5。

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婚姻締結依然普遍，並相對流行早婚，這既

和西方國家相異，也和她晚婚、不婚的東亞姐妹社會非常不一致6。中國大

中城市的諸多公園在周末時分總有一角擠滿了憂心忡忡為兒女徵婚的父母，

而被安排相親的兒女則從「70後」為主轉變到「80後」為主，還包括愈來愈多的

「90後」。與此同時，兩代以上同居的主幹家庭一直保持可觀而穩定的比例，

甚至近年來還有所上升，代際團結呈現高度的韌性，而祖父母的育兒照料也

是家庭存續的重要支撐7。如果再加上不同住，包括「一碗湯」距離的父母和

成年子女，這個比例還會大大增加8。家庭的緊密性、親密性和家庭成員包

括代際之間的相互依賴似乎有所強化，而圍繞養老、育兒、照料等需要形成

的代際居住安排也因時空因素而更加多元化9。儒家父權思想、傳統家庭價

值觀和性別觀念，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進程中也有所抬頭bk。這一切似乎

又和上述的現代化及相關理論背道而馳。

事變時移，中國傳統家庭模式的敍事如「反饋式」、「祖蔭下的延續香火」、 

「金翼下的傳統父權家長」等，已經不能全面反映現代化進程下家庭模式的複

雜紋理，以及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令人困惑的「錯位感」與「違和感」bl。在諸

多講述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變遷的研究中，出現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視角和概

念，如「個體化」、「下行式家庭主義」、「恩向下流」、「互惠式」、「失衡的代際

關係」、「結構和個人互動中的多元居住模式」、「社會和時空流動中的家庭」、

「新家庭主義」，等等bm。

上述私人家庭領域中所體現出來的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以及不同的解釋路

徑，恰恰折射了中國轉型進程中的一種複雜現代性（或者說雜糅現代性）bn和

理解這種現代性帶來的挑戰。這種複雜現代性和中外學者對現代性的反思，

如「第一現代性」、「第二現代性」、「風險社會」、「不完全個體化」、「壓縮現代

性」等概念具有很大的相關性，也有一定的拓展bo。正是以中國轉型社會的複

雜現代性和性別動態變遷bp為背景，筆者在2017年提出「馬賽克家庭主義」的

本土化理論bq，探討當代中國家庭關係的再制度化——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

並存、代際共生狀態突出、注重家庭兼強調個體訴求、金錢和情感密不可分、 

性別維度明顯的「馬賽克」雜糅性。

本研究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為框架，通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

調查中國長三角地區H城的二十一名女性的養老實踐，來深入理解當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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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在發生的家庭代際關係和家庭制度的變遷。我們共有四個主要發現：

一、代際親密共生模式的興起；二、這種親密關係呈現出金錢、情感和實踐

的雜糅式交織；三、父系母系並重，夫妻和雙方父母緊密聯繫互動的「雙系多

核」家庭模式的出現；四、現代性別實踐和傳統父權規範之間的矛盾和滲透。

本文通過聚焦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家庭模式的出現，提出中國家庭正在進行

再制度化過程，並深刻揭示再制度化的各種機制，進一步豐富、深化和拓展

了「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

本文的核心貢獻有兩點：一是深化和豐富關於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探討，

特別是在非西方情境下的探討，挑戰相對西方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以

及二元和線性的現代性的話語體系；二是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為框架，

對轉型期中國家庭關係的再制度化進行理論提煉，指出中國家庭關係呈現出

一種全新的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家庭模式。

二　「馬賽克家庭主義」

在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單位制式微，公私領域日

漸分離，終身僱傭制成為歷史。在經濟和實踐層面上，個體家庭必須承擔曾

經由單位分擔、提供而後被「鬆綁」、「減負」出來的社會再生產和照料方面的

服務；在情感層面上，集體歸屬感剝落；在規範和精神層面上，社會失範頻

現，「熟人社會」衰敗，傳統思潮有所回歸。由於缺少健全的社會福利體制，

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原有生活共同體（集體）的瓦解，家庭成為了其成員經

濟上的安全網、情感上的港灣和精神上的堡壘。特別是面臨房價高漲、醫療

和教育產業化、養老託幼育兒市場化、勞動力市場激烈競爭和生活費用日益

高昂，個人必須依賴家庭、保護家庭，而家庭也成為代際／不同成員之間金

錢、情感、精神、責任、期待交匯的要地；衝突、逃避、協商、合作存在於

不同家庭中，也存在於同一家庭中。新的家庭模式、關係和規範也在探索和

形成之中。

在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和低生育率的情境下，父母不遺餘力地投資在子

女身上。「科學母職」、「密集母職」和「教育媽媽」在城市中產階級中日益盛行， 

「全職媽媽」和「陪讀媽媽」也司空見慣br。在城鄉各地，父母資助子女購房或

者直接為子女購建私房已經成為很多年輕人結婚的標配bs。這些慷慨的投入

和高強度的互動強化了父母—子女之間的紐帶，加深了他們在經濟、家務、

情感、責任上的相互依賴，但也有可能激化雙方的矛盾。

在上述背景下，父母—子女之間呈現一種相互依賴的代際共生模式。這

種共生關係，既可能發生在同一地點，也可能突破空間範圍，比如他們可能

住在一個屋檐下，也可能住在不同小區、省份甚至國家；既可能呈現共時

性，也可能以不同形式發生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比如父母對子女的投入

和照顧可能從他們未成年延續到成年、結婚、生子；子女可能在結婚時搬離

父母的住處開始獨立生活，父母也可能在子女生育後搬進子女的住處幫助照

料幼兒。這種在生命歷程不同階段中因時因地制宜的居住安排和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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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也會對代際、夫妻關係和家庭生活產生複雜的影響bt。父母對成年子女的持

續資助也直接影響到子女日後對自己的養老實踐ck。

這種複雜纏混的父母—子女親密共生模式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一

些傳統家庭和父權觀念，使得這種家庭模式兼具傳統和現代的特性。比如核

心家庭雖然佔主體地位，但父母和成年已婚子女同住也非常普遍，而住在「一

碗湯」距離之內的情況也比比皆是。祖父母協助育兒，甚至佔據育兒主導地位

的現象普遍存在，直接挑戰了西方主流文獻中家庭現代化理論所主張的在現

代化進程中，各國家庭均向「西方核心家庭模式」轉化和趨同的論斷cl。再比

如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期待兒子為父母養老，但是很多研究發現，女兒在

養老方面的地位和責任不斷提升，處於與兒子相似的地位cm。更有研究發

現，女兒從父母處得到的少，但是付出的卻不比兒子少cn。也就是說，女兒

養老模式既突破傳統兒子養老模式而呈現出現代性的一面，也體現了傳統意

義上對於女性進行照料和情感勞動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期待。性別、家庭

行為和觀念在持續地突破傳統，擁抱現代化，但是這種蜿蜒突圍卻又不可避

免地沾染了傳統的色彩和氣息。

在父母—子女的代際關係變得更為親密和相互依賴的同時，夫妻的代際

關係也不再僅遵循傳統父權家庭的單方面父系延續，而是同時和父系與母系

雙系家庭——也就是夫妻雙方父母的家庭——保持密切互動和相互依賴。實

證研究表明這種雙系家庭實踐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體現，比如浪漫關係、同

居、婚姻締結和結束、生育、居住安排、姓氏傳承、家產繼承、家庭實踐和

規範的變遷，等等co。

有鑒於轉型時期以來中國家庭關係諸方面的變化，筆者在「馬賽克家庭主

義」理論基礎上，融合本文的實證發現，概括提煉出「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的

五個要點，用以解釋轉型時期的中國家庭模式（圖1）：

第一，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傳統和現代並存（衝突、協商、牽手、創

新）。而這種傳統與現代雜糅的馬賽克特性，既是中國家庭制度轉型的背景，

也是其變化的宏觀社會動力機制。

第二，當父系家長一支獨大的傳統父權大家庭逐漸式微，當代中國家庭

向西方個體主義導向的核心家庭和多元家庭模式轉化的趨勢並不特別顯著，

而在夫妻家庭中，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多核家庭模式漸趨形成——父母子女

相互依賴，夫妻關係、雙系代際關係兼重，性別維度明晰。

第三，在代際親密共生模式中，金錢、情感、照料和期待、義務、責任

錯綜糾纏。

第四，不同代際的女性在無酬家務勞動和照料中承擔主要角色，是推動

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家庭模式形成的微觀動力機制。

第五，傳統、現代的家庭和性別規範在實踐中進行複雜和創新的互動，

在微觀生活實踐層面、文化層面與宏觀結構層面的複雜現代性相互影響、互

為構成。

這裏有必要提及的是，本研究聚焦於圍繞夫妻家庭為核心的雙系家庭模

式——育兒養老的雙系代際循環模式，只是馬賽克家庭模式的一種。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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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家庭模式的傳統與現代雜糅的內核，使得這個大的理論框架也有闡釋

目前並非主流的家庭（比如單親家庭、同居家庭、同性戀家庭等）的空間，但

是這些均不是本文的關注。以下簡單介紹研究地點、樣本和研究方法。

三　樣本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定性研究的半結構性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研究地點為H市，

位於發達的長三角地區，距離上海大約一小時車程。H市是一個人口約為九十

萬的縣級市，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該市的農村和城市地區高

度融合。居民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工資性或者其他經營性收入；農村居民的收

入主要不是來源於種地，種地主要提供的是日常的食物、蔬菜等。該地區長

期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齡化並存，對於該市很多獨

生女家庭來說，女兒養老已經成為常態。

我們的樣本包括二十一名女性，主要通過熟人、親友介紹和「滾雪球」的

方法招募而來；其中六人為1960年代出生，七人為1970年出生，還有八人為

1980、90年代出生。我們訪談不同世代的女性，是考慮到這些女性在社會轉

型進程中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而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也經歷不同的養

老、育兒階段，從而面臨不同的個人困境和變遷中的社會規範。樣本中除一

人未婚，其他女性均已婚已育。她們的教育程度從初中到大學本科不等。樣

本包括了獨生女以及有姐妹和有兄弟的家庭（表1）。我們根據「馬賽克家庭主

義」的理論框架來開展訪談和觀察，強調代際關係日常互動的主線，着眼於女

兒養老的實踐和規範如何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形成。所有訪談均在2018年3月

至2019年1月之間進行，訪談基本上在受訪者的家中進行。為了保護受訪者

的隱私，文中均使用化名。

圖1　雙系多核、代際親密共生的馬賽克家庭模式
 

 

子女 

夫 

妻 

公 

婆 

父 

母 

說明：本圖以雙方老人健在，擁有一個或者兩個子女的夫妻家庭（即「四二一」、「四二二」家庭）

為例，描述了這種雙系多核、代際親密共生，金錢、情感、照料密切互動的馬賽克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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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表1　受訪者情況

化名 出生年代 教育 工作 居住安排 子女

如蘭 1960年代 初中 零工 自住 一女

文鳳 初中 零工 自住 一女

佳蓉 職高 辦廠 公婆 /自住 一子

冬梅 初中 辦廠 公婆同住 一女

愛珠 高中 銷售 自住 一子

艷萍 初中 工廠員工 公婆臨住 一子

王慧 1970年代 小學 家庭主婦 公婆臨住 一子

文華 初中 個體戶 自住 一子

明月 本科 教師 公婆 /自住 一子

芬芳 小學 銀行後勤 公婆臨住 一女

永紅 初中 工廠員工 公婆 /自住 一女

劉雯 大專 個體戶 父母同住 一女

木蘭 大專 個體戶 公婆同住 一子

曉燕 1980年代 大專 企業員工 自住 一子

王穎 專升本 個體打工 公婆同住 一子

思雨 高中 個體打工 公婆同住 一子

麗蓉 本科 教師 公婆同住 一女

若彤 1990年代 本科 公司員工 公婆／父母 一女

茹楠 中專 護士 公婆／父母 一女

怡遠 職高 全職主婦 公婆／父母 一子

安琪 本科 公司員工 父母同住 無

四　研究發現

根據研究發現，我們集中描述「馬賽克家庭主義」所闡述的具有性別維度、 

父母子女相互依賴、雙系多核、兼具傳統和現代元素的代際親密共生的家庭

模式及其運行機制。

（一）代際親密共生

下面主要從父母對子女的投入、情感依賴、養老期待，以及子女對父母

的養老責任和實踐四個方面來敍述代際親密共生的家庭模式。

1、父母對子女的資助投入

父母對子女的投入是巨大的，還經常延續到子女成年以後（包括結婚和有

了自己的小孩以後），持續為他們提供經濟、人力、照料方面的幫助。受訪者

經常說到父母為子女無私奉獻，害怕給子女「添麻煩」，「不願成為子女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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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不圖子女的回報」，只是把子女作為自己的「感情寄託」。在佳蓉和冬梅

的敍述裏，老年父母無怨無悔、任勞任怨，直到不能勞作為止的形象躍然紙

上。佳蓉和冬梅都是1960年代出生，本身既是女兒也是媳婦，子女均已成人。 

佳蓉說：

跟風氣有關吧，我們H這邊的父母，甚麼東西都為子女着想。⋯⋯只要

有點錢，子女沒有房子，要買房子，就把錢積累，餘在那邊。⋯⋯甚麼

都幫子女想到了。還有幫子女做家務，吃飯都不用自己花錢，都是老的

自己賺錢買菜。⋯⋯等我們到了60歲，我們就自己出去玩兒了。我們也

不管了。

佳蓉顯然把自己列入了「想得開」的父母類型，但是話音未落，她又說：「所以

我們也會跟他〔兒子〕講，讓他趕緊，把對象找了，把孩子生了，趁我們現在

還年輕。」

根據冬梅的回憶，父親在患癌症的時候，還頂着烈日出去掙錢。而看病

的錢也是能省就省：

就是他自己看病的時候，他拿着自己賺的錢看的病。⋯⋯比方說哪個藥

能報銷，哪個藥不能報銷，不能報銷的那個藥他都不用。他的那個錢 

都算着用。然後〔孩子的〕外公去世之後，把那些事情都處理完了，打理

完了，還多了四五萬塊錢，都是我姐姐保管的。這錢以後就是給我媽媽

用的。

很多女性在訪談中回憶起成長過程中父母對於自己的巨大投入，對此充滿了

感激。曉燕小時候家境不是很好，她父親一個人掙錢，養活她的母親和她兄

妹倆。她用「砸鍋賣鐵」來形容父母親對自己和哥哥的教育投入，「他能給你提

供的東西，他都提供給你了」。劉雯是一個自稱「啃老族」的媽媽，根據她的估

算，父母親在經濟上把90%的收入投放在她和她的孩子身上，並無微不至地

照顧她們的日常生活起居。

父母把大量的時間、金錢投入在子女身上，這種投入似乎沒有在孩子成

年時終止，而持續到孩子結婚、生子。很多老人退而不休，開始了人生的「第

二班」，由為子女服務延續到為自己的孫輩提供照料服務，甚至有些老人一直

付出到自己「躺在牀上不能動了」。正是他們人生的「第二班」，大大減輕了年

輕母親工作回來之後一天中的「第二班」cp。在市場經濟時代，經濟風險和未

來的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父母在子女成長時進行密集的金錢、時間投入，在

子女結婚、購房時給予大力資助，生兒育女時提供照料幫助。對於單位制式

微後，住房、醫療、教育、照料等社會再生產責任的市場化帶來的巨大衝擊， 

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定的緩衝作用，形成了一個家庭內部小循環的安全網

絡——包括經濟活動、社會福利救助和照料等社會再生產活動，以事實上的

私人家庭代際福利來補充、替代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薄弱的社會福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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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樣本中，很多女性講述到父母對自己的情感依賴，講述當年自

己結婚時父母不希望自己嫁得太遠，而一些身為母親的女性也流露出對自己

孩子深深的眷戀和依賴之情。

「90後」的怡遠明顯地感受到，也深深理解母親對自己的情感依賴：

我媽媽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她對我的要求就是，不准

嫁得太遠，以後要是有個病甚麼的，還沒有回來，人就不在了。

像我外婆，她生的孩子比較多⋯⋯對我媽媽就沒有那種強烈的依

賴。我媽媽就生了我這一個，她就覺得，她希望我們多住在這邊，多住

幾天，多陪陪他們。

劉雯是「70後」，離婚後又再婚，之後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她說：「我覺

得我一直是在陪伴他們。他們應該很不孤單。他們應該對這種狀態感覺蠻好

的。」而對於女兒，則希望以後她不要嫁得太遠，因為自己暈車，不方便去看

望她，「恨不得她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劉雯說：

就像有一些老人覺得孩子怎麼怎麼樣的有本事：我的孩子在上海啊，在

北京啊，怎麼怎麼樣的。我一點都不羡慕，還是希望孩子能夠在身

邊。⋯⋯有甚麼意思呢，去那麼遠的地方。⋯⋯反正我是不太希望女兒

將來找個對象多遠多遠。不能太遠！那你如果找一個遠方的，然後兩個

人在家，生氣打架，我們又不會知道呀。孩子一個人在外面會苦死的。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單位體制中，個人高度鑲嵌和依賴於單位這樣一個

工作—生活—精神共同體，而在單位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這種生活

共同體和集體生活的感情歸屬都漸漸瓦解、消融，個人的情感、精神導向無

處安放，轉而向家庭內部投射。由於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執行和密集母職的

興起和實踐，小家庭內部產生了非常親密的關係，父母對子女的情感依賴和

期望可能也隨之更為強烈，給子女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而由於父母對子

女的密集投入和情感依賴，因此也可能會對子女的生活比如戀愛、結婚、生

育、夫妻關係等有所控制和介入。

3、父母的養老焦慮和養老期待

根據受訪者的敍述，在父母全心全意為子女付出的同時，他們也會有意

識或無意識地想到自己的養老問題並有所行動。有人希望子女養老成為兩代

人的一個默契，有人以行動為子女樹立榜樣，也有人積極給子女灌輸自己的

意願。

永紅是「70後」，她的公婆並沒有明確和她講以後養老的事情。在永紅的

分析中，一方面公婆害怕明說會引起子女的反感，另一方面他們則比較消極

地希望社會規範和子女的責任感與孝心可以自發地起作用。她這樣猜測老人

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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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想着，到時候躺牀上，我也不愁你們不問。你們不問的話，人家

外面的人會指責你們。⋯⋯我現在能動能做的時候我就做，不能弄的時

候隨你怎麼弄。你不把我送到醫院裏面去，你自己下面也有孩子，是

吧？⋯⋯最起碼這個社會輿論壓迫你。

永紅也經常和自己十八歲的女兒開玩笑：「我不也經常跟我女兒說，以後如果

你不管我的話，我就去穿得破破爛爛的，去丟你的架子。」

麗蓉的父母、公婆和永紅的公婆正好相反。儘管麗蓉的父母有兩個女兒， 

公婆有兩個兒子，但雙方的老人都流露出很強的養老焦慮。據麗蓉描述，「我

媽這個人非常沒有安全感，生怕你以後不養她，一直說個不停」。她用「很緊張」 

一詞講述她媽媽暗暗給自己存下養老錢，卻又害怕女兒知道自己有多少錢。

「90後」獨生女安琪的父母的眼光就更為長遠。據她估計，父母每年收入

中大概40%投入在她的教育上，他們也明確表示以後要靠她養老：「還是希望

我能出人頭地。就是工作以後，就是能給他們後半輩子一定的經濟啊，或者

各方面的支持。」「據我知道，我媽媽開始說將來要靠我，是從初一開始的，

就開始給我灌輸這種觀念。小學的時候因為人比較小，沒有給我說將來要養

他們啊甚麼的。」他們會說「快去工作，先把我在你身上花的錢，先掙回來」。

在單位制式微、市場經濟的風險性和不可預期性增強的情況下，生活成

本和醫療成本快速增長，旨在覆蓋全社會的福利制度還相對薄弱，人們對於

現實和未來的焦慮感持續加深，所以父母在投資於子女身上的同時，也希望

將來自己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而作為傳統父權家庭規範的養兒防老，

伴隨着長期的低生育率特別是大量獨生子女家庭的存在，也漸漸過渡成為 

養兒／養女防老。

4、子女的養老責任和實踐

當私人家庭成為市場經濟和「風險社會」的汪洋中的一條船的時候，受訪

女性基本都認同孝敬父母和公婆，願意也往往正在踐行對父母、公婆的養老

責任。這和當下社會上流傳的現在只有「啃老」、沒有「養老」的說法是不相符

合的。事實上，年輕一代的養老負擔比較沉重，他們甚至通過孝敬和養老行

為，為下一代樹立榜樣，隱晦地傳遞自己的養老期待，培育子女的養老責任。

麗蓉認為女兒養老和因計劃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生女家庭現象是密不可

分的：「這批獨生女肯定都是義不容辭的。因為家裏面的好多資源，精力全 

部都分給了她，並沒有人來搶，是吧？所以養老這塊，她肯定是跟兒子一樣

的。⋯⋯1978年之前肯定不存在甚麼女兒養老的情況。」佳蓉則強調，「只有

不是的子女，沒有不是的父母。反正到最後你要養他們的時候，你還是要養

他們，該用錢的時候還是要用錢」，而且還要「做給小的看」。

在訪談中我們得知，很多女性都對公婆、父母有經濟資助。比如，冬梅

的丈夫有兄弟兩人，根據她的回憶，公公住院時，冬梅家和冬梅丈夫的兄弟

家平攤了20多萬塊錢。之前婆婆生病又花10萬多塊錢，也是兩家平分。即使

在發達的沿海農村地區，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支出。永紅說父母生病的時候，

自己會出錢又出力，「到時候錢嘛，肯定是要用的」，「服侍肯定是要去幫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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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侍的」；「我覺得爸爸媽媽再不好，他就是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你都不可以不

養他們」。

女性和父母之間的金錢和照料支持是雙向的，存在於不同的生命歷程之

中，其流向也往往與父母子女的財力和需要有關。在脫離單位集體的溫暖懷

抱之後，家庭成為個人經濟的安全網和親密關係的生命線，受訪女性也深切

地感受到父母對於自己的情感依賴和「示弱」。這些女性本身以及她們和配偶

的關係，一定程度上都鑲嵌在和自己父母（甚至也包括公婆）的經濟、照料、

情感互動之中；而老年父母也同樣鑲嵌在和成年子女以及自己的父母（如果還

健在的話）的多維度密切互動之中。傳統家庭中的父權等級制度已經被父母和

子女在經濟、情感和照料上相互依賴、相對趨於平等的親密共生、由代際網

絡連接的家庭模式所代替。

（二）中國式親密關係：金錢、情感和行動的交織

在西方語境裏，親密關係往往被定義在夫妻情侶之間的浪漫安全關係中， 

和個人主義、自我揭示性與表達性聯繫在一起cq。本研究把親密關係置於代

際關係之中，它和金錢關係緊密交織在日常生活實踐之中。這和社會學家齊

立澤（Viviana A. Zelizer）的「購買親密關係」以及賈米森（Lynn Jamieson）的親

密關係實踐的概念不謀而合cr。而既有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成年子女的金錢

支持對於老年父母心理健康具有正面作用cs，以及金錢和代際關係、浪漫關

係密不可分ct。

1、行動證明一切

在中國社會崇尚「納於言而敏於行」的傳統裏，父母和成年子女直接地表

達情感並不常見。但是從受訪者的敍述中，在她們成長的過程和日常生活中， 

父母子女血濃於水的深情表露無遺。

1960年代出生的艷萍回憶起在人民公社時期，平常只能吃山芋乾飯和蘿

蔔飯，母親去集體做夜工，夜宵全部帶回來給孩子吃。永紅小時候家境不好， 

父親在外面打工養家。她滿懷感激地回憶，當年流行的確良面料連成年人都

捨不得使用，而她的父母卻去為孩子訂做的確良衣服，令裁縫師傅大為驚訝。

曉燕回憶起以前住在省會城市時，有一次要出差，六歲的兒子沒有人照

顧。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她想到了媽媽，給她打了「求救電話」，「因為也只

有這個求救電話了」：「我這邊的孩子，沒有人帶了，然後我就會打一個求救電

話〔給媽媽〕。然後我就會說，最近孩子沒有人帶呀。⋯⋯然後她會說你不要

着急啊。說女兒忙不過來，最後還有我們呀。」

如蘭經常去照顧自己生病的母親，她這樣描述母女間的互動：「幫她洗澡

啊，買東西帶過去，給他們吃啊。帶水果的話就是給他們削好了吃。如果 

有菜，就幫忙做好了。反正就是那種很好的關係，有甚麼事情就幫忙幹甚麼

事情。然後到了換季的時候，買衣服帶過去啊。」

在我們的樣本中，很多女性每周都去看望父母，甚至還有一個女性是天

天去看望不同住的母親。她們經常會帶些蔬菜食材，和父母一起吃飯、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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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等。在這些女性成長的過程中，父母無私付出，在她們成年以後，日常

生活中和父母持續互動，提供幫助和照料，由此體現、定義和組成了親密關

係，而親密關係也在日常生活瑣碎、常規的實踐中汲取營養，不斷滋長。

2、「你給點錢他，他感覺到你關心他」

受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和父母有着經常性的金錢、食品和其他實用物品 

的交換，而這些錢物往來往往具有承載親密關係的象徵意義。愛珠表示父母衣

服很多，不需要她買，但她「偶爾去買點衣服，讓他們高興高興」。冬梅曾經有

一段時間和丈夫在上海打工掙錢，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父母。為此，她深感愧 

疚。金錢於是成了她表達歉意和愛心的一種方式，會讓老人「開心」、「知足」：

因為我就感覺我在上海那些年，我就感覺，我很愧疚的。照顧不到

他們，過節也不能給他們買東西，感覺愧疚。就給他們錢，叫他們買點

吃的，是吧？因為老人年紀大了，做子女的就應該伺候他。你說是吧？

過節的時候該給他們買點東西孝順，就應該買。

時候也不算多，給個千把塊錢，〔孩子的〕外公就開心得不得了。外

公心不大，他只要你關心他，他不關心錢給了多少。只要你給點錢他，

他感覺到你關心他，孝順他。

在家人的互動中，金錢經常用來表達感情，表達「心意」，也經常用來救

急。而這種救急體現了在血濃於水的親密關係中，普通人可以無條件、無時

無地依靠家人的幫助。思雨講述自己從前在外地工作，生病時得到父親的幫

助。她回憶父親沒怎麼說，就直接匯給她一萬多塊錢：「我有一年開刀。嗯，

當時是在外面嘛，然後身上的錢不夠，然後我爸爸就是直接打錢給我的。我

爸爸當時沒有問我〔錢夠不夠〕，我就提了一下在醫院裏，他說是不是錢不夠， 

屁股一轉，就打錢給我了。」那種父親疼愛、關心女兒的親密關係，在給錢這

個行動中得到了高度的濃縮。劉雯的經濟狀況不太好，主要靠父母的幫助，

父母非常心疼她，不希望她多花錢。她說，有時候從有限的收入裏拿錢去買

衣服給父母親，「他們還不一定會很高興」。這是父母心疼女兒賺錢不容易，

幫助女兒節省的意思。

父母子女的親密關係是在子女成長過程中以及日常生活互動中發展起來

的，從上述例子可見，他們用行動和金錢來表達對彼此的關心和情感。特別

是在緊急和需要幫助的時候，無論是經濟資助還是照料提供，此時更是無聲

勝有聲。比如思雨的父親沒有問她需要多少錢，因為一問就顯得不夠親密

了；又如曉燕說只有媽媽這一個求救電話可以打。這種通過金錢和行動所體

現出來的親密關係，和西方語境裏的表達性情感，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所說的強調自我揭示和溝通表述的純粹關係是非常不一樣的dk。在轉型時期

的家庭模式中，父母和子女有時候就住在一個屋檐下，有時候是「一碗湯」的

遠近，有時候是一個電話／微信的距離。而這種點點滴滴瑣碎的日常行動和頻

繁的經濟往來，使得他們的親密關係真正扎根於生活，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基

礎上，因為世俗、因為物質，反而真實可期、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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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部分主要描述雙系多核家庭模式的生活實踐，分別討論雙系並重的

出現，以及父系家庭實踐和母系家庭實踐的相對興衰起伏，展示年輕一代夫

妻的家庭如何鑲嵌在與雙方父母家庭的金錢、情感和照料互動之中。

1、雙系並重

從訪談中可知，女性希望在供養自己的父母和公婆方面做到一視同仁；

而上了年紀的母親，則希望可以有機會照顧女兒的生育、幫助她們照顧孩子， 

或者至少能和女兒的婆家一起來照料。養老的雙系並重似乎也和雙系老人對

於子女的育兒幫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獨生女安琪非常清楚自己以後的養老責任，「像之前女兒嫁出去就是潑出

去的水，現在的話，情況已經嚴格改觀了。基於現在的生育情況，很多家庭

裏面都是只有一個獨生女，女兒同時負擔了兩個家庭，就是贍養老人的義

務」；「我覺得〔給雙方父母養老〕應該是一個同等的地位吧」。思雨和婆婆的 

關係不錯，與很多女性一樣，她表示在對丈夫和自己的父母養老方面要「一視

同仁」，「一碗水端平」：

因為不能把話留給別人說啊，對吧？你不可能說只對你自己的爹媽

好，不對公公婆婆好呀。那不然的話，別人不得罵你啊？所以說，不管

我跟她聊得來，還是聊不來，她是我婆婆，那她還是我婆婆。

我感覺這個東西〔區別對待〕對於我而言不存在，因為⋯⋯這個東西

對於我而言一樣的。你要是生病了，我該怎麼照顧的還是怎麼照顧。你

想吃甚麼東西是去買還是做，都是一樣的。

當養老慢慢變成雙系行為，育兒照料也變成了雙系實踐。女性對夫妻雙

方父母的養老行為往往與他們幫助自己進行育兒照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由

於低生育率、獨生子女家庭比較普遍、代際的重心從「尊老」滑向了「愛幼」的

現象，被安琪一語道破：「就主要還是因為孩子少，沒有選擇性。你說舅舅跟

舅媽就哥哥這一個孩子，也就這一個兒媳婦，然後就一定要處好關係。一種

新現象。」

樣本中所有的女性均沿着雙系方向遵循孝順規範或者作出養老實踐，這

和傳統父權家庭中已婚女性跟隨丈夫給公婆養老，而不給自己父母養老的傳

統規範和實踐是迥然不同的。這種雙系實踐的出現以及形成中的雙系規範，

是對傳統父權家庭制度的一個革命性衝擊。

同時，子女的養老往往和夫妻雙方父母幫助育兒緊密聯繫。一方面，隨着 

女性經濟地位日益獨立，年輕一代女性能夠自己決定如何為夫妻雙方父母的養

老提供人力、財力，盡量實現雙邊平衡。另一方面，雙方的父母因為各種原 

因，比如親密關係、養老等方面的需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在金錢、照料等方

面給成年子女提供幫助，甚至爭奪自己孩子的注意和關心。特別是在雙方家庭 

均只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老年父母這種競爭議價的餘地也大大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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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生育率、密集母職和女性經濟地位相對獨立的情境下，代際關係權

力重心轉移，雙方父母之間為了子輩進行博弈，養老和育兒緊密聯繫，相互

促進，但也可能出現相互制約和衝突的局面。這就是子代家庭和雙方父母家

庭互聯互動的雙系多核家庭模式發展、維繫的動力所在。

2、父系家庭規範的弱化

在雙系養老得到普遍認可和實行的同時，父系家庭規範也就出現了顯著

的鬆動。雖然幾乎所有受訪女性都同意或者表示要為公婆養老盡孝，但是當

她們講到媳婦不願意給公婆養老的現象時，則表示這要看「媳婦是否孝順」，

也理解很多情況是因為「年輕的時候結了仇」，婆婆在媳婦生育和育兒方面「該

照顧的時候沒有照顧」而造成的。

比如我們上面講到的思雨和婆婆關係不錯，她表示對婆婆要像對父母一

樣養老，「盡量都一樣」。由於她的公公有外遇，常年不住在家中，所以提到

公公時，她顯得不屑一顧，否定了將來要為他養老。雖然婆婆一心為思雨家

操持家務和帶孩子，但當訪談者問到如果婆婆沒有幫助帶孩子，是否養老會

打折扣的假設性問題時，思雨不假思索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她還認為婆婆一

心一意照顧孫子，也有為自己養老的考慮。

麗蓉講述了公婆不幫助媳婦照顧孩子，因而媳婦也不願意對公婆負起養

老責任的現象：「會有好多人家，因為鬧矛盾，不願意照顧公公婆婆，你兒子

自己去照顧。尤其在生孩子這一塊，傷了媳婦心的，都說該照顧的時候沒有

照顧，沒有幫她帶孩子，沒有服侍她坐月子。有的人到最後也不養老了，就

是，我只出錢。」

佳蓉這樣分析女性和雙方父母特別是婆婆的關係：

如果說兒媳婦懂事的話，這邊是媽媽，那邊也是媽媽，男方的那邊也是

媽媽，就一視同仁的對待。如果是不懂事的話，你就會覺得，反正男方

家的媽媽不是很好。但是現在做婆婆的話也要講理，做婆婆難做嘛。做

婆婆如果是對兒媳婦當女兒一樣，還好。但是如果這個做婆婆的強勢得

很，媳婦也是不買賬的。

也就是說，公婆的養老要依賴於媳婦是否孝順、「懂事」，而媳婦的「懂事」，

也和公婆是不是「講理」，是否服侍媳婦坐月子、幫助帶孩子有關，甚至在婆

婆「不是很好」、「強勢得很」的情況下，媳婦還可以「不買賬」。和傳統父權家

庭不一樣的是，現在「做婆婆難做嘛」，「也要講理」，並且婆婆幫助媳婦帶孩

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該照顧」、理所當然的事，是普通家庭合乎情

理的期待。

在父系權威已經顯著下降的情況下，養兒防老、孝敬公婆的傳統父權家庭 

規範的底線還在一定程度地被遵守着，但是如何養老、養老的質量如何、是否

盡心，已經是一個可以商討的實踐問題，甚至這個底線的根基也並非牢不可

破。比如前述思雨的公公觸犯了一夫一妻制中夫妻忠誠的底線，可謂「為老不 

尊」，也沒有給思雨提供過任何幫助，所以最終失去了思雨給他養老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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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系家庭規範削弱的同時，母系家庭在已婚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大

大增強。同樣以思雨為例，她說過要在養老方面對婆婆和自己爸媽一樣對

待，但是她所謂的一樣對待主要是指行為上；而在情感上，思雨明顯偏向自

己的父母：「情感上面就別提了，哈哈哈。這個東西我不敢保證」，「所以這個

東西，噓寒問暖肯定是不存在的，噓寒問暖可能只會針對我爸媽」。她還說

「人心都是偏的」，而這種想法和很多受訪女性的敍述一致。

思雨還提及一次婆婆生病住院，雖然她對於婆婆也是「煮好飯去餵的，一

勺一勺餵的，吹冷了餵的」，但還是和照料自己的父母不一樣：

我可能說照應婆婆的時候，除了幫她看水〔吊針〕，我自己就會在那裏玩

玩手機啊甚麼的。那可能在照應我爸爸媽媽的時候，就可能是找點話題

跟他們聊聊，談談家常甚麼的。因為怎麼說呢，你跟沒有話題的人在一

起，你能怎麼聊？我聊不下去。

茹楠也說，如果婆婆和媽媽同時生病，她會把她們接到一起來照顧，但是「心

機不一樣」，對媽媽是「真正的關心」，對婆婆則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害怕她倒

下去，沒有人照顧孩子了。

麗蓉則從現代婚姻的脆弱性來強調自己父母的重要性。用她的話來說，

公婆只是夫妻愛情的「附帶品」，如果婚姻沒有了，「它也會消失」，而父母才

是自己的「底線」。她認為父母或公婆病了，「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上是一

樣的」，但是「緊張度不一樣」，「還是擔心自己的爸爸媽媽」：

如果說地位，肯定是我爸媽重要呀。如果離婚了，我肯定不認公婆

呀。我爸爸媽媽肯定要認呀，假設離婚他們也認我的。對吧？是的，這

個不可以等同的，永遠不可以等同的。

這個會的，所有的女兒都會把自己的底線留給爸爸媽媽，不會給公

公婆婆。就是，而且你也不能把底線留給公公婆婆。

無論你們之前關係多好，一離婚關係立馬翻臉！立馬！哪怕他的兒

子是個人渣，他們都會站在他兒子那邊。

中國女性獲得經濟獨立的同時，在法律上也擁有自行決定結婚和離婚的

權利。中國社會正處在人口和經濟轉型之中，從一個接近普遍婚姻和相對早

婚的社會，向晚婚和不婚的社會轉變，與此同時，離婚率快速上升。現代婚

姻制度的這種轉型，本身就是對父權體系的削弱，同時也使得父母子女的代

際關係變得尤為重要。婚姻的脆弱性一定程度上反而促進了代際關係的重 

要性。這和西方社會由於離婚率上升，代際關係重要性得以突顯的趨勢是一

致的dl。

女性的經濟地位，一方面出於自己的努力和天賦才能，另一方面也和父

母從小對自己的密集投資培養和成年之後持續的經濟、照料支持有莫大關

係。也就是說，女性與她的配偶在小家庭中的關係，鑲嵌在她與父系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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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的關係，以及她與母系家庭中父母的關係之中。雖然雙系的父母和公婆

都可能給女性提供幫助（或者增加負擔），但是父母卻是女性堅強可靠的後

盾，這是公婆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在這些女性的敍述中，親密關係的維度和

界線漸漸修正了傳統父權、父系規範，父母是夫妻情感的「底線」，而公婆則

是可能會消失的「附帶品」。

在雙系多核的家庭模式中，傳統父權家庭中金錢和照料的流向更多地從

父輩向子輩傾斜，情感和權力的天平也慢慢從父系向母系漂移。在規範和實

踐層面上，父系地位下降、母系地位上升，雙系多核家庭的出現，就是一個

硬幣的兩面。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父權家庭的等級關係漸漸削弱，被一種更

為平等、親密的關係所代替，但是這種親密關係又不是純粹的情感關係，它

和金錢、照料實踐互相交織，密不可分。

（四）現代性別實踐和傳統父權規範的探戈

這個部分主要描述雙系多核家庭體系的性別模式，展示了性別規範如何

和傳統父權家庭規範交叉互動，而傳統規範演變成現代實踐的同時，其強韌

的生命力也得以微妙重申。

1、養老實踐

在養老的問題上，很多受訪者認為現在兒子和女兒一樣，都有養老的責

任，但是她們同時也承認在實際的分工中，兒子、女兒、媳婦往往有所不同， 

與之相關的是，父母對於家產的分配也是男女有別的。這種養老照料的性別

規範和修正後的父權家庭規範緊密相連，交叉嚙合。

對於獨生女家庭的女性來說，父母對她們的集中投入和財產轉移，也提

高了母系在年輕夫妻家庭中的地位，特別是在財產繼承上強化了女性對於母

系的養老責任和能力。比如文鳳就表示，「不管我手上有多少東西，都是留給

我女兒，都不會給其他人的」。所以在獨生女或者多女無子家庭，對女兒的養

老期待和其他家庭對兒子的養老期待其實是一樣的，就如麗蓉所說：「當然

了，我們到了甚麼年代了，女兒就是跟兒子一樣的。」

我們的訪談表明，在養老實踐中，無論是只有女兒的人家，還是有兒有

女的家庭，女兒已經成了「主力軍」。如果女性本身還是媳婦的話，同時還要

承擔着公婆的養老責任。但是這種新的性別實踐要成為新的規範，尚在形成

之中。比如在有兒有女的家庭中，女兒的養老實踐往往不被完全承認，被認

為只是提供了一些照料，是憑良心，或者是靠感情、靠奉獻，最後父母過世， 

女兒也不一定能繼承遺產或者公平繼承遺產。受父系家庭傳統的影響，兒子

往往擁有繼承權，女兒多半也並不提出異議，受訪者表示不在乎那點錢，家

庭關係和睦與父母開心更重要。麗蓉以她的嫂子為例，說明農村養老「兒子出

錢，姑娘出力」的做法，講到嫂子的父母把「所有的錢，不管是錢還是精力，

全部付給了兒子」，但是嫂子也「不覺得吃虧，就是已經被洗腦了」。

而在女兒和媳婦承擔照料老人責任的同時，她們之間似乎還有一道微妙

的父權、父系家庭傳統的界線，即女兒往往會提供更私人、可能也更髒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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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她則專門在醫院服侍護理，擦洗身體等。而冬梅母親住院的時候，嫂子

做飯，嫂子和冬梅姐姐輪流送飯，衣服則由姐姐去洗。在照料父母的過程

中，女兒還提供了更多的情感勞動，如前文提到思雨的「噓寒問暖」和茹楠「真

正的關心」。

總而言之，在養老方面存在着明顯的性別分工，女性很大程度上承擔了

照料工作。實證研究發現，和兒子相比，媳婦和女兒的照料對於父母的抑鬱

有很好的改善作用dm，女兒也比兒子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支持dn。但是

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的養老實踐一定程度上被低估，在財產繼承上也不一

定能得到公平的對待。進一步說，在女兒和媳婦之間，女兒往往承擔了更私

密的護理和更多的情感勞動，體現了性別規範和父權規範在私人親密關係領

域的微妙試探和劃界。而在只有女兒的家庭、特別是獨生女家庭，女兒的養

老責任和繼承同兒子相比就似乎沒有甚麼差異了。有些受訪者還表現出對女

兒的偏愛，認為女兒對父母更貼心，會提供更多的照料，如麗蓉說，「所以說

生兒子的人家還是挺悲哀的」。這種新的性別實踐，一方面對傳統父權家庭規

範發起了強烈的挑戰，另一方面又把照料父母固化成女性的責任，反過來又

強化了父權規範。

2、養老和育兒的照料循環

女性的養老實踐，是和女性的育兒實踐，特別是父母和公婆對於女性育

兒實踐的幫助密不可分。如前所述，很多時候媳婦是否願意為婆婆養老，與

婆婆是否在自己生育和育兒階段提供了幫助有關。這也是為甚麼在進行養老

訪談的時候，受訪女性總是不斷地講述育兒照料情況。

思雨的闡述很好地說明了育兒變成了不同代際女性的職責，而父系實踐

漸漸向母系實踐轉移。在這裏，照料的性別規範在娘家和婆家的邊界之間游

移，並和傳統的父權家庭規範出現了交叉：

現在大城市都是婆婆帶孩子，你知道嗎？婆婆帶孩子，因為有了孩子之

後，就會產生很多矛盾，肯定是跟自己的父母更容易解決。其實，男的

他在家庭裏面的角色，很多時候是游離的，你懂嗎？他不會參與到。⋯⋯

所以更多的是女人在處理這些事情。所以說，你是願意跟父母處理這些

事情？還是跟公婆處理？

育兒照料體現出一種明顯的性別角色期待，成為不同代際和雙系女性的

責任——無論是已婚女性本人，還是她的婆婆或者母親。這和傳統父權家庭

規範要求媳婦給公婆養老的代際方向相反，即婆婆也被期待幫助媳婦帶孩

子，體現了傳統父權的衰退和子代地位的上升。進一步說，這種沿着父系家

庭邊界的育兒實踐開始擴展到母系家庭，已婚女性的母親也開始參與這種照

料活動do。但是，父系和母系支持之間有一條若隱若現的界線：婆婆的參與

往往被認為是「該照顧的」，在父系傳承的邊界之內；而母親的參與既非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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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傳統社會期待，而是已婚女性在情感上更希望的照料安排，如艷萍所

說，因為「她跟自己的媽媽知己一點」。

由於母親逐漸參與女兒孩子的養育，為女兒提供了婆婆以外的育兒支持， 

使得婆婆不再是單一的照料提供方，女兒也有了選擇的餘地，娘家的地位開

始提高，而婆家的地位相對下降。在這種情境下，祖輩的育兒照料既是責任

也是權利，更是對權力和未來養老的潛在投資。在這個動搖父權家庭傳統的

連鎖反應鏈條的過程中，如果公婆沒有參與媳婦的育兒實踐，就可能對自己

以後的養老問題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艷萍的內心掙扎進一步呼應了思雨的說法。艷萍既是女兒、媳婦，也是

婆婆，和自己的兒子、媳婦、剛出生的孫子住在一起。由於她目前還在上班， 

因此親家母上門來照料她的媳婦和孫子。她對這種分工既感欣慰，也有些 

失落：

帶孩子也本來應該帶孩子的。⋯⋯有孩子帶，當然也是比較有福氣

的。但是有好多人沒有孩子帶的。你不想孩子？要吊着孩子。孩子都有

了，升了一級呢。

他有的〔讓帶〕，還有的也不讓帶。有的人家的媳婦不讓婆婆帶，都

認為自己的媽媽帶得比較好。她跟自己的媽媽知己一點。是這個意思，

她不放心婆婆帶的。有些話〔婆婆〕和她溝通，她不好直接說，她跟她媽

媽可以直接說。

隨着生育率的降低、獨生子女一代的成長和對育兒期待的提高，以及女

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育兒一定程度上成為女性、婆婆、母親的共同責任。

在雙方均只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加上育兒照料和養老實踐的潛在聯繫，育

兒可能成為雙系競爭的對象，而女兒在很多情況下都希望母親參與進來。造

成的結果是，一方面，照料的責任落在不同代際的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也

有可能提高了她們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和以後對養老的要價。不同代際和雙

系的女性在養老和育兒照料中分工協作，完成社會再生產最重要的環節和循

環。這種實踐也使得年輕一代夫妻的家庭和父系、母系的家庭聯繫緊密，夫

妻關係和代際關係兼顧，雙系並重，多核共存，分工協作，依賴共生，從而

抵禦市場的風險，給自己提供最大程度的安全和保障，並在重新書寫性別和

家庭規範中不停探索邊界，在拓展中交錯，在試探中重疊。

養老和育兒照料的代際循環和雙系拓展，既強化了傳統性別角色期待，

又削弱了傳統父權家庭規範，然而後者又在固化的性別實踐中得到了體現。

一方面，在雙系實踐和性別規範有所強化的同時，父系權威和父權規範受到

很大的挑戰和削弱；另一方面，父權規範的一些要素又以隱晦、微妙的方式

得以重申甚至強化。比如很多女性提到「把女兒當做兒子養」，希望她像兒子

一樣養老，但是卻沒有人指望兒子也能變成「小棉襖」，像女兒一樣發展更親

密的關係和提供情感勞動與照料服務；又如在婆婆和母親競爭為女性提供育

兒照料時，婆婆的幫助往往被視為應該的，符合父權家庭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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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中國轉型社會複雜現代性的情境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間

在經濟上合作、分工，情感上相互依賴，精神上共同支持，形成了具有鮮明

性別維度的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互動的馬賽克家庭模式。和傳統家庭中

顯著的代際等級森嚴、人際關係疏離不同，這種模式中家庭成員包括代際之

間的關係更趨平等和親密。此外，馬賽克家庭模式中傳統與現代雜糅，色彩

鮮明，如性別規範、照料和家產繼承方面，既體現了傳統的女性角色期待，

也體現了現代社會進步的性別平等趨勢和女性地位的提高，而傳統父權家庭

規範在頹勢凸顯的同時，也在頑強延續，甚至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在風險叢生和不確定性極高的市場經濟中，不同代際的女性通過養老、

育兒實踐，通過金錢、情感和照料把她們各自的家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組

成一個不同代際、雙系家庭的自助安全網和抵禦風浪的船隊。當中的夫妻關

係和代際關係可能是同舟共濟，也可能會產生緊張衝突dp。

本研究強調了馬賽克家庭模式對於個人的保護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

這種模式的脆弱性和潛在的難以持續性。在頻繁的互動中，代際衝突往往 

在所難免。特別是在當今中國社會人口和經濟雙雙轉型的關鍵時期，女性的

家庭—工作矛盾日益尖銳，她們可能會面臨照顧子女、公婆和父母的三重負 

擔dq。這種家庭模式在幫助女性分擔育兒責任的同時，也有可能出現育兒和

養老之間，以及雙系父母養老之間的衝突，從而激化女性的家庭—工作衝突， 

有可能進一步導致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雙雙走低，小則影響到個體

家庭的財政境況，大則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本研究是對於中國轉型社會正在初現端倪、未來有可能大規

模出現的家庭模式的一個經驗考察和總結，以及初步的理論提煉和反思。我

們必須意識到，長期計劃生育政策和未來還將持續走低的生育率是這種家庭

模式出現的一個重要的人口政策和社會變遷的背景。就「馬賽克家庭主義」理

論強調的傳統與現代雜糅性而言，中國社會未來的家庭模式應該包括這種代

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家庭模式在內的各種更為傳統，或更為現代的模式，

以及其他形態家庭模式的雜糅共存。這種圖景和論者對於所謂「正常家庭」模

式和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的批判dr，對於多種家庭模式、傳統和現代模式在

世界範圍內並存的描述是一致的。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定量研究可以受到這

個理論的啟發，去發展更多扎根於本土情境的假設，去發現更多地域甚至全

國範圍的種種家庭關係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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