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家庭类型划分方法袁 根据家庭结构和

规模把家庭分为核心家庭尧主干家庭尧联合家庭等

不同类型遥 家庭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结构尧经济基础

的变化是分不开的遥 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是建立在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袁 现代核心家庭是

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遥 转型期的中国处在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袁 人口大规

模从农村流向城市袁且形成家庭迁移的趋势袁大量

流动人口把小孩和老人接到城市共同生活袁 形成

新的家庭结构模式袁很多学者都对此予以关注遥 沈

奕斐认为在个体化社会袁 人们往往从个体需求而

不是家庭出发来确定家庭成员袁 家庭主义转向了

个体家庭[1]渊P218冤遥 姚俊发现家庭成员为了主动适

应宏观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袁 运用家庭策略对家

庭结构进行调整袁 出现了时空分离的临时主干家

庭[2]遥 张雪霖则认为由于劳动力外流袁孙辈渊青少

年冤要子辈渊年轻人冤要父辈渊中年人冤构成了新三

代家庭袁 其特征体现为家庭劳动和负担的代际向

上转移袁以及家庭资源的代际向下转移袁而已经丧

失劳动能力的父辈的父母则被排除在家庭结构之

外[3]遥 个体家庭尧临时主干家庭尧新三代家庭都是社

会转型期人口流动背景下出现的新的家庭结构模

式袁 沈奕斐的个体家庭研究考察的是上海中产阶

层的状况袁子女和父母经济条件都较好袁很多都在

城市拥有两套房产袁父母和子女可以分开居住曰姚
俊的临时主干家庭研究没有区分来自农村和城市

的年轻一代的不同情形袁 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

经济基础尧人力资本尧社会资本明显低于城市流动

人口曰张雪霖的新三代家庭则考察的是子女外出尧
父母留守的情况遥 因此这三类家庭都不能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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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子辈由农村流动至城市袁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

特定阶段和农村随迁过来的父母同住的家庭的特

点遥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立足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袁
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要节点如生育小孩尧 父母衰

老等都会影响家庭的流动策略袁 促使老人被动迁

移到城市袁形成老人和子女同住的情况袁而其他阶

段家庭则处于核心状态遥 随迁形成的家庭在从居

方式尧家庭权力尧家庭经济尧家庭认同等方面出现

了新的特点袁为了更好地突出这些特点袁笔者提出

了随迁家庭的概念遥 所谓随迁家庭袁主要是指青年

人口通过升学尧务工尧经商等途径流动到城市袁在
城市有固定住所尧有稳定收入来源袁把家庭成员接

到城市共同居住而组成的家庭遥 随迁家庭既不属

于传统的主干家庭袁也不是现代的核心家庭袁而是

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遥 家庭成员随迁包括小

孩随迁和老人随迁两种情况袁 本研究探讨的是老

人随迁到城市后的生活状况袁 故本研究的随迁家

庭特指老人随子女一起迁移到城市形成的家庭袁
不考虑有无小孩随迁的情况遥 笔者以贵阳市为田

野点袁选取了 23 个家庭作为访谈对象袁对他们如

何策略性地建构家庭结构袁 在日常实践中如何处

理代际关系进行了分析遥

二尧随迁家庭的类型

青年人口流动到城市袁脱嵌于原有的家庭尧亲
属尧社区等网络袁但在家庭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又不

得不求助亲属关系网络遥 小孩出生尧生意急需帮手

时袁老人会成为被动迁移者曰老人身体健康出现问

题或生活不能自理时袁老人的流动也会发生袁迁移

到城市和子女共同生活遥 根据老人随迁到城市的

不同目的袁笔者把随迁家庭分为五种类型遥

渊一冤扶幼型

叶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曳显示老人因照

顾晚辈而随迁的比例高达 43%袁野扶幼冶成为老人随

迁的主要原因遥 妇女走向职场后袁不能兼顾小孩和

工作袁 家庭中需要一个角色能够顶替母亲照顾小

孩尧料理家务袁在西方社会中这个角色是由保姆充

当的袁但在中国社会袁由于社会信任不足袁家庭经

济压力等因素袁 一般都由老人来充当帮助照顾小

孩的角色遥 让自己的父母来照顾小孩袁对青年流动

人口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袁 可以最大限度

地降低家庭生活成本袁获得家庭的最大收益遥

渊二冤养病型

随着年龄增长袁人的生命机能逐渐下降袁各种

健康问题随之而来袁这是生理规律袁任何人都无法

避免遥 老人生病后不仅生活上需要照顾袁心理上也

需要安慰袁这时候子女的陪伴无疑是一剂良药遥 远

在城市上班的子女不可能长期丢下工作陪伴在

家袁接老人去城市养病就成了最佳选择遥 此外袁农
村医疗水平不高袁当老人出现重大疾病时袁只能去

城市就医遥 随迁到城市养病袁既有子女照顾袁又能

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袁子女也能安心上班遥

渊三冤养老型

养老型随迁家庭中的老人一般年纪较大袁子
女担心其在家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袁
就接到身边共同居住袁方便照顾其生活遥 野养儿防

老冶是中国家族主义传统观念袁也是现代社会子女

应尽的赡养义务袁父母年老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袁
就是子女回报父母的时候遥 流动家庭在父母年老

需要赡养的时候袁 有的选择夫妻中的一方返回老

家照顾父母袁有的选择把父母接到身边袁当回流的

成本大于接老人进城生活的成本时袁子女一般都会

选择后者袁让老人随迁进城袁组成随迁家庭遥

渊四冤催婚型

很多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子女能够成家立

业袁只有儿女结婚生子之后袁老人才觉得自己的人

生任务完成了遥 在传统的家族文化中袁人生的意义

和价值在于繁衍后代袁延续血脉袁孙代的出生让老

人看到了希望袁血脉就会这样绵延不绝遥 老人退休

后袁生活清闲袁就想儿女尽快结婚袁让自己含饴弄

孙遥 为了尽快抱上孙子袁他们随迁到城里袁为子女

物色对象袁督促其尽快完婚遥

渊五冤助业型

个体经营以其投资少尧灵活性大尧个人努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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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收益挂钩等特性袁受到创业者的青睐遥 农村剩

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袁 其中一部分有经济基础和

投资眼光的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自主创业遥
他们一般从事零售尧修理尧餐饮和服务等行业袁以
家庭为单位经营遥 因经营规模小袁利润主要来自直

接劳动所得袁为减少成本袁当店里需要人手时袁他
们会选择让尚有劳动能力的爸妈帮忙袁 这成了部

分随迁家庭的形成原因遥

三尧随迁家庭的生活现状分析

随迁家庭是介于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一种

中间状态袁由亲代和子代两个核心家庭组合而成袁
两者不能完全融合为一体袁但又不能截然分开袁进
而在家庭结构尧经济策略尧居住安排等方面都产生

了一些新的特点遥

渊一冤随迁家庭的结构特征

1.流动的家庭成员

随迁家庭以子代为核心袁父母随子女而居袁哪
方父母随迁袁什么时候随迁袁根据家庭需要确定袁
随迁家庭结构的松散性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流动性袁
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袁家庭成员不断改变遥

TXH渊女冤是 2013 年女儿怀孕时来到贵

阳的袁2014 年春节 TXH 的老伴也来到贵阳袁8
月份的时候老伴生病住院袁 病好之后袁TXH
和老伴回了陕西老家袁 女儿的公公婆婆搬来

贵阳照顾小孩遥 住了 1 个月左右袁由于婆媳矛

盾袁公公婆婆回了老家遥 2015 年春节后小孩就

留在陕西由 TXH 和老伴带袁女儿和女婿生活

在贵阳遥 2016 年小孩要上幼儿园了袁TXH 又

跟随孩子来到贵阳袁2016 年年底袁因在武汉的

儿媳妇怀孕袁TXH 又前往武汉遥
LDW渊男冤和老伴来贵阳 10 年了袁一直和

大儿子同住袁2016 年 3 月份因小儿媳妇生了

小孩袁就搬到小儿子家住遥 2017 年 3 月大儿媳

妇生二胎袁LDW 住到大儿子家帮忙袁 老伴则

继续在小儿子家遥
HJH 渊女冤 一直和老伴在老家务农袁2016

年下半年老伴因病去世后独自一人留在老

家遥 儿子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袁于是 2017
年 3 月 HJH 来到贵阳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遥
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变

化袁成员的增加或减少以家庭需要为原则袁转型期

的流动家庭以自己的家庭策略回应社会结构的变

化袁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反映着社会结构的变迁遥
2.家庭结构的空间分离

野家庭乃指共同生活尧共同经济尧而合炊于一

灶的父系家属冶[4]渊P73冤遥 现如今传统的家庭定义已

经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袁野同居冶尧野共
炊冶尧野共同经济冶已经不能概括现代家庭的多元化

特点遥 有的家庭同居共炊但不共财曰有的家庭共财

但不同居共炊曰 还有的既不同居也不共炊还不共

财袁 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却不是截然分开

的袁而是分中有合遥 很多随迁家庭并不是父母一同

随迁袁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遥
XZH渊女冤在贵阳帮女儿带小孩袁老伴还

留在老家县城教育局上班袁 只有女儿女婿放

假的时候袁XZH 才有空回家一段时间袁 平时

和老伴都是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遥
WSZ 渊女冤 跟着儿子和媳妇来贵阳带孙

子袁老伴则去了建筑工地打工遥 在被问到为什

么不一起来贵阳时袁WSZ 说院野那怎么办袁家里

还要开销袁儿子也有自己的负担遥 冶
老人不能一起随迁的原因很多袁 有的家里还

有年迈的父辈需要照顾袁 有的一方还没到退休年

龄袁有的不愿放弃家里的农活袁还有的则是因为有

多个子女袁需要照顾其他子女的小孩遥 城乡流动是

造成随迁家庭空间分离的主要原因袁 夫妻一方发

生空间位移袁另一方留守农村曰或者夫妻双方发生

不同方向的空间位移遥 这种分离不同于网络家庭

中的野一碗汤冶的距离袁空间距离更远袁见面的机会

大大缩减曰也不是核心家庭和父母家庭的分开袁而
是父母双方被迫分开袁因此不利于家庭稳定遥

3.家庭关系的多元性

传统中国家庭以父子轴为核心袁 而西方核心

家庭则以夫妻轴为核心袁 在城乡流动背景下形成

的随迁家庭既不同于传统的主干家庭也不同于现

代典型的核心家庭袁家庭关系以夫妻轴为核心袁但
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关系尧 以婚姻为纽带的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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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样存在袁 并且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夫妻关系袁有时甚至会瓦解夫妻关系遥
ZCY渊女冤一直一个人住在河南老家袁1 年

前因身体不好来贵阳看病袁 就跟儿子媳妇住

在了一起遥 但刚来没多久袁就和儿媳发生了冲

突袁住了 1 年病情有所好转袁就又回老家了遥
ZLP渊女冤的女儿女婿在贵阳上班袁两人都

是独生子袁两家老人轮流来贵阳带小孩袁有时

两家老人同时住在贵阳遥 ZLP 和亲家相处融

洽袁经常一起带小孩出去玩袁过年的时候袁为
了不让小孩两头跑袁都是和亲家一起过的遥

ZHX渊女冤的儿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袁
全家人都乐开了花袁 儿子和媳妇是双职工都

要上班袁 两个小孩要照顾袁 一个老人忙不过

来袁ZHX 和亲家母一起住到了儿子家袁 帮忙

照顾两个孩子遥 家庭成员多袁照顾两个小孩事

情也多袁家庭关系相对来说就没那么融洽了遥
从 ZCY尧ZLP尧ZHX 三家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袁

随迁家庭的家庭关系以夫妻轴为核心袁 但双方父

母的加入使家庭关系变得多元而复杂遥 随迁家庭

表面上和传统的扩大家庭一样属于三代同居袁但
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父子轴关系袁 特别是独生女的

出现袁使得女方的亲属关系变得同等重要袁很多随

迁家庭都是女方父母和子代夫妻共同居住袁 少数

家庭则是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一起随迁袁 家庭关

系就更加复杂了遥
4.家庭边界的多重性

随迁家庭中的子代夫妻都涉及到三个家庭袁
即自己和配偶组成的小家庭尧自己的原生家庭尧配
偶的原生家庭遥 各个家庭的边界并不一致袁造成了

家庭边界的多重性袁 也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家庭认

同遥 不同的家庭成员都以自己为中心袁以其他成员

与自己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家庭边界遥 夫妻双方对

自己组成的核心家庭具有一致的认同性袁 而对于

父母的家庭认同就出现了分歧袁 大家都会把自己

的父母归为家里人袁而配偶的父母是否归为家里人

则要根据居住状况尧家庭关系而定遥 家庭边界的多

重性袁造成了家庭认同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遥

渊二冤随迁家庭的经济策略

1.结构多元的家庭收入

随迁家庭由子代的核心家庭和父母构成袁家
庭成员的多样性决定了家庭收入结构的多元性遥
随迁家庭中的子代先流动到城市袁 他们在城市或

上班尧或务工尧或经商袁取得非农经济收入袁构成了

随迁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遥 面对市场经济的

风险性袁没有稳定工作的流动人口袁不希望野把鸡

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冶袁所以在城市取得非农收入

的同时袁也不愿放弃农业生产袁往往采取父母一人

随迁一人留守的方式袁兼顾农业生产遥 有的随迁老

人虽然生活在农村袁但从事的是乡村医生尧乡村教

师等非农职业袁有工资收入或退休金遥 家庭收入结

构的多元性袁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遥
2.分中有合的家庭经济

林耀华把家庭定义为同居尧共炊尧共同经济 [4]

渊P73冤袁 传统的主干家庭是以整个家庭作为会计单

位的袁 而随迁家庭中的父代和子代在经济上是相

对独立的袁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核算单位袁子代在城

市取得工资性收入或者经营性收益袁 父代则依靠

农业收入尧务工收入或者退休金遥
WSZ渊女冤在贵阳帮儿子带小孩袁老伴则

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遥 被问到为什么不一起

来儿子家袁WSZ 告诉笔者自己家里还有老母

亲袁老家还有很多亲戚袁都要人情往来袁这些

钱都得自己出袁不可能都问儿子要袁儿子媳妇

刚参加工作不久袁要养小孩袁还房贷袁挺不容

易遥 老伴都已经快 60 了袁出去干活也挺吃力

的袁但家里要花钱袁没办法遥
随迁家庭外在形态上和传统扩大家庭有相似

性袁但内在的经济运行逻辑却完全不同袁随迁家庭

虽然同居尧 共炊袁 但在经济上子代和父代是独立

的袁子代只负责老人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开支袁老家

的人情往来则由老人自己负责遥 但子代和父代具

有血缘关系袁经济上又不可能完全分开袁在代际传

承中野眼泪往下流冶袁父母有能力就会支援子女袁孝
道传统也让子女不会置父母于不顾遥

LHN渊男冤院野儿子和儿媳赚多少钱我不太

清楚袁也不想管袁他们赚的是他们的袁我和老

伴有退休金足够自己花遥 现在贵阳的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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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支都是我在付袁只有这一个儿子袁不想计

较那么多袁反正以后都是儿子和媳妇的遥 冶
随迁家庭的经济分中有合袁 经济条件较好的

老人会补贴子女袁特别是在子女面临结婚尧买房等

大笔开销的时候袁这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袁父
代和子女经济独立袁但同时经济互助非常普遍遥

3.代际向下的家庭财产权

传统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袁 现代

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让渡给企业袁 保留了消费功

能遥 随迁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标准

不同袁子代的经济收入用于购房尧购车尧旅游等大

型消费项目曰父代经济收入缩减袁主要用于维持日

常生活和人情往来遥 子代有大笔消费支出如购房尧
购车时袁老人都会尽自己的能力支援子女袁实现家

庭财产的代际下移遥
LHN渊男冤是退休教师袁每月有 4000 多元

退休金袁随迁来贵阳带孙女袁平时家里开销都

是他出袁孙女有时买东西也是他付钱袁儿子儿

媳只管自己的个人开销遥LHN 告诉笔者袁当初

儿子在长沙买房时袁还资助了儿子 30 万遥
随迁老人都表示年轻人见识多尧知识面广袁比

老年人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袁 因此自己不会过多

干预家庭经济方面的事务袁 但还是希望子女在做

出决定前能够和自己商量袁体现对自己的尊重遥

渊三冤随迁家庭的居住安排

传统家族主义观念认为养儿防老袁 赡养父母

是子女应尽的义务遥 父母年老之后与至少一个已

婚儿子同住并接受儿孙的赡养袁 这样的家庭被看

作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5]遥 社会转型带来生产方

式尧生活方式的改变袁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袁
与此同时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袁导致人

们的思想观念具有内生性和外源性的双重特征遥
反映在居住模式上袁 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

跟儿子居住袁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曰现代

性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空间远离曰 父代和子

代的需求变化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

随之改变[6]遥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

查数据显示袁 城镇老年人口中愿意与子女住在一

起的占比 38.8%袁无所谓的占 24.7%袁不愿意的占

36.5%曰农村中愿意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口为

53.6%袁无所谓的占 21.5%曰不愿意的占 24.9%遥 但

研究发现袁 老人居住意愿中与儿女的分居是有条

件的袁 很多父母的理想居住状态可以称为网络家

庭渊networked family冤袁即儿女住在附近袁彼此之间

保持密切联系[7]遥 沈奕斐也认为现阶段理想的家庭

模式不是简单的核心家庭袁 而是类似于网络家庭

的小家庭模式袁野两扇门袁一碗汤冶[1]渊P57冤遥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往往很大袁野两扇门袁 一碗

汤冶 的小家庭模式需要在居住地有两套距离相近

的房子可供子女的核心家庭和父母分别居住袁但
这种理想状态却很难实现遥 从农村和小城镇流动

出来的年轻人经济基础较差袁 是我们口中常说的

野农二代冶或者野农三代冶袁他们拼尽全力才在城市

中站稳脚跟袁有的贷款买了住房袁有的还在租房居

住袁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或者租赁两套房产袁父母随

迁过来后袁只能选择和子女共同居住遥
随迁一般发生在家庭生命周期中代际需求明

显的时候袁或子代需要父母帮助照顾年幼的小孩袁
或父母年老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照顾遥 代际日

常生活照料的程度和居住距离具有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袁居住距离越远得到的日常生活照料越少遥 老

人随迁到城市的目的或者是照顾孙代的生活袁或
者是自己需获得子代的照顾袁无论哪种情况袁同住

都更有利于代际间生活照料的实现遥
随迁家庭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家庭模式袁 在居

住安排上呈现暂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遥 五种类型

的随迁家庭中袁 随迁老人的居留时间都不是永久

的袁随着小孩的独立尧病情的好转尧生意的转移等袁
随迁老人都有可能重新迁回老家袁 养老型的随迁

老人居留时间也会受到家庭关系和子女数量的影

响遥 很多随迁老人不是夫妻一起随迁袁而是一方在

城市里生活袁另一方或在老家务农或在外务工袁家
庭成员分散居住袁造成彼此心理上的牵挂遥 家庭成

员居住的分散性决定了随迁老人居住的暂时性遥

四尧随迁家庭的情理困境

处于中间状态的随迁家庭袁 既不像核心家庭

那样关系简单袁家庭凝聚力强曰也不像主干家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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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家长权力的统治下袁家庭关系稳固遥 特殊的家

庭结构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复杂化袁 让随迁家庭处

于一种情理困境中遥

渊一冤空间距离的近和心理距离的远

野距离产生美冶是一个美学命题袁告诉我们在

审美的过程中袁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袁否则会影响

或削弱审美主体的审美效果遥 人与人之间也是一

样袁应该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袁确定一

定的边界袁如此才能维持关系的和谐遥 随迁之前袁
老人在农村袁年轻人在城里袁城乡拉开了彼此之间

的空间距离袁降低了亲子之间工具性帮助的可能袁
但通过电话等现代通讯设备袁 亲子之间的情感性

交流依然存在遥 问问父母的身体状况袁聊聊村里最

近发生的事情袁特别是有小孩留守的家庭袁子代会

经常打电话询问小孩的生活尧学习情况袁虽然空间

距离远袁 但父代还是可以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子代

的关心遥 两代人不在一起共同生活袁矛盾少袁彼此

之间都感觉关系不错遥
随迁之后袁老人搬到城里袁进城的新鲜和喜悦

马上被现实击破遥 老人发现子女都有自己的生活袁
白天上班袁晚上带小孩袁唯独没有跟自己说话的时

间袁而自己的生活里只有家务和小孩遥
TXH渊女冤的女儿女婿平时都上班袁早出

晚归遥 送小孩去幼儿园之后袁TXH 就一个人

待在家袁洗衣服尧打扫卫生遥 TXH 还在外面种

了块菜地袁干完家务活之后袁就去菜地挖地尧
浇水袁一天下来也没多少闲工夫遥 TXH 感觉

来贵阳之后袁跟女儿之间的交流反而少了袁女
儿上班回来之后袁有时在书房加班袁不忙的时

候就陪小孩玩袁根本无暇顾及自己遥 老人不喜

欢交际袁在小区里也没什么朋友袁只能用家务

活打发时光袁还给小孩做了很多衣服遥
随迁老人发现自己只是子代家庭生活中的帮

手袁子代不会和自己聊起工作中的事情袁小孩的教

育老人也插不上手袁 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家务

和接送小孩上下学遥 子代有自己的交际圈袁周末常

会跟朋友出去聚餐袁老人只能待在家里遥 虽然两代

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袁 但是心理上的距离更远

了袁 在随迁家庭中老人没有归属感袁 感觉自己是

野外人冶袁子女和自己的小孩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遥

渊二冤亲密关系的需求和家庭现实的需要

传统家庭以父子轴为中心袁 婚姻的缔结只是

为了传宗接代袁 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有以生育

为目的才具有正当性袁 而平时生活中夫妻之间是

羞于表达感情的遥 费孝通在考察中国社会的乡土

性时也注意到了这点袁 在传统家庭作为经营单位

时袁事业的需要对个人的感情是排斥的遥 核心家庭

的出现袁 使得家庭关系的重心由父子轴转移到夫

妻轴袁人们对于夫妻亲密关系的需求不断上升遥 核

心家庭满足了夫妻亲密关系的需求袁 但在夫妻生

育小孩之后袁家庭的另一种需求开始凸显遥 小孩需

要照料袁女性也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袁他们无法兼

顾工作和家庭袁 必须有其他人承担起照顾小孩的

重任遥 绝大部分中国家庭袁都会选择让父母来照顾

小孩遥 父母的到来袁打破了核心家庭的三角关系袁
也使夫妻双方的亲密关系受到限制遥

CLL渊女冤:中间有 1 年我妈妈待在老家袁
是我公公婆婆帮我带小孩的遥 公公婆婆在的

时候袁我们夫妻俩吵架的次数明显增多了袁很
多次本来我们只是拌拌嘴袁公公婆婆一掺和袁
架就越吵越大袁有几次都提到离婚了遥 公公婆

婆还在边上说我只要跟他儿子离了袁 他儿子

马上就可以再娶一个袁气得我啊浴 公公婆婆在

我老公对我也没那么好遥 对我太好的话袁怕他

妈妈有意见遥 当时我看好了一件衣服袁想买袁
老公一直不肯给我买袁他妈妈上午走了袁他下

午就拉着我去把衣服买回来了遥
随迁家庭比起核心家庭矛盾明显增多袁 夫妻

亲密关系受到亲子关系轴的影响袁 但家庭现实生

活的需要又使年轻夫妻不得不暂时降低对夫妻亲

密关系的要求袁 当小孩长到可以独立生活不再需

要照顾的时候袁夫妻就希望老人退出自己的生活袁
重新找回夫妻之间的亲密遥

渊三冤儿子的孝和媳妇的理

传统的孝道观念是野养儿防老冶袁子女赡养父

母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遥 费孝通把这种代际交

换关系称为反馈模式[8]曰郭于华则视代际关系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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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延迟性的代际公平交换[9]曰陈皆明认为亲子之间

由于社会关系的亲密袁 其资源流动受一般性互惠

原则指导袁资源流动的目的不在于即时报偿[10]袁说
到底孝道就是对父母养育尧投资尧情感的一种延时

性回报遥 在核心家庭中袁夫妻双方都只受到了自己

父母的养育袁 对自己父母可以适用一般性互惠原

则袁在父母年老的时候给父母经济上的帮助尧生活

上的照料尧精神上的慰藉袁但配偶父母就不适用这

一原则袁配偶父母对自己是没有养育之恩的袁适用

即时性交换原则遥 即时性交换原则强调交换中的

公平与公正袁 还强调回报的即时性遥 在家庭养老

中袁传统文化对儿子规定了更多的义务袁赡养父母

是儿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袁 儿子应该在父母没有劳

动能力的时候对父母尽孝遥 儿媳妇对公公婆婆适

应即时性交换原则袁 认为公公婆婆应该在他们还

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帮助自己的小家庭袁 这样自己

才会为公公婆婆养老袁 如果现在他们对自己的小

家庭不管不顾袁以后是不会管公公婆婆的遥
CRX 渊女冤 的小孩一直是公公婆婆在带

的袁公公婆婆把照顾小孩和家务全包了袁让他

们两口子可以安安心心上班遥 CRX 表示袁现
在公公婆婆对他们好袁 他们以后也会对公公

婆婆好的遥 公公生病住院了袁也是 CRX 在忙

上忙下袁送医院袁找陪护遥
ZP渊女冤跟婆婆关系就没那么融洽了袁生

头胎的时候袁ZP 没有上班袁自己带小孩袁孩子

3 岁的时候袁 她考上了贵阳市的小学老师袁开
始了家庭双职工的生活遥 小孩大了就送到幼

儿园袁两口子也忙得过来遥 二胎政策出来后袁
ZP 和老公也心动了袁于 2017 年 3 月生了个女

儿袁儿女双全袁全家皆大欢喜遥 婆婆也答应过

来帮忙带小孩袁但好景不长袁不到 3 个月的时

间袁ZP 跟婆婆大吵了几架袁 最后婆婆回了老

家袁再也不管小孩的事情了遥 幸亏两口子都是

老师袁 又住在学校附近袁 轮换着上课和带小

孩袁侄女也在这个学校实习袁可以帮把手袁三
个人手忙脚乱总算把事情应付过来了袁 但忙

得连煮饭的时间都没有袁天天在学校吃食堂遥
说起婆婆袁ZP 就咬牙切齿院野她现在宁可在家

玩袁也不给我带小孩袁等她老了别想要我照顾

她袁我水都不会给她喝一口遥 冶
两个案例形成了鲜明对比袁 公公婆婆是否在

小家庭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劳务上的资助袁 直接

影响着儿媳妇对公公婆婆的养老态度遥 儿媳妇更

看重的是即时性的劳务或者经济上的交换袁 父母

必须用自己的劳务或者经济输出换取养老保障遥

渊四冤老人的权威和年轻人的自主

传统扩大化家庭中家庭财产由老人掌管袁老
人还掌握着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袁 在家庭中处于

非常重要的地位袁 家庭中的重要事情都由老人决

定遥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袁个体开始走出家庭袁在家

庭之外取得经济收益袁摆脱了家长的控制遥 老人的

农业生计知识也已经不再适应工业社会的发展袁
被抛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遥 老人的家庭地位开始

边缘化袁家庭权威随之下降袁老人被排除在家庭重

大决策和管理事务之外袁 但不是所有的老人都甘

愿成为子女背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遥
HXZ渊男冤:来贵阳之前我一直在外面做

点小生意袁虽然赚得不是很多袁但还是够我和

老伴花的遥 儿子在贵阳开店袁生了小孩忙不过

来袁我就过来帮着看孩子遥 他们生意上的事我

不懂袁我也不怎么过问袁但生活上的事情我还

是懂的啊遥 但儿子和儿媳妇好像都没把我这

个做爹的放在眼里袁 家里添置什么大件的东

西都不跟我商量袁我心里就来气遥 记得是 2007
年的时候袁都没听他们说起袁就不声不响买回

来个摩托车袁我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袁儿子就

赶紧过来跟我解释袁说要送货袁买个摩托车方

便点遥 说实在的袁我也不是想管着他们袁只是

觉得我是长辈袁我住在这里袁你添置大件的东

西袁跟我说一声袁表示尊重遥 如果不尊重长辈袁
长辈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啊袁 要不是帮他

们带小孩袁我也不会住在这里啊袁我现在还不

要靠他们养活袁我完全可以自己去赚钱遥
现代社会中袁子女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袁也以

独立的姿态管理和决定家庭事务袁 在以夫妻关系

为主的核心家庭中袁 年轻夫妻对家务事进行决策

理所当然袁但在随迁家庭中袁父母作为年长者袁希
望子女在家庭事务中能尊重自己的意见袁 哪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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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地征求意见袁 也能肯定他们在随迁家庭中

的地位袁让他们觉得在家庭决策中有一席之地遥

五尧随迁家庭的实践逻辑院工具理性
和价值理性的共存与博弈

从随迁家庭的家庭结构尧 经济基础尧 居住安

排尧情理困境等可以看出袁随迁家庭在实践过程中

遵循着两个逻辑院其一袁受个体主义文化影响袁遵
循工具理性的逻辑袁 个体行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

量曰其二袁受家族主义文化影响袁遵循价值理性的

逻辑袁为了家族利益牺牲个体利益遥 随迁家庭中的

两类行动主体父代和子代袁 分属于不同的核心家

庭袁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袁但父代和子代又是血脉

相连的家人袁代际关系不仅受理性支配袁还受情感

影响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发挥作用袁两者的

张力和博弈构成了随迁家庭的实践基础遥
家庭生命周期中小孩出生后袁 出现了母亲角

色和职业角色的对立袁 女性为了个体发展和自我

价值实现袁都不肯放弃事业回归家庭袁出于工具理

性的考虑袁由父母充当照顾孩子的角色袁能够实现

利益最大化遥 女性可以继续上班袁赚钱补贴家用曰
父母照顾小孩也尽心尽力袁还不用付工资遥 随迁老

人的到来袁 给子代夫妻亲密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袁老人的部分育儿观念尧教育理念也不能与

时代同步袁子代对此虽颇多怨言袁但他们还是选择

让父母来照顾小孩袁 主要就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

量遥 普通的工薪族家庭很难负担聘请保姆的费用袁
况且聘请保姆还要担心小孩和家庭财产的安全遥
助业型的随迁家庭更是直接和经济利益挂钩袁因
个体经营赚取的是劳务费袁 如果请人打工就赚不

到钱了袁请老人帮忙可以减少开支袁增加收益遥 随

迁家庭虽然同居共炊袁 但实际上是两个核心家庭

的临时组合袁 亲代和子代有着各自独立的经济利

益袁在家庭实践中实行独立核算袁很多老年夫妻采

取一方随迁一方留守的方式袁 既可以满足子女的

需求袁又可以确保自己的经济收入遥 为了方便照顾

小孩袁也为了减少家庭开支袁随迁家庭的子代暂时

牺牲了夫妻关系的私密性袁 容忍父母和自己共同

居住袁但当小孩长大不再需要父母照顾时袁夫妻亲

密关系的需求就愈发凸显袁子代会要求父母回迁袁
重新回归核心家庭遥 因配偶和父母之间没有养育

关系袁不适用一般性互惠原则袁配偶希望父母在有

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袁 换取以

后的养老服务遥 家庭养老的方式决定了父母的老

年生活必须依靠子女袁 当子女需要父母帮助的时

候袁老人也会出现工具理性的思考袁以现在的劳务

输出换取以后的养老资本遥
孝道文化对中国代际关系影响深远袁 虽然在

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袁孝道文化有所衰落袁但尊老爱

幼仍然是社会倡导的传统美德袁 让父母安享晚年

是子女的心愿遥 当子代在城市站稳脚跟后袁就想把

在农村劳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袁
照顾小孩和料理家务比起干农活还是轻松很多袁
特别是当父母年老需要子代照顾时袁 随迁养老可

以满足老人日常照料尧精神慰藉的需求遥 子代要求

父母随迁袁既有工具理性的需要袁也有价值理性的

思考遥 父代则更多的是从家族利益出发袁把满足子

代的需要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袁 把传承后代当

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遥 扶幼型尧助业型的随迁

老人袁 虽然自己年老力衰袁 但是当子女需要的时

候袁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生活多年的故土袁来到人

生地不熟的城市遥 扶幼型的老人把照顾孙代当成

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袁认为老人带孙子天经地义袁
很多老人不仅有劳务上的帮助袁 还有经济上的资

助袁在保证自己晚年生活的前提下袁尽可能地帮助

子女遥 助业型的老人为了子女的事业发展袁仍在劳

心劳力遥 催婚型的随迁老人则认为只有孙代出生袁
自己的传承任务才算完成遥 很多居住条件较差的

随迁家庭袁 老人往往住在狭窄的房间里或挤在客

厅里袁对此老人也表示理解袁只要子女过得好袁自
己受点苦不算什么遥 当子女不再需要自己帮助的

时候袁他们又无怨无悔地回到家乡袁重新适应乡土

生活遥 老人在随迁现象中更多以家族利益为重袁虽
然有为自己养老的打算袁 但提供养老服务是一种

延迟性回报袁并不完全取决于老人现在的付出袁更
多的依赖于子女对老人的态度遥

随迁家庭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种过渡状态

的家庭模式袁是应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家庭策略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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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个体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袁 但家族主义文

化的影响依然深远袁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将长期

共同作用于家庭成员袁随迁家庭也将长期存在遥 值

得注意的是袁 随迁家庭面临的困境和社会转型期

社会公共服务不完善尧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分

不开的遥 转型社会的风险单靠个体家庭的力量无

法完全有效应对袁 需要个体尧 国家和社会共同承

担袁国家应尽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袁健全社会

保障制度袁缓解个体社会的随迁矛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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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Logic and Dilemma of Migrating Families in the City

HU Die-quan
(Law Schoo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 Migrating families are a new family model formed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They fall in between stem families and nuclear families,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of child care,
illness recovery, old-age provision, marriage urgers, and career support. The case study of Guiyang shows that in terms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family members of migrating families are mobile and separated, the family relations are diversified,
and the family boundaries are multi-faceted. In terms of financial strategy, the income of migrating families comes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financially, parents and the offspring are mostly independent from each other, but not otherwise,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offspring. In residential arrangement, parents and the offspring tend to
live togeth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immigrating families are caught in a dilemma: They are physically close
but emotionally detach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eed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 and the family爷s actual demand, the
filial obligations of the s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aughter-in-law, the authority of the elderly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young, cannot often be resolved in such families. Immigrating families conform to the logic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practice. The game and dynamic balance of the two constitute the practical basis of immigrating
families.

Key words: immigrating famili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practical logic; ration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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