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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王!晶!杨小科"

$摘要% 代际互助是中国家庭的重要传统# 在)二孩生育* 问题上# 父代能
否承担孙子女照料是决定子代家庭生育二孩的重要条件% 基于当下隔代照料类
型的差异# 论文提出了)候鸟型照料* 和)留守型照料* 两种过渡形态的照料
模式# 前一种照料模式以老年流动为前提$ 后一种照料模式是以儿童留守为前
提% 两种照料模式都是基于节约家庭抚育成本的策略安排% 论文利用*#)$ 年北
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研究表明# )候鸟型* 照料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城市青年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 但其强度和稳定性低于)长期共居型*

的照料% 而)留守型* 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了逆向的作用# 采取留守型照
料的青年夫妇相对排斥生育二孩# 城市化过程中弱势群体在生育行为上越来越
趋于保守% 论文认为逐渐完善)候鸟型* 老年群体的福利安排# 对于二孩生育
问题也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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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年中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 标志着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进入一个全新的
历史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鼓励二孩生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议题* 西方
发达国家进入*#世纪以后' 生育率长期低迷' 甚至低于更替水平* 我国经历了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驯化' 叠之市场化) 城市化的影响' 人们生育的动机已经
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在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中' 经济压力和照料能力成为
制约人们二孩选择的首要因素$张勇等' *#)+. 蒋莱' *#)&% * 在中国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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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着一个变通的策略' 即父母通过经济支持或照料儿童等方式' 缓解女
性的照料负担* 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大力发展公共育儿机构降低女性的时间成本'

但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提高生育率两方面都表现欠佳* 而在我国' 城市职
业女性在生育之后半年左右即能回到劳动力市场' 背后承担育儿责任的正是父
代家庭' 换句话说' 中国育儿的负担在家庭内部被无形消解了* 以往有学者研
究认为' 中国家庭也在经历着类似西方现代社会,去家庭化- 趋势' 但在育儿
问题上' 已经分爨的家庭可能重新组合为一个过渡的抚育单位' 这种隔代抚养
机制广泛地影响着家庭的生育) 储蓄) 劳动决策和代际转移' 卡迪亚
$Z6.2;<B.N.@=1.% 和吴瑟丽娜$ H<@<2.TU% $N.@=1.eTU' *##"% 发现' 以隔代
抚养为代表的时间上的代际转移对于劳动供给和资本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迪
莫瓦$V.B17c._165?.% 和沃尔夫$[@.2t519'N0.@B<9X5BPP% $_165?.eX5BP'

*#)) % ) 康普顿$ O.21/< N56-752 % 和波拉克$ V5I<@7 Ỳ E5BB.J %

$N56-752eE5BB.J' *#)+% 等研究通过实证方法发现隔代抚养会显著影响父母的
劳动决策. 雷默$O.6<9AV.:65% 等$V.:65<7.B̀' *#)# % 发现隔代抚养也
会显著影响父母的生育动机* 本文将利用*#)$ 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
数据' 探讨城市化过程中父母的照料支持对子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二& 家庭照料分工与生育意愿

代际互助是中国家庭的重要传统* ,伦理本位- 的文化传统将家庭视为最基
本的社会单位' 由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通常要承担无条件的) 无限的
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责任和义务$刘汶蓉' *#)"% * 随着市场化) 城市化的渗透'

家庭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迁' 家庭开始呈现出小型化) 核心化) 多样化的趋势'

,+ '* ')- 的现代家庭结构开始普遍* )^%# 年代' 年轻人婚后与父代经历了
,由合至分- 的阶段' 社会学家阎云翔$*##$

!

*+&% 认为,家庭正在从一个上
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的私人领地过渡- ' 在家庭私人化和个体主义的发
展过程中' 个人的权力) 欲望) 需求越来越彰显' 导致家庭结构越来越核心化'

最终实现,夫妻生活的胜利- * 而"# 年后的今天' 这种现象又开始逆向转化'

家庭结构又经历了,由分至合- 的阶段* ,人口流动- 和,个体化- 浪潮是导
致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抚养孙辈- 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家庭结构的
再度整合* 在当前人口快速老龄化) 社会转型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

隔代抚育在大城市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趋势$N0<2 <7.B̀' *#))% * ,中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NQYVMH% - *#))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有)& 岁以下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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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受访对象中' 有+%b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对其提供时间上的照顾'

老年人协助子女照料小孩的行为' 一方面减轻了子女抚养孩子的负担' 使得年
轻的父母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N56-752' *#)"% ' 一方面也使得年轻父母出于
利他动机或是交换动机而给与老人更多的物质回馈$N5\' )^%(% *

'一( 候鸟型照料与留守型照料

在城市化过程中' 随着城乡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隔代照料模式发展出两种
特别的形式* 一种我们称之为是,候鸟型的照料- ' 即老年人离开故土' 去往子
女生活的城市为子女照料孩子* *#)& 年)# 月'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中国
流动型人口发展报告$*#)& % # ' 报告中称' 中国流动人口*4+( 亿' 其中流动
老人占将近)%##万' 主要以低龄为主' 八成低于(#岁' ,照顾晚辈- 的比例接
近一半* *#))年开始'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老漂- 问题$老漂' 指老年流动群
体% ' 唐钧$*#))% 在"关注,老漂- 一族# 中提到' 和其他,漂族- 相比'

,老漂- 的漂泊目的并非为了就业' 而是为了下一代' 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是
,老漂- 的责任* 毕宏音$*#)$% 从流动的地点) 时间长短以及人数方面总结
了老年流动的几种情况&&&同城漂或异地漂) 阶段漂或长期漂) 共同漂或者单
体漂* 在像北京) 上海等大都市中' 异地漂) 阶段漂) 单体漂的老年人占据很
大的比例*

与,候鸟型照料- 相对应的是,留守型照料- ' 即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 由
留守老人照料留守儿童的照料形式* 随着年轻务工人员流入城市' 农村中出现
了大量的留守儿童' 全国妇联课题组*#)" 年调查报告显示' 全国共有留守儿童
& )#*4$$万' 占农村儿童的"(4(b' 占全国儿童总数的*)4%%b $全国妇联课
题组' *#)"% * 祖父母照料孙子女的情况古已有之' 传统农村社会中' 三世同堂
的主干家庭是传统上典型的家庭结构' 不同代际家庭成员承担不同责任' 青年
男性为家庭主要劳动力' 青年女性承担部分劳作责任同时照料子女' 而祖父母
仅是协助青年夫妇照料孙子女* 但是' 当下的情况恰好反过来' 年轻夫妇双双
流入城市' 照料儿童的责任完全落在祖父母身上' 祖父母成为主要的照料者*

*#)$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 显示' & )##万留守儿
童中' 约有)(^+万留守儿童一年中只能见到父母) '* 次' 有̂*) 万留守儿童
一年只能见父母一次. *#b的留守父母' 只能够每* '" 年回一次家$李亦菲'

*#)$% * 这种照料方式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大量研究显示' 留守儿童存在心理
健康问题$周昊' *#)& % . 读书无用论的意识. 叛逆性的行为$宋才发'

*#)&% * 同时这种照料方式也给留守老人带来很高的照料强度和精神负担' 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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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承担照料留守儿童的老人' 精神健康状况比没有照料留守儿童的老人更
差* 但是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量' 这是家庭内部分担抚育成本最优的方式' 通
过留守照料的方式' 流动群体以较低的教育成本实现了多子女的抚育功能*

'二( 照料分工& 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K.@:H`></J<@% $*##$% 将消费者需求理论引入家
庭' 分析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 开创性地提出了,孩子需求- 理论* 该
理论认为' 孩子是家庭内部父母生产的,家庭品- ' 虽然不似市场商品有明确的
价格' 但是却有,影子价格-

$

' 父母双方在抚育子女期间' 需要放弃工作收
入' 即为抚育子女的影子价格* 在一定时期' 家庭总收入是固定的' 出于效用
最大化原则' 家庭需要在抚育孩子和其他消费品之间配置资源* 考虑,孩子-

的影子价格时' 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价格是有差异的* 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 家
庭对孩子的需求也会上升' 但如果家庭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妻子工资的增长'

那么' 这就意味着母亲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会提高' 孩子数量的成本也
会相应上升' 从而势必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已婚育龄妇女的全部时间可区
分为,市场活动时间- 和,非市场活动时间- ' 如前文所述' 孩子是父母在
,非市场活动时间- 生产的,家庭品- ' 非市场活动的影子价格即等于市场工
资' 母亲非市场活动的影子价格越高' 女性的生育意愿就会越低' 这一点正如
贝克尔$*##$

!

)&&% 所言' ,母亲的时间成本是生产和抚养孩子全部成本的重
要组成部分33过去一百年中' 发达国家妇女挣钱能力的上升是已婚妇女劳动
力参与率增加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

在研究生育问题上' 贝克尔的假设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夫妇核心家庭结
构- ' 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只是在核心家庭内部来分担* 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
的是' 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经常是,父代家庭- 和,子代家庭- 共同参与决
策' 共同分担成本* 特别是在,二孩生育- 问题上' 父代能否承担子代的照料
经常是决定,子代家庭- 是否生育或多生育的前提条件* 这个问题可以从贝克
尔在家庭分工的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理论阐释' ,一个有效率的家庭所有成员都有
不同的比较优势' 那么' 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时间同时配置到市场和家庭两个部
门* 在市场部门有更多优势的家庭成员都会使市场活动专业化' 而在家庭部门
有更大优势的家庭成员又会使其家庭活动专业化- $贝克尔' *##$

!

+$% * 把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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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价格* 即指对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和劳务的一种转移性估价和替代性估价# 常
用)机会成本* 来表示生产这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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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配置到市场和家庭两个部门的家庭成员' 必定会有相等的边际产品' 所以在
市场部门有更多比较优势的所有成员' 其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品会大于家庭部门
的边际产品. 对于在家庭部门有更多比较优势的成员来说' 其结果正好相反*

那么回到抚育和照料孩子问题上' 青年夫妇的比较优势在市场部门' 所以青壮
年将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时间在城市市场中. 而老年人的比较优势在家庭部
门' 所以老年人就将投入更多抚育和照料孩子的家庭工作中' 这样整个家庭的
效率是最高的*

无论是,候鸟型照料- 还是,留守型照料- ' 都是在孩子,影子价格- 不
断上升的现代社会中家庭应对抚育压力的权益性策略* 由老年人承担,隔代照
料- 是当代中国抚育儿童的普遍形态' 也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本
文即希望以,整体家庭- 为研究对象' 探讨在二孩生育制度放开之后' 父代家
庭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子代家庭的照料行为中' 而这种照料行为又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了子代家庭的生育意愿*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 该调查是由
北京市团市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社会调查' 调
查市以北京市)& 区)% '"$ 岁青年人口为抽样总体' 涵盖原京籍人口) 迁入型
京籍人口及非京籍人口三类人群' 采取内隐分层) 多阶段) 与人口规模成比例
的概率抽样方法' 其中京籍原住青年人口* $+$ 人' 占总样本的")b. 京籍迁
入型青年人口%%+人' 占总样本的))b. 非京籍青年人口+ %(% 人' 占总样本
的$%b

$

' 与三类人口总体结构基本接近%

* 主要调查内容涵盖北京青年人口的
社会经济指标) 居住现状) 流动趋向等基本模块* 同时' 本次调查特别包含一
些与生育意愿相关的指标' 比如一孩育龄夫妇是否计划生育二孩) 代际支持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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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籍原住青年人口指父辈具有北京户籍# 本人在北京出生并获得北京户籍% 京籍迁
入型青年人口是指出生时不具有北京户籍# 通过工作调动( 上学( 军转业( 随父母迁入( 婚
姻嫁娶( 基层服务转入等方式后天获得北京户籍% 非京籍青年人口指户籍为非京籍青年人口

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抽样过程' 根据)& 区非京籍人口和)% '"$ 岁非京籍青年
的数量# 按照等比抽样的规则# 分别确定每个区县需要抽取)% '"$ 岁非京籍青年的样本数
量% 在后文分析中# 按照不同人群类型分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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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这些内容支持了本文的分析框架*

'二( 研究变量

本文分析的因变量为已婚且已育有一孩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 问卷中对应
的问题为,是否准备生二孩- ' 为二分变量$

* 从统计结果看' 一孩家庭样本
中' 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为)^4"+b*

自变量主要包括! 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 受教育水平) 职业地位) 个人收
入) 住房拥有状况) 家庭结构) 照料儿童对象) 代际转移支付等* 部分指标统
计如表)所示* 核心自变量为父母照看孩子' 其比例为$+4""b

%

* 育龄夫妇年
龄均值为"#4++岁' 其中' 大专) 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比例合计为$#4%%b' 北
京市育龄夫妇整体教育水平较高. 体制内样本比例为*%4"^b* 从家庭结构看'

主干家庭在样本中占主要比例' 为"%4(+b. 其次为核心家庭' 为*+4*%b' 其
次为携子女联合家庭和未携子女联合家庭结构' 比例分别为)$4̂"b

和*)4#&b*

表)!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分析'括号内为标准差(

变量名 类别 指标值
因变量

要二孩!b" 是 )^4"+

否 %#4&&

自变量
性别!b" 男 ++4*$

女 $$4($

年龄 均值 "#4++

标准差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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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是否准备生二孩* # 本文分析对象为)% '"$ 岁育龄人口# 在
二孩政策放开之后# 这一年龄群体还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 同时从家庭生命周期
的角度考虑# 他们的父母或岳父母处于&#岁上下# 身体上也还具有照料能力# 因此适合探讨
父母照料能力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此处)父母照看孩子* # 是指一孩照料的方式是主要由父母照料完成# 对应问卷中的
问题为)您的子女在(岁之前主要由谁来照看+* # 此问题有&个选项'

$

自己照看
%

在外地
老家照看

&

父母!配偶父母" 临时照看
'

共同居住的父母!配偶父母" 长期照看
(

由保姆
照看

)

其他% 其中选择
%&'

的为)父母照看照料* %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变量名 类别 指标值
个人教育程度!b" 高中及以下 +)4)*

大专及本科 $#4)*

研究生以上 %4(&

个人收入水平!元" 均值 $&(#"

标准差 (#)(^

个人职业情况!b" 管理人员 )%4̂)

技术人员 )^4"$

其他 &)4($

个人单位性质!b" 体制内 *%4"^

体制外 ()4&)

住房状况!b" 自有住房 $)4#+

其他形式 +%4̂&

出生时户籍地!b" 农村 $(4$$

城镇 +*4+$

父母照看孩子!b" 是 $+4""

否 +$4&(

家庭结构!b" 核心家庭!夫妻h子女" *+4*%

主干家庭 "%4(+

联合家庭!带子女" )$4̂"

联合家庭!未带子女"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研究方法

本文因变量为已婚一孩夫妇是否准备,要二孩- ' 因变量为二分变量* 一般
线性模型不再适用' 选用M5U17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M5U17模型重点分析从事
件的发生概率转移到事件的发生比率$即l==9% ' 我们以-来表示,要二孩-

的概率' 而) '-即指,不要二孩- 的概率' 那么已婚一孩家庭,要二孩- 发生
的比率即为-8) '-* >

L

是L个描述个体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变量' 比如性别)

年龄) 职业等'

;

L

为其回归系数* c为描述父母照看孩子的变量'

!

为其回归
系数*

&$!

#

论文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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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希望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 来考察家庭整体的育儿和资源分配决策*

本研究使用的,*#)$ 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 ' 一个优势在于涵
盖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三类人群&&& ,原京籍人口- ) ,京籍迁入人口- ) ,非京籍
人口- ' 这三类人口恰好刻画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三类典型人群* 他们在
生育偏好) 居住模式和照料方式上存在不同的选择*

从照料儿童的具体方式看' 本文区分了,留守型照料- 和,候鸟型照料-

两种类型* 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您的子女在(岁之前主要由谁照料- ' 如果
被访对象选择,在外地老家照看- ' 即为本文定义的,留守型照料- . 被访对象
选择,父母$配偶父母% 临时照看- ' 同时父母户籍非京籍户籍者' 则为本文
定义的,候鸟型照料- * 京籍家庭主要采用父母临时照料和共同居住的父母照料
两种类型' 其中父母临时照料比例为+#4+&b' 共同居住的父母长期照料的比例
为"*4$*b* 对于迁入型京籍人口' 父母临时照料和共同居住照料的比例都比京
籍家庭略低' 其中' 父母临时照料比例为"(4+%b' 而共同居住型的父母照料比
例为")4̂$b* 迁入型京籍人口大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京籍' 父母一代大都还生
活在原户籍地' 在照料方式上给予临时照料支持的父母大都属于异地,候鸟型-

的老人* 而对于非京籍人口' 其子女照料结构与前两者显著不同' 父母临时照
料$也为,候鸟型照料- % 的比例为*%4((b. 共同居住父母长期照料比例为
)+4*)b' 相当于前两者的一半. 而留在外地老家,留守照料- 的比例比前两者
明显提高' 为)*4$)b*

表*!城市化程度不同的三类人群儿童照料方式
原京籍人!b" 迁入京籍人口!b" 非京籍人口!b"

自己照看 *$4+( *&4%* +"4$$

在外地老家照看!留守照料" #4&& #4̂^ )*4$)

父母!配偶父母" 临时照看 +#4+& "(4+% *%4((

共同居住的父母!配偶父母"

长期照看 "*4$* ")4̂$ )+4*)

由保姆照看 #4++ )4"% #4&"

其他 #4++ )4"% #4"+

)## !^#("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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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分析

)`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
从全部样本回归结果看' 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标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不

同的影响' 年龄每增长一岁' 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b $) '<

'#4#""

' 下同$

% .

男性比女性要二孩的意愿高&b* 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长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收入对数每增长一个单位' 二孩生育意愿将增长&b' 并在)b

的水平显著* 贝克尔$ *##$ % 曾经在其著作中' 将孩子比作,家庭耐用消费
品- '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 对这类商品的消费偏好也将增加* 不考虑文化
因素' 二孩的投入在家庭消费中的确占据很大的比例' 城市家庭二孩生育意愿
与个人收入水平同向共变' 也说明家庭经济条件是支撑二孩生育的重要条件*

从教育水平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看'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孩生育意
愿显著下降* 其中' 相对于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口' 大专及本科教育水平的
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b' 且在)b的水平上显著' 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尚
不显著. 从职业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看' 管理人员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相对于其它职业' 管理人员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4"b* 如前文所
述' 教育水平和职业都与孩子,影子价格- 具有紧密联系' 教育水平越高) 职
业地位越高的人群' 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会越高' 在,市场活动时间- 和
,非市场活动时间- $即家庭照料时间% 选择上' 教育水平越高) 职业地位越高
的人群' 其参与市场活动所获得物质价值和非物质价值都会显著高于低教育)

低职业地位的人群' 这类人群生育二孩的意愿普遍较低* 户籍对二孩生育意愿
也具有显著影响' 相对于出生时为非农户籍的人口' 出生时即为农业户籍的人
口生育二孩的意愿降*"b' 这一点说明传统文化因素对于二孩偏好还是具有一
定的影响' 农村传统上强调,多子多福- ) ,养儿防老- ' 虽然经历了市场化的
冲击' 但是传统生育文化仍然对个人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家庭结构对
二孩生育的影响看' 相对于核心家庭结构' 主干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高*"b*

男性和女性在孩子生育意愿) 影子价格及生育成本上具有显著的不同' 本
文分性别对生育意愿进行分析* 从男性样本的回归结果看' 个人收入水平仍然
具有显著影响' 男性收入对数增加一个单位' 二孩生育意愿增加(b' 比总体样
本比率略高* 其次' 教育水平为,大专及本科- 的男性二孩生育意愿更低' 这

($!

#

论文

$

M5U17的系数为风险概率的对数# 即
;

#

fB2 !5==9" # 5==9f-8!) '-" % 下文在解释
回归系数时# 均通过5==9系数还原概率比值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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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与女性的影响基本一致* 与女性样本略有不同的是' ,出生即为农村户籍-

的男性' 其生育二孩的意愿比非农村户籍高""b' 而女性样本这一指标却不显
著* 这一点再次说明' 生育二孩与农村传统文化存在着一定关联' 男性或者说
儿子身份' 在农村家庭中承担,传宗接代- 的重任' 在政策放开之后' 男性因
袭传统文化的惯性更强*

从女性的回归结果看' 年龄是制约女性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年龄每增长
一岁' 生育二孩的意愿将降低+b. 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影
响' 边际效应为$b. 教育水平为,大专及本科- 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更低'

边际效应为"*b' 略高于男性* 与男性样本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主要有以下三
项! 第一' 职业地位对女性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居于管理地位的女性' 相
对于其它职业的女性' 二孩生育意愿降低*#b. 体制内身份的女性生育二孩的
意愿降低&b* 家庭结构仅对女性样本产生显著的影响' 生活在主干家庭中已婚
女性' 生育二孩的概率将比核心家庭已婚女性高出+#b* 考虑所有因素' 家庭
结构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贡献是最高的* 这意味着在权衡家庭生育成本上'

主干家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冲职业女性的机会成本' 女性的教育水平越高)

职业地位越高' 主干家庭中老年照料的替代性价值就越高' 家庭内部的分工合
作既能满足整个家庭对于多子女的渴望' 同时又能实现女性持续就业的需求*

表"!社会经济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因变量' )要二孩* 全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年龄
'#4#""

""

'#4#*&

'#4#"(

"

#4#)$ #4#** #4#)^

男性
#4#&)

""

#4#*(

个人收入对数
#4#$&

"""

#4#(#

""

#4#$#

""

#4#)& #4#") #4#)^

大专及本科教育.

'#4"(+

"""

'#4"&"

"

'#4"(%

"

#4)++ #4*#* #4*#(

研究生教育 '#4#^^ '#4#+* '#4)$+

#4)"& #4*#) #4)%%

管理人员I

'#4#&$

""

'#4))(

'#4*)$

"""

)$!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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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要二孩* 全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4#*^ #4)(& #4#%"

技术人员 #4#&$ #4#^# #4##&

#4)*+ #4)(" #4)%)

体制内单位/

'#4#*" '#4)))

'#4#&^

""

#4)#( #4)$+ #4#")

自有住房=

#4)++ #4*#( #4)#$

#4)#) #4)+^ #4)"%

农村户籍
#4*#^

""

#4*^)

"

#4)+*

#4)#) #4)$# #4)"%

主干家庭<

#4*#%

"

#4#*"

#4"+%

""

#4))% #4)(" #4)&)

携子女联合家庭 '#4#(" '#4"+% #4)")

#4)$# #4*"# #4)^^

未携子女联合家庭 '#4#^# '#4"*& #4))%

#4)+# #4*#* #4)^(

常熟项
'#4̂(^

""

')4)+) '#4%&*

#4+(& #4(+) #4&"+

N01*

+*4#+

"""

*&4&+

""

**4"*

""

E9<;=5V* #4#)" #4#)% #4#)"

观测值 "# *#* )# +*$ )# (((

注'

"""

- g#4#)#

""

- g#4#$#

"

- g#4)% .# 在教育水平上# 考虑到))% '"$ 岁*

人口的教育结构# 本文以育)高中及以下* 为参照值% I# 在职业地位上# 管理人员包括单
位负责人( 中层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指专业技术人员$ 其他职业包括普通办事人员( 临时工
作人员等% 此项中)除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其他职业* 为参照组% /# 体制内单位类型包
含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及部队8武警% 非体制内包含个体经营( 非公企业( 自由职
业( 农业等类型% 此项中)非体制内工作类型* 为参照组% =# 自有住房包含自购商品房(

自购经适房( 两限房( 单位福利房及自有平房% <# 家庭结构中包含了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携子女联合家庭( 未携子女联合家庭四类# 其中核心家庭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

论文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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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型照料* 与)留守型照料* 对)二孩* 生育意愿的影响
前文区分了,候鸟型照料- 和,留守型照料- 两类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照

料方式' ,候鸟型照料- 存在于,迁入型京籍人口- 和,非京籍人口- 中' 父
母与异地生活子女共同居住' 降低职业女性照料成本. 而,留守型照料- 主要
存在于,非京籍- 城乡流动人口中' 已婚夫妇将孩子留守农村' 由祖父母代替
照料* 对于不同人群来讲' 不同的照料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抚育成本' 下文中将
分人群进行探讨*

从总样本来看' ,候鸟型照料- 与,长期共居照料- 均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相对于,自己照看- 孩子的家庭' ,候鸟型照料- 的对二孩
生育的边际效应为#4)%"' 即相对于,自己照料- 方式的家庭' ,候鸟型照料-

方式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将提高*#b* 而,长期共居照料- 对二孩生育的边际
效应更强' 同样相对于,自己照料- 方式的家庭' ,长期共居照料- 方式的家
庭二孩生育意愿提高+*b* 比较来看' 两种隔代照料方式虽然都能提高二孩生
育的意愿' 但无论从边际效应和显著性程度上' ,长期共居照料- 都是城市家庭
最理想的儿童照料方式*

从分群体的回归结果看' 对于,京籍家庭- ' ,长期共居照料- 是影响二孩
生育意愿的显著因素* 相对于,自己照料- ' ,长期共居照料- 方式的家庭二孩
生育意愿提高(+b' 且在$b的水平上显著. 对于,迁入型京籍家庭- ' ,候鸟
型- 照料对生育二孩意愿影响显著' 相对于,自己照料- ' 采取,候鸟型照料-

方式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提高*)b. 对于,非京籍家庭- ' ,候鸟型照料- 和
,留守型照料- 都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但方向相异* ,候鸟型照料- 将提
高二孩生育意愿' 相对于,自己照料- ' ,候鸟型照料- 的概率提高*&b. 而
,留守型照料- 降低二孩生育意愿' ,留守型照料- 比,自己照料- 的家庭生育
二孩意愿降低)*b* 如前文所述' 三种照料方式都是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基于
资源优势作出的最优选择' ,长期共居照料- 在,京籍家庭- 中不难实现' 但
对,迁入型京籍家庭- 和,非京籍家庭- ' 住房条件) 老年异地养老成本都是
制约,长期共同居住- 的因素* ,留守型照料- 虽然降低了总的家庭抚育成本'

却对青年已婚夫妇造成心理上的伤害' 生育的乐趣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抚育过程
中' 照料过程中相濡以沫的亲情感和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成就感是支撑夫妇生育
的最大动力* 对于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流动家庭' 很显然父母享受不到这种精神
上的享受' 同时现代社会,养儿防老- 的经济性驱动也在逐渐消解' 所以,留
守型照料- 对于流动型家庭来讲是降低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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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家庭照料分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因变量' )要二孩* 总样本 原京籍人口 迁入京籍人口 非京籍人口

儿童照料类型
!参照组' 自己照看"

在外地老家照看 '#4#(( #4&+(

'#4)**

""

#4)^" #4̂&* #4#$+

父母临时照看
#4)%"

""

#4)$$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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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在讨论家庭生育决策上' 经典家庭经济学理论将分析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夫
妇自身对于对孩子效用和收益的权衡上' 通过比较家庭内部的机会成本) 孩子
的影子价格等' 进而决定夫妇的生育意愿* 这种讨论范式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
缺乏对孩子需求的文化维度的关照' 中国传统中素有,多子多福- 的生育文化'

"%!

#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经济学分析通常将家庭成员对孩子的需求等同于一般商品来分析' 与儒家文化
中的家庭伦理思想相悖* 本文的重点不在讨论文化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 因此
这一维度暂且不做深度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 本身的界定' 西方自工
业化以后' 家庭主要结构就主要演变成为,核心- 形式' 家庭内部分工通常指
核心家庭夫妇之间的职能分工' 家庭资源也即指夫妇之间的人力资本) 物质资
本和时间资本等' 这种资源约束的结果会非常清晰' 夫妇之间存在着零和博弈*

从照料角色看' 要么妻子承担照料) 要么丈夫承担照料. 从照料时间看' 要么
投入家庭照料时间' 要么投入市场活动时间' 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不可兼得*

这种资源的竞争性促使家庭生育成本居高不下' 特别是在女性普遍就业的情况
下' 家庭照料是机会成本较高的照料方式* 但是回到中国社会' 打开这种,零
和博弈- 的枢纽还是在,家庭- ' 中国的家庭是相对具有弹性的' 老年人将根据
子代的需求随时回归到家庭中来' 承担无私的照料责任* 本文即是从扩展家庭
的,照料分工- 出发' 探讨了隔代照料对于子代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 从分析
结果看' 有三个方向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反思的!

第一' 城市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随着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的升高而降低'

管理职业和体制内身份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于其它女性显著降低* 从这
一点看' 中国社会走到今天' 已经出现西方社会中,低生育陷阱- 的端倪* 在
家庭生育安排上' 女性是核心角色' 随着城市女性职业地位的提升' 二孩生育
的机会成本是在逐渐升高的* 即便,全面二孩- 政策已经实行' 这种趋势也不
见得逆转' 可以预见二孩生育在高职业地位的女性中将不会有显著变化*

第二' 家庭照料分工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基于青年夫
妇城市化程度的差异' 本文提出了,候鸟型照料- 和,留守型照料- 两种过渡
性态的照料模式* 前一种照料模式以老年流动为前提. 后一种照料模式是以儿
童留守为前提* 两种照料模式都是基于节约家庭抚育成本的策略安排* 在影响
,二孩生育- 意愿上' ,候鸟型- 照料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青年夫
妇生育二孩的意愿' 但其强度和稳定性低于,长期共居型- 的照料* 而,留守
型- 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了反向的作用' 采取留守型照料的青年夫妇相对
排斥生育二孩' 这一点反映出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在生育行为上越来越
趋于保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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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 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 候鸟型照料模式支撑了,半城市化-

$ 人
口$王春光' *##&% 在大城市中实现低成本的抚育功能' 但是这种,反哺- 行
为是以牺牲老年福利为代价的' 在城市,漂浮- 的非户籍老人' 经济上却还需
要依赖户籍地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支持* 未来社会政策如果能打通异地医疗)

养老等制度渠道' 既能提高老年人自身的福利水平' 又能潜在地推动青年家庭
劳动力供给) 二孩生育等' 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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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6-752# Ò eE5BB.J# V̀ Ỳ ! *#)+ "`[.61B:E@5\1617:# N01B=/.@<.2= X56<2q9M.I5@[5@/<

Y77./06<27̀E&5-#"'&,?-B"# D)&#&=()+# (^

'

(* '̂ #`

N5\#_̀ ! )^%( "`A571?<9P5@E@1?.7<G2/56<S@.29P<@9̀ E&5-#"'&,%&'(0()"'D)&#&=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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