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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变迁中的已婚妇女自杀现象研究
———以鄂南三村为个案

郭俊霞①

摘 要: 已婚妇女自杀与家庭关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以鄂南大冶市 3 个村庄的自杀案例
为基础，可以探析家庭关系变迁中的已婚妇女自杀现象。影响已婚妇女自杀的家庭关系主要有
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伴随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中原有的均衡状态和行为模式被打破，对家庭
关系的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那些将家庭作为 “着落点”的妇女深受冲击，更容易走向
自杀的道路。妇女自杀不是妇女受压迫的结果，而是妇女地位提高过程受到阻碍带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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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自杀是当前自杀社会学研究中关注相对
较多的问题，相关研究有两个路径: 一是从宏观
社会结构的变化探讨妇女行为。比如景军等对妇
女自杀与社会流动、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① 刘
燕舞关于自杀与离婚率的关系的探讨。② 二是从
微观家庭权力关系出发分析妇女自杀的原因。比
如吴飞探讨的 “家庭政治”———家庭权力斗争
过程中的妇女自杀行为。③ 陈柏峰等从代际关
系、大家庭及家族等家庭结构性权力关系展开的
相关分析。④ 既有研究对本文都有重大的启发意
义，但对以已婚妇女地位逐渐提高为表征的家庭
关系变迁这一维度，均重视不够。中国的农民自
杀中，绝大多数的自杀行为与家庭关系有关: 大
多数自杀行为发生在当事人与家庭成员的冲突之
后，另一些自杀行为虽然可能与家庭成员冲突无
关，却仍与家庭关系相关。在农民看来，家庭实
际上是有弹性的，小到可以指核心家庭，大到可
以指宗族房头。至于家庭关系，通常包括代际关
系和夫妻关系，也还包括兄弟 ( 妯娌 ) 关系。
为了论证集中，本论文所涉及的家庭关系中的妇
女自杀，将围绕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以搜集自
杀案例较多的大冶农村为中心展开论述。

一、鄂南三村的妇女自杀概况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多次实地调查，以无
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
到大冶农村 1980 年以来的自杀案例。案例收集
以访谈方式进行，个案间互为佐证，吸纳新信
息，剔除重复案例。考虑到统计时间的均衡性，
本文对 1980 ～ 2009 年发生的 99 起农民自杀案
例，以 10 年为区间进行分析。

3 个村庄总人口 6 740 人，统计表明，1980
年至 2009 年平均自杀率已达 49. 0 人 /10 万，这
远远高于费立鹏等推算的 27. 1 /10 万的农村人口
自杀率。⑤ 考虑到当地户籍人口的微弱增长，以
现有人口来计算农民自杀率，加上自杀案例主要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中农民回忆得来，遗漏不可避
免，因此，自杀率可能被低估而不会高估。

为更好地反映家庭关系变迁对农民自杀率变
化的影响，本文将家庭关系中的 3 类主体并列了
出来———老年人 ( 55 岁及以上) 、中青年男性
( 18 ～ 54 岁之间) 、中青年妇女 ( 18 ～ 54 岁之
间) ，以分别计算其 30 年来的变化情况。大冶
三村不同人群自杀率变迁轨迹可见下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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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类人群自杀率和自杀比重表

总人口
6 740 人

年份
1980
～ 1989

1990
～ 1999

2000
～ 2009

自杀
人数

35 54 10

年均自杀
率/10万人

51. 9 80. 1 14. 8

18 ～ 54 岁
男性，

1 945 人

自杀
人数

5 7 2

年均自杀
率/10万人

25. 7 36. 0 10. 3

人群自杀
比重

14. 3% 13. 0% 20． 0%

18 ～ 54 岁
女性，

1 930 人

自杀
人数

24 27 3

年均自杀
率/10万人

124. 4 140． 0 15. 5

人群自杀
比重

68. 6% 50． 0% 30. 0%

55岁以上
老人，

1 166 人

自杀
人数

6 20 5

年均自杀
率/10万人

51. 5 171. 5 42. 9

人群自杀
比重

17. 1% 37. 0% 50. 0%

从统计数据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的总自杀
率最高，20 世纪 80 年代次之，2000 年开始骤然
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与我们对中国 20 余省 40
个村自杀案例的观察和分析一致。① 从自杀人群
来看，3 类不同人群的自杀高峰期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其中，中青年妇女自杀率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维持在高位。2000 年之后，3 类群体自杀
率都大幅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中青年女性的
自杀率远高于老年人;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中
青年女性的自杀率仍居高不下，但已经低于老年
人，老年人的自杀率在这一时期急剧攀升; 未婚
青年女性自杀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偶尔发生，到
2000 年前后已基本绝迹。

从自杀原因来看，大多与家庭关系引发的冲
突或家庭关系引发的绝望有关，但是，不同人群
在不同时期因家庭关系自杀的比重有差异 ( 见
表 2) 。其中，关于 18 ～ 54 岁女性的自杀统计，
主要考察了所谓 “典型”的代际关系 ( 主要是
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所导致的自杀。比较可以
看出，在不同人群以及不同时期，中青年妇女自
杀更多与家庭关系相关。有的自杀案例中，代际
关系与夫妻关系方面的影响共同存在。不过，当
代农村家庭关系的核心关系是夫妻关系，如果自

杀中既有代际关系因素，也有夫妻关系因素的

话，夫妻关系通常是主导性的原因。

表 2: 3 类人群因家庭关系自杀的比重表

18 ～ 54 岁
男性

因家庭关系的
自杀人数

3 2 2

占该人群自杀
的比重

60% 28. 6% 100%

占因家庭关系
自杀的比重

11. 5% 4. 8% 25%

18 ～ 54 岁
女性

因家庭关系的
自杀人数

19 20 3

占该人群自杀
的比重

79. 2% 74. 1% 100%

占因家庭关系
自杀的比重

73. 1% 47. 6% 37. 5%

55岁以上
老人

因家庭关系的
自杀人数

4 20 3

占该人群自杀
的比重

66. 7% 100% 60%

占因家庭关系
自杀的比重

15. 4% 47. 6% 37. 5%

二、代际关系与妇女自杀

代际关系主要包括亲子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

的婆媳关系、翁媳关系，导致农村妇女自杀的主

要是婆媳关系，少数是翁媳关系。大冶农村妇女

自杀案例中，代际关系冲突导致的自杀人数仅次

于夫妻关系冲突导致的自杀。以每 10 年为界，

20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000 年

以来的头 10 年中，老年父母自杀人数分别是，2

人、8 人、2 人，而中青年妇女自杀人数分别是

8 人、4 人、3 人。

需要说明的是，该统计不包括与代际关系相

关，却并非代际冲突所导致的自杀。比如，老年

人因儿子即将去世，为避免白发人送黑发人而选

择的自杀。因代际冲突导致的自杀集中在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其中，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作

为儿媳妇的中青年妇女自杀，20 世纪 90 年代则

主要是老年父母自杀。2000 年以后，代际冲突

导致妇女自杀的现象逐渐少见，已发生的几起也

主要发生在世纪之交。这种自杀状况的变化，与

代际关系 ( 主要是婆媳关系) 的变化密切相关。

1949 年以前的婆媳关系中，无论是情理上

还是现实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都是婆婆，媳

妇没有发言权。这段时期的婆媳关系从大冶民谣

《荞麦开花朵对朵》 《我家婆婆将奴磨》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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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一斑。① 在当时，作为儿媳妇的中青年妇女
处于不平衡代际关系的结构性压力之下，且很难
获得日常性的救助。

(一) 1949 年 ～ 20 世纪 80 年代
在这一时间段内，婆媳关系仍具有传统婆媳

关系的特点，但逐渐向有利于媳妇的方向发展。
国家宣扬的“妇女解放”，让妇女从父权、夫权
中解放出来。只是这一时期大冶农村的婆婆仍然
比儿媳妇强势，作为儿媳的妇女们的家庭地位提
高并不迅速。这一时期做婆婆的女性，大多出生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三纲五常”等传统观
念的浸润，往日做媳妇时从婆婆那里习得一套知
识与规范，建立起她们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对做
媳妇的苦，以及做婆婆的权威，她们都非常清
楚。她们希望也实际上在与媳妇继续旧日的互动
模式。

不过，年轻妇女由于参加集体劳动，可以挣
得体现其家庭贡献率的工分，同时因为参加各类
集体活动，她们也有了表达自己的渠道，因此家
庭地位随之上升。据当地人回忆，婆媳之间吵嘴
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的现象。这种情况表明，
1949 年后，媳妇的地位还是有所提升，尽管婆
婆在当时仍居主导地位，但媳妇至少可以在某些
方面与婆婆对抗、争吵。由于集体组织和村干部
也会迅速介入婆媳矛盾，这一时期少有因婆媳矛
盾而自杀的案例。
“妇女解放”的宣传对婆媳双方都有一定的

教育作用，作为族权与父权化身的婆婆不再能明
目张胆地凸显其 “宗族身体”，② 不可能像解放
前的婆婆那样“狠”，儿媳妇则对自己的权利有
了声张的开始。婆媳关系变化并不剧烈，表现出
以婆婆为主导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的基础，是
婆婆的强势地位得以维持，媳妇的弱势地位依旧
能被接受。

( 二)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末
这一时期，大冶农村的婆媳关系发生了非常

大的变化，婆婆逐渐不能主导婆媳关系，婆媳关
系的原有平衡也被打破，原因有二: 一是分田到
户以后，父子分家大量出现，年轻一辈可以从家
庭经济上摆脱父母的控制。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和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凸显了小家庭利益，小家
庭因此有了更多自主性的要求。婆媳为家事公开
争吵的情形越来越多。其实，父子分家模式在集
体时代已经开启，因为生产资料 ( 土地、农具

等) 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不再掌握生产资料
的父母很难抑制已婚儿子的分家要求。③ 不过，
囿于传统家庭伦理的熏陶，以及村级组织对家庭
关系的干预，绝大多数已成家的儿子还是怕自己
的父母，儿媳妇还是怕婆婆。二是女性地位持续
上升。在这一时期开始做媳妇的年轻女性，成长
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解放话语中，更彻底
地接受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及至父子分家，
在经济上独立于公婆家庭的年轻媳妇就不再能够
忍受公婆的气，她们开始反抗公婆的管教。

婆婆的权威与地位受到媳妇的挑战，婆媳关
系就变得十分紧张。这一时期，婆媳冲突大大增
多，婆婆自杀和媳妇自杀伴随冲突大量涌现。对
权力与地位下降还来不及适应的婆婆，试图刻意
保持旧日婆媳关系中的高压态势和主导地位; 对
自身权力与地位逐渐上升有深刻体验的媳妇，则
不愿继续此前的逆来顺受。比起之前，媳妇的反
抗意识则更为剧烈，她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变
强大，同时却仍然是家庭结构中的弱者，她们依
然孤立无援，也无法获得丈夫的支持。作为弱者
的武器———自杀，在这一段时期广为出现，年轻
媳妇很容易决绝地以自杀为武器，来争取自己的
权力和地位。

这一时期的代际冲突除了导致青年媳妇自
杀，也引发不少老人的自杀。老人尤其是婆婆，
主要是因对儿子、儿媳的期待落空而激愤自杀。
20 世纪 80 年代做婆婆的这一辈老人，大都出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集体时期做了儿
媳。虽然对女性地位提高有感受，但仍受传统社
会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因此对自己在儿子、儿
媳面前的权威寄予了一定的期待。而儿子、儿媳
出生的时代，更多地接受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的新思想，年轻媳妇因此敢于反抗婆婆。在面对
年轻媳妇的反抗时，老年父母往往容易认定是子
女不孝，因此愤而自杀。自杀缘于两代人的期待
不同，以及期待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落差。

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诸个与 “吃东西”有
关的老人自杀案例中。这些自杀看起来不可思
议，但问题并不在于老人没有吃到好东西，而在
于伦理期待的落空。传统节日中的礼仪规范，比
如晚辈给长辈送礼，体现的是 “孝”，是老人家
庭地位较高的体现。当包子没有蒸熟就送给老
人，或在节日里没有吃到 “应该”有的肉，老
人会自认为被轻视，从而产生极大的愤怒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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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因此，要以自杀的方式来羞辱儿子和媳妇，
让村民谴责所谓的不孝子孙。

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末的近 20 年时间里，
婆媳关系高度紧张、焦灼。最初，面对年轻媳妇
的“挑战”，老人有强烈的心理落差，之后在心
理上逐步接受，这一过程经历了近 20 年左右的
心理调适。

(三) 2000 年之后
到了 2000 年左右，经历过剧烈冲突的婆媳

关系逐渐达致新的平衡，和谐共处成为主调。婆
媳冲突较少，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这一时期开始做婆婆的女性 “会做婆
婆了”。她们没有重试往日 “婆婆的狠”，甚至
主动放低姿态，比如帮助媳妇分担更多家务等。
对往日看来不合规矩的事情，比如年轻人 “好
吃懒做”，她们也 “看开了”，认为是年轻人
“会享受”，“赶上了好时代”。这些婆婆受传统
伦理思想影响较小，同时也经历了和婆婆 “激
烈争权”的时代，上代人或者同代人因婆媳冲
突而自杀的惨烈实践，时刻刺激她们，她们能够
开始向“好婆婆”转变。她们对 “婆婆”这一
角色的认知，与媳妇对她们的角色期待基本一
致，婆媳互动中的摩擦因此大大减少。

二是大量年轻媳妇外出打工，婆媳共处屋檐
下的时间减少，婆媳发生冲突的机会客观上减
少。媳妇偶尔回家，就像 “客人”一样得到婆
婆的细心招待。也正因为外出打工，年轻媳妇获
得了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婆媳之间冲突的必要
性也大大减少。

三是在重男轻女的大冶农村，男女性别比例
失调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可以要价，这在客观
上提高了媳妇在家的地位。当地有 “媳妇宝”
的说法，意即昔日的 “苦媳妇”变化成公婆公
认的“宝贝”，媳妇的地位当然是今非昔比。

2000 年后婆媳关系和谐的状况，还存在于
大冶之外的鄂南、湘南、赣南等宗族型村庄区
域。在这些区域，村庄共同体仍然有一定的强
度，村庄舆论尚在，敬老传统还没有丧失。因
此，在婆婆“会做婆婆”不拿 “权威”压儿媳
的同时，年轻儿媳仍普遍抱有对公婆的尊重，婆
媳间可以和谐共处。而在有些地区，比如湖北京
山、湖南常德等地，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年轻
媳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占据了家庭关系中的
权力顶峰，同时，由于缺乏村庄舆论的约束，她
们越来越不孝敬父母，甚至虐待父母。很多老年
人在无奈之下绝望自杀。因此，当前大冶等宗族
型农村地区的代际关系较为和谐的现象，并非全
国所有地区农村共同现象。

三、夫妻关系与妇女自杀

从案例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初 ～ 90 年代
末，导致已婚青年妇女自杀的主要家庭矛盾是夫
妻关系冲突。在 99 起自杀案例中，有 31 起夫妻
关系冲突导致的妇女自杀，另有 6 起夫妻关系冲
突所导致的男性自杀，可见夫妻关系在自杀行为
中的显著影响。其中，20 世纪 80 年代的 15 起
夫妻冲突导致的妇女自杀中，缘于夫妻感情问题
的有 4 起，家事支配权问题的 4 起，丈夫赌博问
题的 3 起，贫穷无望问题的 1 起，小孩夭折问题
的 1 起;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4 起夫妻冲突导致
的妇女自杀中，缘于夫妻感情问题的有 3 起，家
事支配权问题的 1 起，婚外情问题的 3 起，丈夫
赌博问题的 4 起，贫穷无望问题的 2 起，小孩夭
折问题的 1 起; 2000 年后仅有 2 起妇女自杀，
分别是因为夫妻感情问题与丈夫赌博问题。

细究这些原因，可以将家庭关系中的妇女自
杀总结为三种类型: 一是在争夺家事支配权中，
以自杀为威胁策略，或因无法掌握家事支配权，
女性激愤自杀; 二是因夫妻感情期待无法被满
足，女性激愤或绝望而自杀; 三是追求幸福生活
受到阻碍，或缺乏相应的基础，女性绝望自杀。

(一) 家事支配权争夺与妇女自杀
导致妇女自杀的夫妻冲突中，首先是夫妻间

面临的家事支配权的争夺。大冶农村的宗族势力
一直比较强，夫妻关系中夫权的传统深厚，即使
现在仍是夫权占有一定的优势。典型表现是在大
的经济利益决策时，丈夫做主的情况比较普遍，
由妇女做主的只有村民眼里的一些家务小事。不
过，虽然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在男性一边，但
大部分场合，还是需要夫妻双方意见一致。从调
查的案例来看，在家事的决策过程中，一旦妻子
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妻子就有可能激愤自杀。

年轻妇女也许是以自杀来要挟丈夫让步，试
图让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最终获得当家权。夫
妻矛盾到了妇女威胁自杀的程度，表明事态已非
常严重。在妻子看来，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争
吵解决不了问题，又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只有
通过极端的自杀威胁，以死相逼，才有可能使夫
妻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扭转。自杀具有的威胁性
还表现在村落社会中，妻子自杀会使男子名誉受
到损失，中年丧妻很难再续弦。对于这些选择了
自杀的妇女而言，她们是拿性命去做了一次争夺
当家权的赌注。当然也有年轻妇女因此 “威胁”
成功，不但自杀未遂，且夺取了家事主导权。

( 二) 夫妻感情问题与妇女自杀
在小家庭中，夫妻关系还要面临各种感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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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固然不能说传统时代的人不关注夫妻感
情，但毫无疑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越
来越重视夫妻感情，没有感情的婚姻被认为是不
道德的。国家与社会也长期如此宣传，农民因此
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妇女，她们似乎对
夫妻感情更为在意。这种对感情的重视，也表现
在 2000 年以来的中国农村新现象———夫妻公开
场合的“恩爱秀”。在不少村庄，都出现了夫妻
“甜蜜蜜”的状况: 夫妻双双现身娱乐场，一起
娱乐休闲，当众表现亲密关系。甚至中年夫妻也
如此。一改传统夫妻关系中的矜持、沉默、疏
离。大冶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对感情的重视，导致的是妇女不再将传统的
家庭模式、夫妻关系模式作为既定的、不可改变
的生活前提，而是将之看作自己的选择之一，夫
妻间的情感状况 ( 是否亲密) 也成为妇女评判
自己生活质量 ( 幸福感) 的重要维度。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年轻女性接受 “男女平等”
“妇女解放”之类的新思想与新观念，对爱情和
私人生活抱有更多的憧憬和幻想，甚至在婚前的
相亲和男女交往中有各种恋爱的体验。及至嫁人
后，却发现村庄及家庭中的层层压力，她们的理
想在现实中触礁，理想若不甘于自我泯灭，就最
终会在夫妻矛盾中引发出内心对感情深深的绝
望，这可能让其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中绝望自杀。
她们憧憬与丈夫之间有甜蜜的爱情、丰富的感
情，但是丈夫却做不到，或者现实让她深深失
望。如果妇女未曾接受现代理念，而是从一开始
即接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观念，一旦为人
妻，未嫁前接受的教导、培养出的婚姻家庭角色
的期待，都不至于使她们经历巨大的心理落差。

若女性接受的是国家宣扬的现代理念，嫁人
后却必须适应传统的村庄文化，就容易出现严重
的不适应症。在这个被动适应过程中，可能发生
两种类型的自杀，一是因无法获得爱情和感情而
陷入深深的绝望，从而自杀; 二是夫妻之间有深
厚的爱情和感情，但是在具体的小事中，丈夫未
能满足其感情，进而受挫而激愤自杀。

吴飞在研究中就发现，针对有些妇女的自
杀，村民解释说，不是妇女地位太低了，而是太
高了。② 这种情形就是因为夫妻感情本来很好，
妻子却因小事起争执之后自杀。比如，一起自杀
未遂个案中，妻子很勤劳，与丈夫一起操持家
务，要做很多事情，每天晚上要与丈夫一起出去
捉蛇、乌龟、甲鱼等，白天则种租来的很多田，

根本“忙不过来”，一次为小事争吵后，妻子喝
农药自杀。这属于典型的未能满足感情期待的
自杀。③

因感情而来的夫妻冲突中，也有多起是因为
丈夫陷入了婚外情。妻子得知丈夫的婚外情后无
法接受，尤其是在与丈夫争吵时，丈夫无法很好
地抚慰其失望的情绪时，自杀很容易发生。也有
一些自杀，是由于丈夫因为婚外情长期不顾家，
屡劝不改，妻子感到绝望，毫无出路，因此而
自杀。

感情问题导致的自杀持续到 2000 年前后，
最终因村庄文化发生改变而日渐减少。村庄文化
的改变，一是当地社会和女性自身都认可了离婚
行为; 二是家庭内男尊女卑格局开始大为改观，
夫妻关系改善，夫妻亲密关系的公开呈现得到村
庄社会认可。年轻妇女完全没有必要以自杀来寻
求解脱，她们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如离婚，甚至
是“极端”的婚外性，来摆脱不幸的婚姻和家
庭。更重要的是，年轻女性在成长期间接受的观
念与她们在为人妇以后的遭遇是一致的，夫妻一
般因为爱情而结婚，村庄社会也认可夫妻间的感
情需求，接受夫妻公开的 “恩爱秀”，因此女性
婚后也不会产生 “感情得不到满足”的不适应
感，更不会因此自杀。

(三) 追求幸福受阻与妇女自杀
在小家庭中，夫妻关系还要面对如何追求幸

福生活的问题。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与未婚青年
一样，已婚的青年也有了主体意识，他 ( 她 )
们渴望能够通过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勤劳致富
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当青年农民追求幸福的
生活受到挫折，或缺乏相应的基础，夫妻关系往
往也会很紧张，本来此时双方更需要感情的抚
慰，却因夫妻关系紧张反而难以获得，自杀因此
发生。这些自杀都是因为由于幸福生活无望，缺
乏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赌博是另外一种导致农村妇女对追求幸福生
活绝望的理由，在有些地方酗酒也是这样，不过
大冶的男性酗酒的较少。男性赌博会让妇女觉得
家庭发展毫无希望，有一点赌一点，家里根本不
可能有积蓄，那辛辛苦苦劳动为了什么呢? 在屡
劝丈夫无效的情况下，妇女会陷入绝望，最终可
能在一次激烈或者不激烈的冲突之后自杀。另
外，有两起自杀是因为小孩夭折，母亲觉得生活
无望。对于中国人来说，子女几乎是生活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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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德文《涧村的圈子———一个客家村庄的村治模式》，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参见吴 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
资料来源: 这是笔者 2014 年在大冶调研时收集到的一起案例。



要部分，人生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了子女，如果
子女不好，自己生活的意义都会打折扣。而当子
女缺乏健康的生活条件时，年轻妇女需要的抚慰
如果不能从丈夫那里获得，其生活动力也会
消弭。

要理解夫妻关系冲突导致的妇女自杀，以及
自杀行为在 2000 年后的急剧减少，还有必要考
察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变迁，在这种变迁
的关系中理解农村妇女的自杀行为。受夫妻冲突
类型划分的启发，本文主要考察家庭结构的轴、
夫妻感情受重视的程度、夫妻权力的分配 3 个
变量。

(四) 夫妻关系变迁与妇女自杀
与婆媳关系的变迁类似，1949 年之后，大冶

农村夫妻关系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20 世纪 50 ～ 70
年代、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以及 2000 年之后。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夫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延
续了传统夫妻关系的基本特点: 家庭结构中，以
父子关系为主轴，夫妻关系从属于父子关系。传
统婚姻以生育为目的，以传宗接代为目的，这导
致中国的家庭结构以父子轴为中心展开，妻子从
属于丈夫，丈夫则从属于其父母，家庭权力分配
上以夫权为中心。尽管这一时期国家着力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下称 “婚姻法”) ，
全社会也轰轰烈烈地予以回应，争取婚姻自由成
为了一段时期内的主导话语，大冶农村的女性也
不例外。但是，大冶农村的宗族势力一直较强，
妇女的主体意识发育不够，对现状并未产生强烈
的质疑和反抗。再则，村庄内部的纠纷调解机制
较为健全，村社干部会积极介入家庭纠纷，在实
质上保障了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利益。因
此，这一时期即使夫妻关系出现问题，因矛盾激
烈而引起妇女自杀的情形也非常少见。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妇女地位全面上升，
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伴随 20 世纪 80 年
代分田到户，父母大家庭和年轻小家庭平等参
与，均按人口分得田地和农具，随后出现父子分
家潮流，父母全然无法控制儿子小家庭的经济基
础，父子分家大量出现。家庭核心化进程加快，
小家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迅速增强，小家庭利益
凸现，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因此显得重要。曾
经，作为大家庭中的外人，妻子对小家庭利益的
关注被压制，大家庭以父子关系为主轴。普遍而
来的父子分家使得年轻妇女对小家庭利益的敏感
性，对小家庭经营的关注，得到肯定和释放。为
追求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她们从某种意义上将丈
夫从家族与村庄生活中拉到夫妻主轴的小家庭生
活中。

这一时期的夫妻矛盾常常与婆媳矛盾纠缠在
一起，夫妻矛盾的背后往往存在婆媳矛盾。比
如，小家庭中妻子无法获得当家权，很可能是由
于丈夫背后听从其父母的安排。再如，婆媳冲突
时，作为丈夫和儿子的男性首先站在父母一方，
致使年轻媳妇孤立无援，甚至带来小夫妻间的冲
突。从案例来看，有妇女是在与婆婆发生冲突，
又被丈夫打骂后自杀的。经历了 30 年的 “妇女
解放”“男女平等”话语的熏陶，年轻一代的妇
女已普遍接受与丈夫平等的观念，也有从夫强妻
弱的关系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尤其是对自己
在小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有很高的期待，如果说
她们可以勉强忍受公婆的气的话，丈夫的不支持
和不理解则成了致命一击。如果与公婆吵完架之
后还要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她们在情感上就更
无法接受，往往会因此而自杀。

经历了近 20 年的较为激烈的代际冲突和夫
妻冲突之后，2000 年左右，农村家庭结构逐渐
完成了从父子轴向夫妻轴的转变，夫妻关系日益
平等化。与之相伴随的现象是，2000 年以后，
家庭暴力也有所减少。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夫
妻关系总体上比较和谐。婚姻越来越以爱情为基
础，夫妻关系更为亲密。由于夫妻矛盾引起妇女
自杀急剧减少。

四、家庭关系变动对妇女自杀的影响

已婚妇女的自杀需要放回家庭关系的变迁中
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家
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迁，是从妇女地位的提高
开始的。首先是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扬妇女解
放，在法律上积极开展贯彻 “婚姻法”的运动，
由此带来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必然导
致家庭内部关系的重新调整。自杀就发生在家庭
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在原有的家庭关系均衡状态
被打破，而新的家庭关系均衡状态尚未形成的这
段时间内，自杀行为高发。在大冶农村，这段时
期即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段时期是代际关
系、夫妻关系重新调整的时期。

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家庭关系相
对平衡，代际关系中父辈占主导地位、夫妻关系
中丈夫占主导为基础，农民自杀率也较低。虽然
这段时期内，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法制的
贯彻，女性地位已经开始上升，男女关系平等的
进程已经启动，只不过并未撼动固有家庭关系结
构。而国家、集体的积极介入，对婆媳双方的教
导，对婆媳冲突、夫妻冲突的介入，化解了冲突
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90 年代末，家庭关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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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失衡。在家庭关系失衡和调整的同时，出现农
民自杀潮。成长于妇女能顶半天的集体时期的年
轻女性，抗争意识加强，对权力的声张更为大
胆，随之而来的代际矛盾尤其是婆媳冲突以及夫
妻冲突非常普遍，并引发了不少妇女自杀、一些
老年人自杀、少量已婚青年男性自杀。

青年妇女基于现代 “平等”观念的挑战，
在初期往往难以取得成功。因为代际间、夫妻间
的权力结构仍比较稳固，老年人很难直接放弃家
庭权力，作为丈夫的男性也很难接受妇女权利诉
求和权力增长的现实。在碰撞伊始，传统势力之
强大，冲突之激烈，后果之严重，实难想象。例
如，大冶农村 1983 年的一起自杀事件中，不足
30 岁的年轻女性，因遭到公公打骂，一气之下
喝药自杀。公公因为气愤，将儿媳妇的尸体拖到
牛粪堆。① 经过长达 10 多年的不断抗争后，年
轻媳妇逐渐取得了家庭地位上的平等权，甚至占
据了优势。她们对这种平等权利的诉求，甚至是
对感情的要求，也越来越能得到村庄社会的理解
和认可。在妇女反抗的过程中，一些老年人、丈
夫无法接受自身地位的下降而自杀。到了 20 世
纪 90 年代，曾远远低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老人
自杀率上升，高过了青年女性自杀率。

2000 年以来，家庭关系形成新的平衡，代
际关系日趋平等，夫妻平等成为主流。伴随着女
性家庭地位的持续提高，经历了近 20 年的调整
与冲突，家庭结构有所变化: 父子轴转向夫妻
轴，丈夫主导转向夫妻平等且强调感情。这一时
期，妇女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得到改变，因夫妻
矛盾和代际矛盾引起的妇女自杀急剧减少。随着
代际权力转换的完成，老人成为家庭中相对弱势
的一方。因为宗族村落有利于老人的传统文化仍
在，代际之间出现的是和谐和平衡的状况，老人
自杀率这一时期也在迅速下降。不过，在其他一
些农村地区，妇女自杀率下降的同时，老人的自
杀率则迅速上升，老人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

通常人们会认为，我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非
常高，是因为她们地位太低，在家庭中被男性压
迫，自杀就是被压迫的结果。② 这种认识显然脱
离了现实。农村妇女的自杀不是地位过低所造成
的，而是妇女地位提高过程受阻而致。1949 年
以来，国家宣扬“男女平等” “妇女解放”，妇
女也在事实上获得经济独立的能力，他们不仅期
望改变自身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地位，对丈夫也
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然而，面对新变局，其他

人群并不知道如何做出应对以实现男女平等。这
体现在“家庭权力斗争”的僵持，在此过程中，
地位不断上升却依然弱势的妇女，在斗争失败后
很容易走向自杀，或者以自杀作为武器来寻求现
实地位的提高。

妇女之所以容易在绝望后采取自杀的极端行
为，以寻求对家庭关系状况的改变，与妇女在村
庄社会中的弱势处境是密切相关的。村庄社会，
尤其是宗族型村庄，以男性为重心建立起社会关
系网，女性在这个关系网中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
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较之于男性，女性
囿于家庭之中，其身处的 ( 父) 母女关系、夫
妻关系、 ( 公) 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等，属于封
闭的家庭关系网络。即便存在溢出家庭的亲密关
系，比如两个家庭中妇女交往密切，也通常以她
们的丈夫关系比较好为前提。也因此，当妇女有
委屈时，缺乏倾诉对象; 当她们反抗父权和夫权
时，缺乏逃逸的空间，缺乏支持性力量。惟一可
以为年轻媳妇提供支持的是娘家，而这种支持不
具有日常性，对身处困境的女性也不具有实质
性。在村民眼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懂情理的父母就应该劝说女儿和美过日子，吵架
之后也要回家去。因此，也有妇女在婆家 “受
气”后，因得不到娘家的情感支持，绝望自杀。

可以说，乡村社会家庭关系的巨变，触及了
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内部关系———代际关系、
夫妻关系饱受震荡并失衡，而最先受到冲击的是
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妇女们。妇女缺乏将社会关
系伸出家庭之外的能力，难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情
感慰藉，难以在家庭之外倾诉苦楚，冲突后更容
易选择自杀。同样，因为这一时期离婚不为人们
普遍接受，离婚是名声不好的事情，而且离婚后
也未必能在较为封闭的社会关系空间中找到满意
的婚姻归宿，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能够通过离婚来
摆脱不幸的婚姻和不满意的家庭关系，更多妇女
只能继续生活在一个失衡的家庭结构中。因此，
若矛盾再度降临，她们就很容易走上自杀之路。
已婚妇女的自杀最终随着家庭关系调整后达成的
新平衡而大幅度下降。这一期间，已婚妇女对婚
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重新定义，对夫妻情感的追
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变革意义，还有待于更深入
的解读。

( 责任编辑 甘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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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这是笔者 2014 年在大冶调研时收集到的一起案例。
参见谢丽华《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