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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社会性别行为研究中，先赋和后致框架是分析家庭

决策的重要工具［1］。 同时这一框架为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农

户社会性别决策的相关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十多年来,在
我国家庭结构中，女性越来越高的经济贡献和职业地位正逐

步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务工女性知识技

能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使得其决策独立性较传 统 农 村

家庭妇女更强，在家庭中角色地位也更为重要。 随着女性对

家庭经济贡献程度的增大，两性在家庭决策等方面的地位更

趋于平等。 与此类似，社会成员（单身、已婚无子、已婚有子

等）受后致地位的影响不断加重。 青年对于决策的制定也往

往体现出更高的独立性。 先赋地位影响力减弱，后致地位对

于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趋于主导。
本文研究了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背景下，社会性别因素

对农户家庭决策的影响。 我们选择了 S 省 Z 县的农户调查数

据。 Z 县地处山区，交通不发达且人均耕地面积少。 近十几年

来， 受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Z 县女性外出务工现象较为普

遍。 通过对 Z 县农户大量调查数据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对

农户家庭社会性别决策的先赋和后致因素的影响力 进 行 客

观度量，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

社会性别行为的新变化。
二、社会性别的影响因素分析

按社会先赋和后致的理论框架，先赋地位主要分为性别

和年龄，后致地位可以分为程度，婚姻状况等［1］。近年来，大量

研究表明：先赋地位的影响逐渐融合于后致地位，而后 致 地

位的影响则会上升并作用于社会意识与行为，更替社会上某

些与生俱来的“先赋思想”。

（一）先赋地位

先赋地位通常是指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包括生理性

别、年龄、父母户口的类型、本人的民族成分等等［1］。

1.性别的影响

罗家德（2010）研究发现：农村 女 性 由 于 外 出 务 工，受 到

了更高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政治 背 景

和身份，将逐渐冲破性别先赋因素带来的束缚。 男女双方平

等承担社会事务也由此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两性 意 识 观 念 的

主导。

2.年龄的影响

不同年龄阶层社会个体的意识与行为不同。 统计数据表

明，80 年代以来我国东西部 18~30 岁外出劳动力约占总外出

打工者的二分之一，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外出打工的女性占

到女性务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而在 31~40 岁年龄段， 东、
中、西部外出务工女性占总务工女性的比例下降到约 1/3。 由

此可见年轻人的务工意识更强，处于 50 岁以上的人群，外出

务工比例明显降低［1］。

（二）后致地位

后致地位较先赋地位涵盖范围更广，主要指一个社会个

体在成长历程中通过自己努力而获得的社会地位 ［1］，例如：文

化程度、职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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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程度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大众的重视，农村女性渐渐摒弃

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 多数务工父母愿意带着孩

子进入大城市，让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程度对农户社会性别行为的影响增

强。

2.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不同者意识行为不同。 以农村女性为例，配偶

以及自身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外出务工决策的制定。 在现

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农村务工女性一般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

体力劳动，而体力劳动又与个人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因此农

村女性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愈优者，劳动参与度更高,个人收

入增加，对于家庭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也会增强。

3.政治面貌

相比其他因人而异的后致因素的影响，政治面貌倾向于

同层级的一致性。 例如，党员对政府政策规章等理解程度较

高，倾向于按照规范约束自己的社会行为。 拥有较高政治面

貌的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较高，其参与公共活动的意识

更强，群体活动积极性更高。

4.婚姻状况

在对婚姻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务工的农村女性视野更开

阔，择偶决策也由重视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转化为重视

个文化教育程度、素养能力等。 农村外出务工观念随务工个

体文化水平和能力素养的提升， 其婚姻对象选择范围扩大，
选择的条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5.职业状况

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农村，多数农民以单纯务农为主。 但

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比例增加，农民的职业开始多样化。 数

据显示，自 1998 年始我国从事非农职业人数显著上升，其中

从事生产、 运输设备的操作人员占乡村就业人数的 15.64%。
这种职业多样化的趋势除了使得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得到

一定程度的改善外，也有助于打破传统农民保守的性格格局

并对其社会意识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2］。
由上述分析可知：先赋后致地位的影响因素潜移默化的

体现在农户的意识与行为中。 后致地位对社会个体的影响加

大，融合并改变了先赋地位形成的固化模式。 基于先赋后致

理论，我们对影响农户社会性别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行了集中

讨论。 下文中将依照选定的模型对收集的 S 省 Z 县农户数据

进行处理和分析。 不同影响因素对于行为主体的意识行为的

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方向的进一步测定也会在下文给出。
三、计量模型及其测量

（一）模型选择及其界定

依据性别角色分工在家庭事务方面的体现为标准，本文

选取家庭决策、健康教育、劳务分工、外出打工和现金支配为

研究的因变量。

本文所有的因变量采取二分类变量形式 , 模型采用 Lo-
gistic 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公式(1)所示：

ln( pj

1-pj
)=αj +

K

K = 1
Σβjk Xk +δ （j=1，2，…,n） (1)

这里，ln 为自然对数，Xk 为自变量。 β1———β7 用来表示各

影响因素的待估系数：β1 性别、β2 年龄、β3 文化状况、β4 健康

状况、β5 政治面貌，β6 婚姻状况，β7 职业状况。 δ 为 残 差 项，

pj

1-pj

为发生事件 pj 和不发生概率 1-pj 的比值，αj 为常数项。

（二）变量的描述性特征

本文从性别、年龄两方面来考察先赋地位的影响。 年龄

区间为 25-65 岁，每 10 年划分一个年龄段。 后致地位的考察

从 文 化 程 度，健 康、婚 姻、职 业 状 况 和 政 治 面 貌 五 个 方 面 展

开，并根据社会分类习惯分为 3—4 类。

从总样本的百分比来看，样本的平均年龄约为 51 岁。 从

数据中容易发现文化程度为“初中”、健康状 况 为“好”、政 治

面貌为“共青团员”、婚姻状况为“初婚”、职业状况为“工 人”
占多数，其中政治面貌为“工人”和“共青团员”占总比例近九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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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依旧后致地位的分类分为

家庭决策、健康教育、劳务分工，外出打工和现金支配五类模

型。

（一）先赋地位对决策观念的影响

先赋地位中，年龄对于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呈现出负相

关关系。 性别对于农户决策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

在决策方面性别因素有显著影响。

（二）后致地位对于决策观念的影响

后致地位对于两性决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文化程度方面，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农户明显通过显著

性检验。 此外，初中程度，在外出打工和现金支配方面通过显

著性检验。 这说明文化程度的增加，会增加农村个体的独立

意识。

2.对于健康状况而言，健康状况良好的两性在家庭决策、
健康教育和外出打工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态度，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 尤其是健康状况好的农户在这三大决策方面的态度更

为积极。

3.与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不同，政治面貌对于五大决策

的影响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农户处于什么政治面貌

并未影响到决策行为。

4.婚姻状况为初婚和再婚者五大决策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初婚者较再婚者的决

策更为积极。 未婚和离婚这两组未能通过

显著性检验， 这与社会长期以来的思维观

念相一致。

5.职业为工人的人拥有最为积极的决

策态度， 五大决策方面均明显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说明职业偏向脑力劳动的人，决策

观念趋向于现代； 农户的决策行为均通过

显著性检验，尤其是在家庭决策方面，态度

最为积极。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户意识行为典型数据的

研究， 分析了社会性别行为在先赋后致不

同因素下的影响， 并依据回归模型实证分

析了这些影响因素的显著程度。 研究表明：
除政治面貌外其余四大因素对于农户决策

的影响不同。 研究同时发现，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 等 也 会 影 响 两 性 在 家 庭 中 的 地 位，
进而影响到决策行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

致地位的影响力大于先赋地位， 促使得人

们的社会性别行为决策产生新的变化。
本研究揭示了农户社会性别行为的先

赋后致因素之间的影响力强弱和其间内在的联系，也为进一

步研究现代社会两性的决策提供了数据和参考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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