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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现象的因果链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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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已由传统的双向反馈模式部分断裂为线性的抚
育关系，呈现出“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下移现象。究其根源，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亲代家庭经济地位
的改变，导致家庭地位从主导到依附的转换。家庭经济地位改变的结果导致原有的代际交换平衡状态被打
破，父母凭借的只能是血缘情感，物质利益的取向和孝道等传统价值观的式微造成代际交换资源的价值极低，
难以在交换中成为主动。当然，由于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引发家庭关系的变化，也导致了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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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对传统中国的代际关系有过这样的阐
述: “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 乙代
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有反
馈的模式，简称‘反馈模式’。”［1］( PP． 497 ～ 489) 体现了
育儿与养老之间、父代和子代的一致性与平衡性。
而且，其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物质的、情感的、
仪式的、声望的、象征的等多方面内容”。“这种代
际交换中的公平逻辑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家庭、
宗族及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2］同时，构
成了几千年来我国“养儿防老”代际关系的思想
基础。

随着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巨大变迁，传统社会中
双向平衡的代际关系在农村是否仍旧存在? 现代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刘桂莉认
为，在现代中国农村，双向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
已经被打破，代际关系的重心迅速下移，并严重向
下倾斜。出现了亲代对子代有极大付出，而子代对

亲代的赡养、照料和慰藉却相对较少，甚至出现了
部分不敬、不尊、不养，或者有养无敬、有养无爱的
情况［3］。贺雪峰调查发现，在鄂北英山农村的代
际关系中，父母为子女的付出总是比子女对父母的
回报多，父母对子女有无尽的责任，而子女似乎只
对父母尽有限的义务［4］。郝光亚从农业生产社会
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家庭老人地位式微的孝道嬗变，
指出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从主导转向依附，孝道不
断被淡薄［5］。王跃生根据对北方农村的调查，发
现儿女往往没有时间耐心服侍老年人，老人白天多
数静静地坐着，没有人陪他们聊天，晚上早早就睡
觉了。被轮养的老年人，若自己还能走得动，在轮
到下一家时多数情况是自己拿着日常用品过去，无
人相送，也无人来接。他们虽然生活在家庭的环境
中，与子代、孙辈成员朝夕相处，但孤独之态随处可
见。一旦年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虽然子代明白
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任劳任怨接受者并不多，
乃至视赡养之责为负担［6］。关颖通过调查发现，
在农村有些子女千方百计摆脱赡养父母之责，对父
母的生活情况不闻不问，近年来还出现了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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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不养”等问题，在苏南一带的农村，晚辈盖洋
楼，长辈住老屋或在楼房边搭小屋居住的现象相当
普遍［7］。

刘立国通过对农村家庭代际交换的研究发现，
在农村的家庭养老中，代际交换维持着一种非均衡
的合约。父代农民的付出远远大于他们所得到的
回报。这不仅表现在父代农民在抚育阶段生活水
平的“紧缩”，也表现在反哺阶段子女的非充分赡
养［8］。根据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结果显示，
有 24． 67%农村老年人没有获得过子女的任何帮
助。在得到过经济帮助的农村老年人中，其消费水
平也远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居民消费水
平。王新友 2005 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也印证了这
些现象的普遍性。据王新友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广
大农村对父母如同对儿女的视为孝，占 18% ;对父
母视同路人、不管不问的为不孝，占 30% ; 精神状
态好的老年人占 8% ; 22%的老年人以看电视或聊
天为惟一的精神文化生活; 93%的老年人一年换不
上一件新衣服，69%的老年人无替换衣服［9］。

从以往的调查和研究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农村
家庭代际关系的显著特点是老年人地位的式微和
代际关系的下移。老年人在家庭中从主导转向依
附，家庭的重心转向儿女，传统的双向反馈模式部
分断裂为线性的抚育关系。而在残存的反馈赡养
中，代际反馈的内容也十分贫乏，情感的、仪式的、
象征性的代际交换非常欠缺。多数儿女对老年人
只是提供经济上的简单赡养，而在生活上的照顾和
精神上的慰藉常常难以做到，传统的仪式和象征性
的尊重则基本消失。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现代中
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下移呢? 这是
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有必要进行研究。

二、文献的简要回顾

近些年，养老问题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
注，因此呈现出一批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在
这些研究成果中，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下移原因的
思考较多，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论。一些学者把家庭代际关系的下移看
做是儒家思想中孝道文化概念的旁落与式微［10］。
在儒家思想中，道德行为的核心在于对父母的孝
顺，孝顺包含着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但这种文化由
于种种原因已经衰落，必然也导致代际关系的
下移。

结构论。一些学者认为，只用儒家思想中的孝
道的文化变迁来解释代际关系下移是有缺陷的，还
要注意社会结构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11］。有学
者认为，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导致家庭原有的赡养功
能弱化，核心家庭关注的重心往往是下一代，而现
代社会中多数子女在工作后自立，选择与父母分
居，难以像过去那样在父母身边尽孝心和尽照料的
义务，代际关系日渐疏远，代际之间的矛盾加剧①。

地位论。廉永杰等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封建家长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土崩瓦解，子女对
父母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家长的威信大大降
低［12］。肖倩认为，随着代际职业分化的加剧，子辈
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个人财产权利意识急剧
增强，导致家长对家庭财富的支配权被大大削
弱［13］。

利益论。聂文军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利益导
向的冲击下，经济利益的原则逐渐成为主导人们行
为的标准，利益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14］。即使在
处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时，有些人为了实现个人利
益的最大化，不惜以牺牲道德原则为代价。因此，
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农民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
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孝道伦理逐渐被淡化。

均衡论。郭于华通过对河北省农村养老的调
查，发现农村孝道嬗变的根源在于农村代际间付出
与回报的均衡关系被打破［15］。传统的代际关系遵
循付出与报偿相均衡的公平逻辑，而现在两代人所
强调或倚重的交换内容出现了偏差。父母一方强
调生育之恩、抚养之惠，而子、媳一方则更为注重物
质交换的财物的多寡。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对现代农
村家庭代际关系下移的解释路径是相互分离或单
一的，或是分别采取几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来论证同
一研究结论，缺乏综合性的考虑。农村家庭代际关
系下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的影
响程度不同，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又互相影响，构成
了一个影响系统。直接、根本的因素来自家庭地位
从主导到依附的转换，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地
位的改变。家庭经济地位改变的结果导致原有的
代际交换平衡状态被打破，父母凭借的只能是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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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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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但物质利益的取向和孝道传统价值观的式微
一起造成代际交换资源的价值极低，难以在交换中
成为主动。当然，职业发展的需要引发的家庭结构
的变化也会导致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基于这样
的思考，本文尝试用因果链条的逻辑思路来阐释中
国农村代际关系下移的成因。

三、代际关系下移的因果链条

( 一)亲代年老时经济地位的依附性是代际关
系下移的原发性的因果链条

传统社会遵循的是父子之间的继承关系，子代
在继承亲代财产的同时，必须承担赡养父母、尊敬
父母、服侍父母的义务。而这种传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之前的中国农村得以延续。之所以得以
延续，其最根本原因在于亲代具有可以交换的财产
资本、男性长辈的权威，因而这一关系得以保留。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之后，体面完成儿子的婚
事是亲代农民一生的重要目标［16］，中国绝大多数
农民都要为儿子娶亲、盖房和购置耐用消费品，因
而，绝大多数农户的消费支出都发生在婚嫁和盖房
上。在子女成家之际，为了准备婚事，亲代农民不
得不压缩正常的生活消费，节衣缩食，进行短时期
的“过份消费”。而在“任务”完成之后，家庭剩余
财产几近为零，或是负债。更为关键的是，子代在
成家之后，农村传统的分家习俗又会引发代际财富
的转移。结果是子代占据举全家之财力建成的住
房，亲代往往一无所剩，甚至还要承担因建房而造
成的债务。王跃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多子家庭
中，儿子结婚后父母仍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并不
高，30 ～ 39 岁、40 ～ 49 岁、50 ～ 59 岁 3 个年龄段都
不超过 20%［17］。
“有自己的住房”说明父母对现有住房拥有所

有权，而“所住房屋已分给某个儿子”说明父母没
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住房，所住房屋已在子代对家产
的分割中解除了隶属关系，亲代农民一生苦心积累
的财产的“合法”转让，使亲代农民年老时在经济
关系中处于劣势，结果只能听任于子女的自觉。再
加上子代成婚后，多数会选择外出务工，而亲代常
常要留在家中务农，并抚养子代的子女。务工收入
与务农所得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也客观上加速了家
庭经济权利由亲代向子代的转移。在亲代老人经
济权利旁落的同时，子代成为新知识体系的主要拥
有者和阐释者，他们因掌握了新的知识而导致其权

利的增加［18］( P． 46，79)。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今天
乡村社会中代际交换的逻辑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
代际间可交换的资源和使交换得以维持的制约力
量。权利的转移必然引起家庭地位的转变，即从主
导转向依附，进而影响代际交换的主导权，代际关
系下移也是必然之后果。

必须指出的是，现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下移只
是指向子代 ( 儿子) 的下移，是父子关系的失衡。
研究表明，在农村亲属关系日益功利化的过程中，
娘家与女儿的联系趋于紧密，姻亲关系得到空前发
展，许多人把姻亲看得比宗亲还重要。作为父辈家
庭的非正式成员，亦没有赡养父母和承担家计责任
和义务的女儿，如今在娘家的经济、资源和家庭福
利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这一现象
出现的重要原因是，现代农村家庭儿子的赡养行为
多半具有较强的交换色彩，女儿的赡养一般是没有
回报的。由于无需回报，即使年老的亲代没有财产
可供交换或继承，再加上女性地位的提高，出于情
感等原因，嫁出去的女儿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这
也从某种角度表明了经济地位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 二)市场经济引致的子代即时物质利益取向
构成了代际关系下移的支持性因果链条

市场社会作为复杂的社会设置，是以资本的运
行逻辑为基本框架、以科学技术为支持手段、以满
足各种欲望为旨归的社会类型。拉动内需、鼓励消
费的政策安排与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
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消费伦理观。因而，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消费社
会的特性，正如波德里亚描述的那样，“今天，在我
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欲、服务和
物质 财 富 所 构 成 的 惊 人 的 消 费 和 丰 盛 现
象”［20］( P． 1)。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开始强调自我和
个体欲望的表达，感性的快感与欲望不再是人们加
以防范、警惕的邪恶异类，相反，它成了值得炫耀的
内容。“享受感性快感的程度，成为对人生的终极
辩护。”［21］( P． 307)

市场经济赋予人们追求物质欲望的正当性，农
民的物质欲望被充分调动起来，追求金钱即货币欲
成为普遍的趋势和巨大的驱动力，货币成为人们追
求的“神圣”对象，金钱居于人们精神的中心位置。
受物质利益取向的影响，多数子代只追求即时回
报，即亲代年老时是否对其进行赡养主要看是否
“有利可图”，并没有把赡养亲代看成是一种延时
回报，即是对亲代过去付出的回报。因此，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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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取向成为很多农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
向。正如王思斌所担心的那样: “一种功利主义文
化正在城乡兴起，部分人对道德和传统价值的漠视
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在一些人眼中，个人成就评
价的主要尺度只有财富与权力，这样一种价值观对
城乡 社 会 和 家 庭 会 产 生 了 不 可 低 估 的 影
响。”［22］( P． 132)陈柏峰通过对皖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年轻人实际上有着对孝道的正确判断，不过这种判
断在冲突中往往臣服于利益、戾气或其他某种东
西。大家知道违背孝道是不好的，但人们并不会因
违背孝道在村庄中丧失很大的名誉或丢面子［23］。
由于农民在资源、眼光、能力、技术上的缺失，子代
即时的物质取向必然存在两种结果: 一是通过“彩
礼”、“分地”等名义直接“盘剥”父母，从而获利;二
是通过不赡养或不充分赡养老年人来减少支出，以
间接获利。

当然，农村子代即时的物质利益的形成有着复
杂的过程，在人们只关注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受大
规模社会流动的影响之时，村庄舆论不再起作用，
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不断被摈弃，农民就会依
据自己的现实利益作出选择，而不再将他人放在眼
里。没有邻里的舆论约束，没有宗教的信仰约束，
人们行为的惟一理由会变成赤裸裸的现实利益。
一旦村庄社会中的人们不再受到内在道德力量和
外在敬畏力量的约束，任何不可理喻甚至丧尽天良
的事情都可能发生［24］。可以肯定，市场经济的深
化引致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和物质利益取向的形
成，再加上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农民地位的进一步
边缘化，必然会影响农村的代际关系，并使之下移。

( 三)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引发的农民家庭关系
变迁构成了代际关系下移的外部因果链条

2009 年初，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2008 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为 2． 2542 亿，其中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1． 4 亿［25］。有 1 亿多农民在民
工潮中离开了乡土，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流动不仅打
破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打破了原有的地
缘组织和基于其上的关系，家庭形式和家庭关系也
必然受到影响，流动式家庭就是其最基本的形式。
而流动家庭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到家庭中的孩子、夫
妻关系，也直接影响到家庭中的老年人。

一般来讲，流动家庭包括扎根式流动家庭和离
乡式流动家庭。其中，扎根式流动家庭更为普遍，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提供的数据，
2007 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务工者

的 20%①，这意味着大多数流动劳动力是以与家庭
成员分离的形式外出务工的。这一劳动力流动特
点加剧了农村家庭离散化趋势，农村家庭被拆分为
外出和守土两部分，家庭成员在地域分隔的情况
下，无奈中构造了一个跨越城乡两域的弹性家庭生
产—生活模式［26］。而在扎根式流动家庭中，多数
沿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留守妇
女承担着双重角色，农田种植和管理家庭经济、料
理家务、抚育子女和照料老年人的任务担于一身。
这样，妇女在家庭中( 尤其是留守的家庭成员中)
的地位和作用急剧上升，即从原来完全听命于公
婆、丈夫的“小媳妇”转变为强势的女主人。而在
儿媳与老年人之间，由于没有生养之外的交换资
源，所以在赡养老年人方面更强调物质交换的财物
方面或称获致性方面，具体而言，就是你给了我什
么( 房产、钱、物、劳力) 和对我好不好，大多数人更
愿意接受有条件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留守家庭
中亲代生活的状况往往不尽如人意。

离乡式流动家庭指举家外出或家庭重心在外
的夫妇家庭。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致使农
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即由“核心化”家庭结构向
“空心化”家庭结构转变，出现了留守老年人等问
题。虽然外出务工子女可以使得一部分留守老年
人的生活得以改善，但绝大多数留守老年人依然通
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子女对留守老年人
的经济供养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给老年人寄钱
都是为了农业生产投入或者自己孩子的生活和教
育费用支付，只有在留守老年人患了重病时才会予
以支持。离乡式流动家庭一般都会选择把抚育子
女的重担抛给留守老年人，但抚养费用支付不足、
不固定，造成老年人不堪经济和身心的重负。调查
显示，外出子女寄回家的现金只占家庭总收入的
13%。如果子女外出务工收益差或子女不孝敬，留
守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就可能不断恶化。

四、总结

解决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的现象，最重要的
是使代际关系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既有亲情内涵，
又不互相束缚;既相互关照，又不使彼此有拖累之
感;代际之间既要有经济支持，又不过度索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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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 年全国农村
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增加》，载《调研世界》2007 年第 4 期。



如何平衡代际交换双方的利益，使家庭的子辈将来
的父辈从开始就能够享受到应得的、平等的幸福权
利。显然，单靠家庭和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
需要国家和社会力量加以支持。

首先，需要引导自我储蓄养老，鼓励家庭照料，
推动社会养老保障，形成个人、家庭和社会三维支
撑模式，摆脱单项依赖机制。只有这样，才有助于
家庭代际关系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其次，子代也要改变依赖父母的思维和行为方
式，自立自强，营造新的生活。或者说，子代在完婚
的物质准备过程中，以自己之力为主，以父母之力
为辅。这样，父母因摆脱了为子女操办婚事这一硬
性任务的困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和积极
性才会提高。

再次，还需要以相关的养老法律促使子女承担
对父母的赡养、照料责任，强化代际之间互相尊重
的意识，特别是对弱势老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照与尊
重。将现代制度与现代观念结合起来，形成多元的
养老机制和氛围。这或许是当代农村改善代际关
系不可缺少的步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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