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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事

非农劳动的 18-64 岁已生育女性“从开始工作到现

在或者从刚开始工作到退休”，有 20.2%的人因为结

婚生育或者照顾孩子而有过半年以上的职业中断经

历。其中，1971-1980 年期间生育的从事非农劳动女

性因生育中断职业比例为 5.9%，1981-1990 年生育

的职业中断比例为 10.3%，1991-2000 年生育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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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冲作用 *

———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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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生育中断职业是女性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用人单位通

过提供相应的生育保险和社会服务，家庭通过分担婴幼儿的照顾等对女性生育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女性的职业中断

比例。针对当前政府和用人单位在女性遇到生育和职业发展冲突时支持明显不足的现状，应不断完善生育保险，降低女性生育

成本，解除职业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不断增强托幼园所建设尤其是社区托幼等公共服务支持，建立支持妇女就业的工作与家

庭平衡机制，以降低女性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的可能性，促进女性平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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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ffering Function of Reproduction Support in Women's Career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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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roduction break is a major obstacle in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hird Issue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Investigation Report, the ratio of women's career break, to some extent, could be reduced by either relevant reproduction

insurance and social servic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and employing units or the reproduction support from families which could shar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The status quo of the apparently inefficient support for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women's reproduc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employing units has showed that they should

consistently perfect their reproduction insurance, and reduce women's reproduction cost to remove professional women's future worries

about reproduction; moreover, gender equality for women in employment could also be promoted by measures such as consistently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 the community kindergarten and other public supporting services in particular, and

establishing the employment-supporting mechanism for balancing women's work and family life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ies of women's

career break owing to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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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断比例为 21.2%，2001-2010 年生育的职业中

断比例为 35.0%。可以发现，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的女

性比例不断增加，并且是逐年大幅升高。而在瑞典和

丹麦有 90%以上的母亲生育后返回劳动力市场。[1]

有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要依靠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劳动力资源

和人力资本存量，[2]但实践中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远

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大城市的职业女性，她

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含量高，在职业发展

中也处于相对优势，但越来越多的青年职业女性因

生育而中断职业，不仅影响了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制约了女性的发展，掣肘了男女平等的进

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近 20 年，女性社会地

位不断提升的当前，中国职业女性为什么放弃个人

职业发展回归家庭？哪些因素影响女性中断职业的

决定？本文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

基础，从社会支持和生育成本的角度，分析政府、单
位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经济支持 （主要是分担生育

的经济成本）、婴幼儿照顾支持等对女性职业中断的

积极影响，并针对现有支持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以促进女性平等就业，增强女性人力资源的开

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二、相关研究回顾

研究表明，妇女生育与就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生育越多的妇女其劳动参与就越低。[3][4][5]对于因

生育中断职业的女性来说，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时间，主要取决于她的全职收入相比于她的产假津

贴差距、职业中断时间长短和孩子年龄大小、孩子日

间照顾的可获得性及价格等。德国 1991-2006 年的

SOEP 数据分析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比例

与孩子年龄密切相关，孩子 1-3 岁时劳动力供给差

不多，当孩子长大后，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明显提高。[6]

可见，孩子 3 岁以前照顾服务的可得性对于母亲是

否中断职业的影响较大。和建花、蒋永萍通过考察世

界发达国家在其家庭政策中体现公共托幼责任的角

度，针对中国托幼政策及现状，指出政府应从托幼政

策的社会意义出发，着眼于给予妇女更多平等发展

权利的角度，制定更为合理的公共托幼政策，以促进

家庭与社会和谐发展。[7]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人可以通过从他人或团

体等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资源，来缓解源于工作和

生活的压力与冲突，个体面临不同生活压力来源时

需要不同类型的支持。[8]从支持来源看，社会支持可

以分为单位支持、家庭支持等，从性质来看，主要包

括情感支持和精神支持、经济支持和信息支持等。[9]

在支持环境下的员工会较少经历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都更高。[10][11]

因此，国家制定平衡工作和家庭矛盾的政策，使

有家庭责任的男女能不受歧视地行使其就业和家庭

权利；[12][13]设置育儿假，使夫妻共同分担养育责任，不

仅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同时赋予男性在生育中的

权利，鼓励男性承担在生育中的责任等，[14][15]也是降

低生育女性中断职业比例的一种途径。而缓解职业

女性因生育导致的职业发展限制，如不断完善生育

保险，减轻用人单位责任，提升女性人力资本，促进

生育女性平等就业，也是对女性生育的一种支持。[16]

从家庭经济分析角度来看，妇女工作机会成本

与照顾子女成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她们是否中

断职业的决定。[17]经济因素是女性产假结束后是否

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产假期间补偿

性收入低、优质的婴儿照顾可得性会提高女性生育

后的劳动力市场回归，婴儿照顾价格高则会降低女

性返回劳动力市场的比例。[1]当市场经济下的保姆市

场求大于供，在低工资、保姆雇佣价高的情形下，政

府和用人单位并没有为女性生育、抚养孩子提供必

要的服务，很多女性因生育孩子与工作冲突不得不

中断职业生涯。[18]

带薪育儿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生育后劳

动力市场的回归程度，北欧国家生育女性劳动力市

场的活跃度位居世界前列，主要是因为他们慷慨的

育儿假制度，包括分娩前劳动力市场的保障和职业

安全。父亲育儿假的长短对母亲回归劳动力市场的

时间有很大影响，父亲育儿假时间越长，女性返回劳

动力市场越快。由此作者指出，如果想推进男女在劳

动力市场的平等，需要延长男性育儿假的时间。[1]

以往国内对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研究大多

是从女性二元角色冲突出发，认为养育孩子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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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公共托幼服务不足，影响

了女性的职业发展。从生育支持或生育成本分担对

生育女性职业中断影响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尤其

少。本研究力图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从生育支持

及生育成本分担的角度，分析生育对女性职业中断

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对降低生育女性职业中断的缓

冲作用。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

全国随机样本中选取从事非农劳动且生育过的女性

为研究对象，共有 6687 个样本。年龄分布为，18-29

岁的占 17.5%，30-39 岁的占 29.0%，40-49 岁的占

30.0%，50-59 岁的占 17.6%，60-64 岁的占 4.9%。从

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

14.5%，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占 35.8%，高中 / 中专 / 中

技的占 30.7%，大学专科及以上占 19.0%。其中，从

开始工作到现在 / 退休前，因结婚生育 / 照顾孩子

而有过半年以上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女性有

1349 个，这意味着非农劳动且已生育过的女性从开

始工作到现在或者从刚开始工作到退休，有 20.2%

的人因为结婚生育或者照顾孩子而有过半年以上的

职业中断经历。年龄分布为 18-29 岁的占 18.2%，

30-39 岁的占 44.3%，40-49 岁的占 28.1%，50-59

岁的占 7.8%，60-64 岁的占 1.6%。从受教育程度来

看，小学及以下的占 15.8%，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占

45.7%，高中 / 中专中技的占 29.1%，大学专科及以

上的占 9.3%。
本文的生育支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和用

人单位对女性生育经济成本的分担，可以降低女性

承担的生育成本，包括分娩费用报销、为生育女性提

供产假期间的生活津贴、为婴幼儿提供托幼照顾支

持等；二是为女性面临工作与照顾责任冲突时提供

的支持，包括婴幼儿照顾支持服务，提供带薪假期

等。通过分析政府、单位及家庭对生育经济成本的分

担，主要是生育保险和托幼公共服务以及家庭照顾

的支持对降低女性职业中断的积极作用，提出要不

断完善生育保险，建立婴幼儿照顾的社会支持系统，

增强政府和用人单位在生育中的责任分担，增强女

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平衡工作与家庭

等促进女性职业发展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建议。通过

分析政府、用人单位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以及

女性的就业状况等，对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提出两

个研究假设。
假设 1：较高的生育保险水平能够降低女性职

业中断的可能性。
假设 2：婴幼儿照顾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

冲作用明显。
四、数据分析与模型结果

研究根据变量和数据情况选择 logistic 回归统

计方法，对女性生育时是否中断职业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
1.因变量
女性生育时是否中断职业。在问卷中的问题是

“女性是否因结婚生育或者照顾孩子有过半年以上

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职业中断经历”。
2.解释变量
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分为 3 部分，主要包括政府

支持、用人单位支持和家庭支持，生育保险主要体现

的是政府出台制度政策并进行监督管理、由用人单

位缴纳费用分担经济成本并给女性提供时间支持。
（1）生育保险。主要从女性生育时的分娩费用报

销比例和生育津贴水平。分娩费用报销比例和生育

津贴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女性生育时自己要承担

的费用，由于政策的可预期性，倘若单位有较好的生

育保险支持，女性在产假结束前选择离职的可能性

越小。
（2）家庭支持。主要是孩子 3 岁以前白天主要照

顾者以及丈夫带薪陪护假的时间。家庭支持直接影

响着女性工作家庭矛盾的处理，家庭支持力度越大，

女性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断职业的可能

性越小。
（3）社会服务。用人单位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女性生育时能否得到单位充

足的支持，直接影响着女性面对抚育婴幼儿和职业

发展矛盾时的职业选择。
具体变量如下：

（1）分娩费用报销。包括全部免费 / 报销、定额

补贴、部分报销、全部自费，由于定额补贴的比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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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变量 百分比（%）

分娩费用报销

全部免费 / 报销

定额补贴或部分报销

全部自费

产假期间的收入

与产前差不多

基本工资或部分生活补贴

没有收入

孩子 3 岁以前白天主要照顾者

本人

家人或亲戚

保姆或托幼园所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21.7

19.3

57.7

26.6

21.5

16.4

49.6

42.5

7.6

14.5

35.8

小，与部分报销意义接近，所以将定额补贴与部分报

销合并为定额补贴或部分保险，其中以全部自费为

参照类。
（2）产假期间的收入。包括与产前差不多、只有

基本工资、只有部分生活补贴、没有收入，因为只有

部分生活补贴样本量小，所以将只有部分生活补贴

与只有基本工资合并为有基本工资或部分生活补

贴，其中以没有收入为参照。
（3）孩子 3 岁以前白天的主要照顾者。主要包括

本人、配偶、本人父母、配偶父母、其他亲戚、保姆 /

家政工、托儿所 / 幼儿园，为了更加清晰的体现家庭

支持与单位支持以及社会服务对女性缓解工作家庭

冲突的作用，分析时将配偶、本人父母、配偶父母、其
他亲戚合并为家庭支持，将保姆 / 家政工和托儿所 /

幼儿园的照顾归类为社会服务支持，其中以本人为

主要照顾者为参照类。
在变量中，所有“不清楚”的选项都以缺失值进

行处理。
3.控制变量
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3 部分，女性自身

的人力资本含量及职业发展状况、家庭中的夫妻权

利关系以及女性自身的性别观念。
（1）女性的职位 / 业发展情况。包括女性的受教

育程度、近 3 年来是否参加过培训或进修、工作后换

过几次工作 / 职业。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

含量越高，因生育中断职业的可能性越小；工作后更

换职业次数越少，职业越稳定，因生育中断职业的可

能性越小。
（2）家庭夫妻权力关系。包括个人重要事件的配

偶支持度。女性在家庭中决策权越大，在面对家庭与

工作冲突时更能以个人发展为重。
（3）女性的性别观念。主要是男女的性别角色认

同，对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的看法。性别观念越进

步，男女平等理念越深入，女性的独立意识越强，在

家庭照顾与个人职业发展时更偏向于选择个人职业

发展。
具体变量如下：

（1）受教育程度。包括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
初中、高中、中专 / 中技、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

生，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样本量较小与小学合并为小

学及以下，高中和中专 / 中技合并为高中 / 中专 /

技，研究生样本量较小，合并到大学专科及以上，其

中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参照类。
（2）工作后工作 / 职业更换次数。包括了 0 次、1

次、2 次、3 次,一直到 20 次，由于 3 次以上的样本量

较小，所以合并为 0 次、1 次、2 次、3 次及以上，其中

以 0 次即没有换过工作为参照类。
（3）想做的事情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包括非常符

合、比较符合、不太符合、很不符合，由于不太符合和

很不符合样本量较小且意义接近合并为不符合，非

常符合和比较符合合并为符合，其中以不符合为参

照类。
（4）是否同意“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包

括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由于非

常同意和比较同意合并为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

意合并为不同意，其中以同意为参照类。
在变量中，所有“不清楚”的选项都以缺失值进

行处理。
4.数据分析与模型
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对女性生育

时是否中断职业进行描述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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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 中专 / 技

大学专科及以上

工作以后换工作次数

没换过

1 次

2 次

3 次及以上

个人想做的事能得到配偶支持

符合

不符合

是否同意“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

同意

不同意

总个案数

30.7

19.0

41.3

27.5

10.8

17.0

84.6

5.2

42.8

56.4

6687

表 ２ 女性生育时是否中断职业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S.E, Sig. Exp (B)

生育保险

分娩费用报销（以全部自费为参照）

全部免费 / 报销

定额补贴或部分报销

产假期间的收入（以没有收入为参照）

与产前差不多

有基本工资和部分生活补贴

照顾支持

孩子 3 岁以前白天主要照顾者（以本人照顾为参照）

家人或亲戚

保姆或托幼园所

控制变量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以下为参照）

初中

高中 / 中专中技

大学专科及以上

职业发展情况

工作后职业更换次数（以 0 次为参照）

1 次

2 次

3 次及以上

夫妻权力关系

想做的事能得到配偶支持（以不符合为参照）

符合

性别观念

.189 .002 .555

.159 .717 1.059

.174 .000 .161

.161 .000 .246

.121 .000 .471

.268 .003 .446

.201 .008 1.698

.206 .004 1.820

.237 .087 1.499

.143 .008 1.460

.181 .000 2.221

.146 .000 2.949

.216 .579 .887

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它变

量后，女性生育时的分娩费用报销比例对职业中断

影响显著，全部免费 / 报销的女性中发生职业中断

的可能性仅为全部自费时的 55.5%，定额补贴或部

分报销时则与全部自费无显著差异。产假期间的收

入对生育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显著，相对没有收入

的女性，产假期间收入与产前差不多的女性中发生

职业中断的可能性仅为前者的 16.1%，有基本工资

或部分生活补贴的女性职业中断可能性也仅是没有

收入的 24.6%。经济支持对降低女性生育中断的可

能性作用明显，假设 １ 得到支持。
照顾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显著，孩子 ３

岁以前白天的主要照顾

能得到家庭支持的女性

职业中断可能性仅为本

人作为主要照顾者时的

47.1%，由保姆 / 家政工照

顾或者寄放到托幼园所

的女性职业中断可能性

仅为本人为主要照顾者

的 44.6%，假设 ２ 得到支

持。
五、讨论与建议

生育不仅关乎一个

家庭的幸福，更是事关人

类自身繁衍、社会进步发

展的大事，作为人口再生

产行为，为社会劳动力的

再生产作出巨大贡献，因

此，应由国家、用人单位

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生

育责任。
1.讨论
政府、用人单位对女

性生育经济成本的分担，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

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育

成本，从而降低怀孕分娩

及产假阶段的女性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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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断率。生育保险通过为妇女提供医疗服务、生育

津贴等，保证女性因生育而暂时丧失劳动力的基本

经济收入和医疗保障，帮助生育女工恢复劳动力，重

返工作岗位。由于生育保险政策的可预期性，有生育

保险的女工会选择在业期间生育，怀孕和产假期间

中断职业的比例较低，怀孕和生产对女性就业率的

影响较小，生育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分析发现，分娩费用报销水平和

产假期间生活补贴水平对生育女性的职业中断影响

较大，分娩费用全部报销的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

比例仅为全部自费女性相应比例的一半，提高分娩

费用报销比例和生育津贴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女性生育时的职业中断率。
工作—家庭关系的溢出理论强调个体在家庭角

色中的行为、态度和情感等会渗入到工作角色中，所

以政府、用人单位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支持对女性

职业发展有正向作用。照顾支持，尤其是社会服务支

持，高质、易得、价廉的托幼服务等，对女性职业中断

的影响很明显。原生家庭的支持，包括配偶对家庭生

育责任的分担、父辈以及家人亲戚朋友对婴儿照顾

的支持等，能更好地帮助女性化解工作与抚养责任

的冲突。
2.建议
支持职业女性发展的生育保险、托幼服务等相

关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不

到位，公共托幼园所的缺

位以及保姆求大于供的市

场是女性职业中断的主要

原因。因此，需要建立完善

的生育支持系统，降低女

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促进女性平等就业。
一是不断完善生育保险，解除职业女性生育的

后顾之忧。增强国家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责任，进一步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提高生育保险统筹层次和保险

水平，尤其是分娩费用报销比例和生育津贴水平，降

低女性在生育中承担的经济成本，给女性生育以更

多的支持，解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为职业女性创

造更加平等的发展环境。
二是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为职业女性生

育提供照顾支持。制定平衡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

制度政策，增强单位对有照顾责任的女性的支持，以

及社区托幼服务等公共服务支持，制定相应制度政

策保障男性更多承担养育责任，减轻职业女性的母

性角色负担，都会降低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

保障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平等参与权。
借鉴国外关于平衡工作家庭的经验，尤其是定

额制的育儿假制度，为生育女性及子女提供一定的

经济补助；借鉴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办托幼园所、
建哺乳室等方便女性照顾婴幼儿设施的经验，充分

发挥公共照顾服务对女性生育中断的缓冲作用，为

有照顾责任的女性提供完善的支持系统，是降低女

性因生育中断职业比例，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有效

方式。

是否同意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以同意为参照）

不同意

常量

Pseudo-R2=0.261

有效个案数

.113 .022 .772

.276 .000 .318

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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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上升降低夫妻关系的和谐。但是子女的年龄

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会

显著促进夫妻和谐关系的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
对夫妻关系的影响很大 （一般要超过男性受教育程

度），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夫妻关系的合理“定位”
上，也反映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农村女性及低层女性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促进夫妻关系和谐具有重要

意义。
以上研究中的不足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假设模型不够完整。由于假设模型侧重于

日常生活内容，一些如夫妻感情、沟通方式、性生活

满意度等因素未被纳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模型的完整性；二是研究主体的观察视角单一。由于

上述研究是从女性在婚者的角度出发，其主体认识

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在缺乏男性对应认识校正的前

提下，相关结论的可靠性会受到质疑。以上不足无疑

需要后续研究的补充和进一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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