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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代际嬗变为例

刘 洁

摘要: 家庭权力是理解家庭生活的一条线索。受实践理论启发，关注山西地区两代女性面对坐

月子回娘家禁忌的态度与行为之流变，据此理解家庭权力的结构特征、运作形态及内在机制。比较

年长代和年轻代已婚女性在青年时期对月子期不回娘家习俗的经历与阐释，发现前者相对被动地

顺从于带有父权品格的禁忌，后者则诉诸现实来正当化对禁忌的表面妥协。展现出家庭权力从一

维到多维、从以强制为主到容纳更多弹性的演变历程，亦可见结构性变动影响下当代青年女性家庭

生活的多面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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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及研究主题: 家庭权力研究与实践理论

罗杰斯( Mary Ｒodgers) 认为，权力是影响他人的威望或能力( 埃什尔曼，1991: 445 ) ，这一定义

强调了关系取向和经验情境的重要，本文依循实践论来探讨家庭权力的形式、过程与逻辑，便是遵

循这样的分析路径。

( 一) 家庭权力研究

权力是依赖多方对抗力的“复杂的战略形势”( 福柯，1989: 90 － 94) ，不仅社会由多重交叠并交

错的权力网络构成( 曼，2007: 1 ) ，家庭亦复如是，因而家庭权力被视为理解核心家庭的关键概念
( Skolnick ＆ Skolnick，1971: 21) 。

西方学界对家庭权力的关注是家庭研究从整体性、大规模的视角转移出来以及小群体分析成

为风尚的产物。1960 年，布拉德和乌尔夫( Blood ＆ Wolfe，1960) 以决策结果作为度量指标，发表了

家庭权力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相对) 资源理论。它主张伴随现代化进程，可比较、可量化的资源

将取代传统，成为家庭权力的首要基础。之后的研究依据与资源理论的关系，可简略划分为如下三

个方面: 其一，对资源理论的充实，包括交换资源论 ( Heer，1963 ) 、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 ( Safilios-
Ｒothschild，1967) 以及文化背景下的资源理论( Ｒodman，1972) 等; 其二，对资源理论的超越，如女权

主义者认为，实质上是父权制而不是无性别指向的资源塑造了家庭权力格局; ①其三，兼有梳理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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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吴小英老师的悉心指导; 关于坐月子禁忌内涵的分析

受益于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李洁老师的分享，特向两位老师致以诚挚谢意。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
感谢受访者的配合与支持。文责自负。

需要说明的是，对资源理论的充实与对资源理论的超越关系密切，表现为: 第一，它们具有共通性，如郑丹

丹( 2004) 认为，资源理论和女权主义学说都将权力物化，二者无实质不同; 第二，它们相互配合而联动，即“夫妻间的

给予和接受是基于每个伴侣给这段关系带来的资源，包括物质上的和地位上的( 属于对资源理论的充实方面———作

者注，下同) ，而夫妻各自的期待受性别规范的影响很大( 属于对资源理论的超越方面)”( 沃希，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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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意图的述评( McDonald，1980; Mizan，1994) ，如奥尔森和拉伯斯基( Olson ＆ Ｒabunsky，1972) 针

对既有“家庭权力( 研究) 的无效”( powerlessness of family power) ，建议发展出能够捕捉家庭协商实

际的动力学模型。
由此，可归纳出国外家庭权力研究的三个特点: 一是多围绕夫妻关系展开，这与其家庭高度核

心化的事实相契合; 二是受特定观念影响，资源理论及变体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推崇公平交易的市场

化思维; 三是越来越强调家庭权力的动态和多维。
反观中国社会，家庭权力呈现出长先幼后、男尊女卑的稳定模式，爸爸式的教化权力( 费孝通，

1998: 64) 和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父子同一( identification) ( 许烺光，2001: 232 － 233 ) 等都是对缺少

变动的社会文化的反映，而当生活根基改观，家庭权力的表达与完成也充满了更多可能。目前，受

西方学者启发，国内的家庭权力研究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定量者多通过优化概念内涵与测度

指标，来寻找家庭权力的前因( 李静雅，2013; 陈飞强，2015 ) ，或探究其后果( 徐安琪，2004，2005; 郑

丹丹、狄金华，2017) ; ①定性者则从日常生活出发，关注家庭权力的微观运作过程及机制( 郑丹丹，

2004; 吴飞，2009; 李霞，2010; 左际平，2012; 肖索未，2014 ) 。这两种路径都丰富了对家庭权力的

理解。
概括地说，国内的家庭权力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理论的参照与检验，如此便利了实证分析的

讨论和比较，但由于缺乏对情境及情理的自觉与反思，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② 此外，既有研究对女

性主义的忽视也是一个缺憾。这些都构成本文思考的前提。
建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家庭权力看作家庭成员之间建构的不对等关系的表达，涉及

家庭中“说了算”的主体、对象、动机、过程、结局、模式和机制等要素，家庭权力不仅见之于静态的后

果，亦作为建构性因素在环环相扣的事件链中生成与流通。为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本文拟不囿于某

一特定的解释框架，而依据家庭权力在具体情境中的呈现和流露，来提出具有因果适当性与意义适

当性的解释———这样的方法论取径离不开实践理论的启迪。

( 二) 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对家庭权力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对现实的开放和诚实品质，因而带给后者以活力与启

发。所谓“实践”，“实”表明其实在和实际，“践”指向对行动的机敏和关注，实践就是“在不断被使

用的、因而被活化以满足新的用途的关系场中筹划而成的”( 布迪厄，2003: 283 ) ，它孕育出在权力

游戏中游刃有余地因应现实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 斯科特，2004: 429) 。
理解实践理论需要把握其在认识论层面的前提，包括对社会学知识二重性的自反性意识和采

取不同于实体论的关系论思维方式。以对规则的探讨为例，在布迪厄( Bourdieu，2003，2008) 看来，

将实践当作对规则的机械满足的客观主义路数牺牲了“事物的逻辑”，他强调规则与策略在实践中

的辩证建构: 一方面，内生的策略而非外来的规则，才是把握实践逻辑的关键; 另一方面，策略可简

化成具有符号暴力的规则，以隐蔽而经济的支配方式，合法化并再生产出任意性的剥削关系。无独

有偶，吉登斯( Giddens，2015: 72) 也认为，规则“不能完全根据其内容( 如规定、禁令等) 而得到描述

或分析……它只有与实践彼此关联才能存在”。本文关注的坐月子禁忌作为规则的一种，同样需要

通过检视赋予“成为群众现象……特别是能够传到后世”的礼俗以有效性的生活条件 ( 李安宅，

2005: 3) ，才能在鲜活的实践中考察家庭权力。
实践理论为理解现实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工具。在实践论的导引下，布迪厄( 2003: 265 － 267、

307) 对亲属关系进行了一番考证，他认为亲属关系是潜伏在象征资本之下的权力关系，可分为场面

上的和实践的两类，前者乃“亲属关系的最正式用途”，后者则多样亦多变。对亲属关系的两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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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文章检视了国内学者对家庭权力进行量化处理的不足( 左际平，2002; 王金玲，2009) 。
当然，郑丹丹、吴飞、李霞和肖索未等的分析都力图克服这一缺憾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洞见，本文以为其尚

可推进处有二: 一是在方法论层面未能明确指出实践理论的价值，二是论述时忽略了对代际变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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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女的二元指涉相对应，其中妇女“被列为实践亲属关系，去发挥亲属关系的实际用途”，于是，同
女性亲密的、非制度化的姻亲关系成为了“倾向于满足物质和象征利益并根据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
件安排的策略的产物”。布迪厄所说的姻亲关系，在中国社会的一个相关表达就是“娘家”，娘家是
与内亲相对的外戚，影响着女性在小家庭的处境，并成为女性一生的牵挂。检视娘家之实践，为洞
悉女性生活和亲属关系提供了一扇窗口。

综上，家庭权力研究与实践理论交叉出本文的论述主题———家庭权力实践。对于研究对象的
选择，因伴随现代化特别是个体化的发展，青年女性一方面受制于传统期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突
破成见，作为“过渡人”( 金耀基，1999: 77) ，她们在家庭中地位、观念和行为等的变化尤引注意。故
本文将聚焦年长与年轻两代女性青年时期的独特经验，据此描绘家庭权力的形态与变迁，以丰富相
关青年研究和家庭研究。

本文属质性分析。出于对主题和现实的考量，运用判断抽样( judgmental sampling) 的方法接触
到 10 位山西籍已婚女性，包括 6 位年长女性( 出生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成婚于 20 世纪 80 － 90 年
代，皆已生育，其中有 3 位是受访的年轻女性的母亲) 和 4 位年轻女性( 出生于 20 世纪 80 － 90 年
代，成婚于 21 世纪，皆已生育) ，她们在坐月子时对禁忌表现出遵守或违背的差异化模式。受访者
基本信息详见表 1 及表 2。

表 1 年长代受访女性基本信息描述

代码 年龄 退休前职业 结婚年龄 生育年龄 备注

YH 54 制药厂工人 25 26
XBD 54 磷肥厂工人 21 23
WX 53 私营企业会计 24 25
ZXJ 57 电厂工人 25 26 与 YT 是母女关系

WJX 53 制药厂车间副主任 24 25 与 ZWT 是母女关系

YCX 50 私营企业食堂帮厨 22 23 与 NY 是母女关系

表 2 年轻代受访女性基本信息描述

代码 年龄 职业 结婚年龄 生育年龄 备注

YT 31 机械集团工人 26 29 与 ZXJ 是母女关系

ZWT 28 园林局科员 25 26 与 WJX 是母女关系

ＲHL 32 交通局科员 27 29

NY 27 自由职业者 25 26 与 YCX 是母女关系

之所以关注这两类人群，乃因其所占据的代内趋同、代际趋异的“层化”了的、具有结构性意义
的“代”位置。曼海姆( Mannheim，2002: 65 － 117) 在对“代”现象的形式社会学分析中指出，“经历同
一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现实代”。被贴上“50 后”“60 后”标签的年长女性和
被称呼作“80 后”“90 后”的年轻女性，作为历史 － 社会过程中的“年龄群体”，二者间差异不只是生
物层面的交替，更体现为成长环境变迁下的意义世界之流变，其经历嵌入在时代脉络中，因而蕴含
有丰富的社会学信息。

调查资料的收集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询问受访者有关坐月子禁忌的行动、认识和态度等。访
谈在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陆续进行，与每位受访者访谈 30 － 40 分钟不等。

二、回不去的娘家: 禁忌约束下的年长女性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对传统女性境遇的形象比拟，透露出家族主义中，女性与其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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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即娘家之间联系( 包括权、责、利、情等方面) 的淡漠。既然出嫁意味着“移天”和“于归”，那么

与此相对的回娘家就需要遵循特定习俗的安排，据礼而动( 彭美玲，2001) ，如此“回娘家”虽可慰藉

思念之情并带来心情舒适，但因有关风俗“是以男性为中心制定的节日时间轴，因此女性是不太有

主权的”( 洪淑苓，2003) 。① 男本位文化主导了女性回娘家的传统叙事———包括限制女性在特定场

合前往娘家的禁忌，这些禁忌为满足父系世系延续的需要( 张青，2014 ) ，宣称“嫁女假如在娘家过

了某个节日，就会发生种种不好的事情”，其根源被认为是她们从娘家人到婆家人、由父母女儿到娘

家外人的身份变化( 刁统菊，2010) 。本文关注的坐月子不回娘家的习俗，即是回娘家禁忌的一个地

方化呈现。

( 一) 阈限期的“坐月子”意涵

月子期以恢复产妇健康为要旨，各地的习俗反映了民俗的象征性观念与实际诉求( Pillsbury，

1978; 翁玲玲，1994) 。笔者的调查地点山西流传有已婚女性在新生儿满月前不能回娘家的说法，坐

月子的嫁女若出现在娘家，会被看作对娘家人特别是其兄弟不利的邪恶力量，如使后者破财等，故

有此风俗以防凶事发生。探究这一地方性知识，父权制的普遍性和坐月子的特殊性二者最可能被

援用以做解释。这部分将首先探讨“坐月子”的独特意蕴。
已有的分析指出，女性坐月子不回娘家的习俗，对应着她们在以“隧道”隐喻的阈限阶段的生命

体验( 特纳，2006; 李洁，2018) ，坐月子的结束方标志着新的、正常的社会角色的成功塑造( 费侠莉，

2006) 。以之为基础，可从如下三个角度来理解坐月子禁忌的意涵: 其一是知识论层面，坐月子的女

性因性与血等的特殊而同时拥有脆弱和强大、不洁和神圣的两极化意义( 李洁，2018) ，在不可分类

等于危险的污染的民间观念中，这一禁忌发挥了保护既有秩序及其道德的一般性功能( 道格拉斯，

2008) ; ②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娘家对月子期女儿的排斥重申了已婚女性在“娶进来”的婆家和“嫁

出去”的娘家之间的不同③身份，嵌植于物化女性的性别制度，社会集团为实现并保障男婚女嫁外

婚制下的“女人的交换”( 斯特劳斯，1999: 91; 弗里德曼，2000: 122) 而设计出如是种种规矩; 其三是

日常生活层面，新妇从娘家到婆家的全方位转变需要进行继续社会化甚至再社会化的调整与融入，

成婚为母不久的产妇在月子期接受婆家细致入微的照顾，能够通过适应例行习惯和紧密情感纽带

等，促进她对婆家的归属。可见，回娘家禁忌的强制伴随着实践中的有用。“月子”所属的阈限期溢

出了日常生活，坐月子不回娘家的习俗借助社会空间、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暂时切断和重新生

成，通过程式化的设置发挥出( 与娘家) 隔离与( 在婆家) 过渡的双重功能，维系着民间的生活世界

和规范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娘家禁忌既属于规范性制裁 ( regulative ) ，也包含意义的构成
( constitutive) ( 吉登斯，2015: 91 － 97) 。

( 二) 父权制与日常生活的共谋

家庭被认为是父权制( patriarchy) 发生( 在私人层面) 的主要空间建制 ( Walby，1989; 卡斯特，

2006: 195) ，从实践论立场出发，对生成性原则( generative principle) 的关注能够尽量避免“智识谬

误”的出现，因而在理解家庭生活时，父权制更适合被当作有待考察的条件而非不证自明的“自变

量”，换言之，追溯家庭权力与性别政治的关系，需要检视禁忌所内嵌的情境性和结构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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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回娘家”也可以是感到委屈的妻子向丈夫一家表示抗议的非正式策略，由此可见娘家同嫁女之间与

疏离相伴的亲密———即使这一做法的效果引人怀疑，因为或许“当不幸的妻子逃回娘家的时候，她们的父母通常在

不愉快产生之前赶忙将女儿送回她们丈夫的家中”( 弗里德曼，2000: 126) 。
如许烺光( Hsu，2001: 174) 观察到，喜洲镇民主张“坐月子的妇女不能随便出入家中的大门，因为她‘不干

净’的身子可能冒犯护门神”; 李洁( 2018) 也发现，在清末民初，坐月子的妇女“如果误入他人家门 ( 包括自己娘

家) ，被认为是‘血腥扑宅’”。
这个“不同”是形式上的，女性在娘婆二家的实质地位都不过是“服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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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坐月子不回娘家习俗的源起或传说，笔者走访的从年近八旬的老人至二十余岁的青年均

表示不清楚。虽无法从发生学角度了解禁忌的“概念”，年长代女性却从日常世界出发，阐释了她们

在青年时期“执行”该习俗的三点缘由: ①

其一，多子女的现 实 决 定 了“娘 家 还 有 孙 子 要 看，就 是 过 了 满 月 回 娘 家，也 待 不 了 几 天”
( 20170126YH) 。换言之，已婚女性的娘家亦是兄弟妻子的婆家，受时间和精力等的制约，老人能够

向母婴提供的照料支持是有限的，面对需要密集亲职投入的抚幼劳动，男性中心的资源分配规则偏

向于本家的儿子而非外嫁的女儿。
其二，出嫁女与娘家的联结在父系亲属关系中被分隔，她们表示“我们已经嫁出去了，娘家不是

自己的家”; 反过来，这也促进了出嫁女对婆家的归属，即“自己有自己的婆家，如果和婆婆住在一

起，那总回娘家肯定婆家不乐意”( 201706284XBD) 。可见回娘家禁忌是婆家娘家二家对已婚女性

进行界限划定并规范其亲疏往来的手段之一，这点亦体现出“任何全社会认可的程式都包含一种通

过象征巩固性情倾向的内在力量”( 布迪厄，2008: 509) 之事实。
其三，对习俗的遵从还与对无常力量的敬畏和对潜在矛盾的回避有关。不遵守回娘家禁忌被

认为会导致“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张青，2014) ，因而当问及是否相信禁忌所说时，出嫁女性表

示“毕竟有这样的说法，不出事还好，万一出了事，就说不清了”( 20170902WX) 。
通过导引有限的照料资源在娘家和婆家之间分配，坐月子禁忌维护了家庭中偏向男性的性别

格局，对父母意见的尊重也契合于孝顺长辈的代际秩序。同时，资源的流通伴随着关系的调控与观

念的形塑，回娘家禁忌的“畅行”反映出嫁女所持的娘家非家之惯习。于是得益于具有父权风格的

性情倾向和客观安排的“适配”，作为社会性地构成并传递的规则，坐月子禁忌的规训效应通过象征

系统与实际效果的共谋而实现。在父权制的大传统下，在因应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坐月子回娘家禁

忌有效地约束着女性群体并稳固了地方日常生活。
从家庭权力的角度看，②在青年时期的年长代女性顺从回娘家禁忌这一现象中，存有父母对女

儿、兄弟对姐妹、③习俗对个体这三组权力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合法性奠基于“通过源头缈不

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传统之权威( 韦伯，2005) ( 参见受访者表述

的第二点) ，其有效性系于根据别男女、序亲子等差异化机制而获得相应家庭资源之做法的正当( 参

见受访者表述的第一点) ，并且借助“消极的惩罚手段”即对发生不测的威胁，来加强其约束力( 参

见受访者表述的第三点) 。简言之，年长一代女性遭遇的家庭权力既在方向上具有单维性，又在内

容上具有强制性，保障了家庭秩序的继续。

三、可以回的娘家: 年轻女性的理性选择

( 一) 被解构的认同与实用性的妥协

引人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山西，仍然可以观察到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遵从行为———即使这

发生在( 被想象是) 更为现代的城市和更加理性的青年女性身上。但如今娘家父母有去其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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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及下文对禁忌的功能分析不等于因果考察，更不应在“可行”的“客观描述”和“必然”的“主观规定性”
之间划等号。

不同于下文分析的年轻代女性，年长代女性对不在娘家坐月子习俗采取了几乎理所应当的自然态度，如此

还能否认为她们受到了家庭权力的左右?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或许与对权力的刻板理解———强烈压抑个体意

志的阶序性的、不平等的关系———有关。本文响应福柯( Foucault，1989: 91 － 94) 的观点，将权力看作弥散的、积极

的、持续的、系统性的和互动的关系，其中的一方试图影响并改变另一方，从而实现自身的目的，在此框架中，服从坐

月子回娘家禁忌的年长女性显然是家庭权力的作用对象。
虽未收集到兄弟利用禁忌直接干预姐妹回娘家的案例，但上文年长女性表述的第一点缘由反映出发生在

兄弟姐妹之间的、指向已婚女性的潜在权力的作用( 有关潜在权力的分析详见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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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小家或婆家探望的自由，因此对这一规约更确切的表述应是: 就调查地所见，目前还存在

着对产妇在特定时间里的空间限制。然而禁忌是如何“落实”于年轻代女性的呢? 不妨先看几

个实例。

YT 的娘家与婆家同在一市，2017 年生育时丈夫在国外，她坐月子时住在自己家，娘家父母

是照顾小家母子的主力，公婆也会不时地去探望，月子期一结束，YT 就从小家搬到了娘家。
当询问是否认同若回娘家坐月子就会带来恶果的说法时，YT 轻松一笑，给出了否定的回

答:“我不信那些，就是因为这是习俗，有这么个讲究，老人们在意。我们同事一般也都在月子

时不回娘家，也都这样想。”她同时指出，“如果娘家条件比婆家条件好很多，比如娘家有空调、
婆家没有，冬天或者夏天都在娘家坐月子不受罪，这时候也就不强求我们不能回娘家了。”可见

今天回娘家禁忌的传统并非“铁板一块”，只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女性坐月子时依然被习俗

的惯性阻隔在娘家之外。
YT 的母亲表示，“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妈、我，到她，我们原来还是住在婆婆家呢，现在年轻

人住自己家就行了。”( 20170110YT ＆ 20181013ZXJ)

YT 提到的“老人们”指娘家父母，ZWT 服从禁忌的压力来自婆家长辈，这佐证并拓展了前文对

习俗利于婆家经营与儿媳联结的分析。
ZWT 的娘家在市区、婆家在郊区，尚没有属于夫妻二人自己的独居房屋。2017 年上半年，ZWT

产下一女，孩子满月前母女俩按习俗住在婆家，即使产后半月去市区的医院复检时，也没有回娘家

停留片刻。月子期后，经协商，ZWT 一家三口在婆娘二家交替居住: 周一到周五在娘家，周六日去

婆家。对于坐月子回娘家禁忌，ZWT 既感无奈，也有着自己的思量。

W( 指作者，下同) :“你遵守了这个习俗，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习俗说回娘家对娘家不好，

你认不认同、信不信这个?”
ZWT:“不信。遵守它就是为避免娘家婆家闹矛盾，比较迁就他家( 指婆家) 。”
W:“习俗是说回去对娘家不好。”
ZWT:“娘家 不 讲 究 这 些，父 母 也 不 信。不 回 娘 家 就 是 比 较 尊 重 他 家 ( 指 婆 家 ) 。”

( 20170901ZWT)

ZWT 的父母为什么对习俗不以为意呢? ZWT 的母亲表示，“现在都是一家一个孩子，她好就行。”
同时，父母愿意女儿在娘家而不去婆家的心思，还与他们对亲家的不满有关。ZWT 的婆婆有生意需经

营( 公婆已离婚) ，对儿媳和小孙女的照顾并不十分周全，缺少了长辈帮助，ZWT 在婆家的日子总是既

疲累又不快，据其母亲说，婆家“觉得娶了你就是我家的媳妇，就应该天天待在我家，他( 指女婿) 特别

大男子主义……她婆婆每天正点做好饭，不合口也不管，你爱吃不吃，也不会另做……孩子发烧了，他

家一家子没一个知道的，哪儿像在这儿( 指娘家) ，我们什么都能帮上”。( 20181020WJX)

婆家利用坐月子回娘家禁忌作为声明和巩固与后代联系的手段，凭此在权力等级中占据上风，

造成了两亲家之间的紧张。
YT 和 ZWT 的生活圈子与亲属网络都在山西，那些外出流动的女儿又如何看待这一习俗呢?

ＲHL 和丈夫在新疆工作，婆家与娘家同在山西，她生育前回到了家乡。

W:“你也遵守了不回娘家坐月子的这个习俗。”
ＲHL:“对，入乡随俗吧。没有必要你因为这些事情去跟大人争论啊、讨论啊，他不愿意你

回，你就依了他就行。”
W:“那其实这个习俗你在外地是不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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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HL:“嗯，我不讲究，包括我生了姑娘生了儿子，我以后也不会讲究。”
W:“到这一代就断了?”
ＲHL:“对对，因为你年轻人嘛。那些都是迷信，肯定都是一种迷信。”
W:“就是入乡随俗……”
ＲHL:“对，你能不去触碰他们信仰的一些东西，没有必要去惹老人不开心。还有我不管怎

么样，还是以和为贵，这个家庭能维持下去就维持下去。”( 20170625ＲHL)

入乡随俗的 ＲHL 在月子期后，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当然不时地，母女俩也会去婆家居住。
与上述几人相反，NY 打破了坐月子回娘家的禁忌。NY 与丈夫相识、工作、成家于重庆，丈夫河

南人。2017 年下半年 NY 怀孕，辞了职的她先独自返回娘家。次年五月中旬，NY 产下一女，她生育

前及月子期都住在娘家，丈夫同公婆曾在孩子出生后，来山西探望了几天。
出于何种考虑，NY 和她的娘家不再信守回娘家禁忌? 对 NY 而言，她“从来没把那当回事儿”;

至于其父母，乃因“就她一个姑娘，又没有别的兄弟。而且由我们照顾，习惯了，放心。”在 NY 的父

母看来，习俗虽在，但子代为独生女的身份消解了禁忌之威胁，对后代的关爱也促成了他们对坐月

子的女儿的接纳。( 20180628NY ＆ 20180628YCX)

从长辈的角度看，NY 和 ZWT 的父母都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表现得开放而包容，这一态度同娘

家对子代与孙代的牵挂有关，代际间的亲密在婆家之“不足”的衬托下愈发突出。相反，娘家婆家都

友好的 YT 的父母则无此顾虑，于是曾经“过来”的禁忌能够继续“过( 下) 去”。
禁忌的打破( 可能) 暗示了作为其根基的生活情势的新的例行化，包括一胎化政策等所带来的

下行的亲子轴在家庭关系中的突显、情感性因素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以及娘家共同体在亲属网络

中的活跃等现象。习俗可见的变化乃由更复杂、更长期、更基本、并相互连锁的改变所致，当坐月子

回娘家禁忌不再适应日常的需要甚至与之冲突时，难免会被修正甚至抛弃。
比较四位年轻女性，发现她们面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经历与表述的共性体现在同娘家之纽带

的凝聚力突出和对习俗原本信念的撤销两方面; 其差异则在于娘家婆家是同省还是异地，那些共享

小传统的娘家和婆家更可能选择支持而非背离禁忌，习俗的变通显示出了它的地方性、建构性与可

塑性。不仅如此，还有青年女性对烙有性别偏见的坐月子回娘家禁忌做出更强硬与彻底的决裂，当

笔者询问一些女性主义者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看法时，她们表示:

“住在婆家，婆家就不怕破财吗?”“最好是去月子中心，让你老公出钱。以前的坐月子只照顾

孩子，女性不是( 受) 照顾主体。女性产后抑郁的很大原因就是大家都看孩子不在乎产妇，老公和

婆家的态度就在这里面。”“就我这种比较不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以后如果结婚生孩子，想回娘家

就回娘家，过年也不回婆家的。”( 20180419WXQ、20180714LXＲ、20170218WYY，三人均未婚)

无疑，这些观点愈加深刻与激进地推动了对厌女习俗及其背后的性别主义的省思与颠覆。不

论实际结果是否呈现为服从，年轻的受访者都虚化了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内涵，转而强调长辈权力

的地位、家庭情感的意义和女性主体的自觉，她们将作为规则的禁忌看成实际的行动环境而予以
“实用主义的接纳”( 吉登斯，2015: 221) 。在传统习俗面前，那些年轻代女性的伪装顺从是对公开

文本肯定却又抵触的隐藏文本( hidden transcript) ( Scott，1992) 。选择不去回娘家的她们依托尊重

长辈和规避冲突以过好日子的积极态度，调和了形式的因袭与信念的传递、“礼仪手册”与“生活艺

术”( 布迪厄，2008: 500) 之间的紧张或错位。年轻一代女性对禁忌的妥协与失范一体两面: 如果将

父权制作为核心结构，则表面化地服从属于仪式主义( ritualism) ; 若以现代化或个体化作为核心结

构，这种顺从便成为接受目标却改换手段的创新行为( innovation) ( 默顿，2015: 272 － 273) 。多元的

理解根植于家庭权力的复杂内涵和动态运行，亦显现出青年女性矛盾的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
( 米德，2012: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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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家庭权力的理性协调

受家庭生活的情感转向和家际互动的双系转向之影响，当今女性多会与娘家缔结普遍而显然

的亲密关系( 王跃生，2010) ，有违于此的坐月子回娘家禁忌需要家庭权力之干预作为保障。一方

面，青年女性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预设的拒斥并不难解释: 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无“礼”维护的
“俗”被剥夺掉超验而神圣的价值旨归( 张士闪，2016) ，没有父权制这一“程式真理”背书、也没有嫁

娶相对和娘婆相立的生活空间区隔支撑的坐月子回娘家禁忌便“失去了它的集体框架”( 吉登斯，

1998) ，年轻女性对禁忌说辞的否定折射出青年一代的自我文化( self-culture) 。另一方面，习俗规范

性的式微不代表它在现实中的无效，当解构却遵守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规定时，青年女性将习俗的

功能转译为“家和”与“尊重”等新的编码，体现出理性①选择的行动取向。对此“理性”的蕴含，可

通过两个维度的家庭权力集束来认识，简单地说，家庭生活中不同的“位置化主体”( positioned
subject) 分别获取到禀赋各异的权力资源，围绕坐月子回娘家禁忌上演了一场“同归”却“殊途”的

权力博弈。
从( 代际) 关系看: 青年女性对长辈意愿的尊重源于年龄等级和辈分秩序给予父母身份的权力，

即 YT 所说的在意习俗的“老人们”。② 然而，亲属系统中称谓体系和态度体系的意义随时代流转，

虽然父母身份多少含有期待服从的权威，传统的式微却使长辈权力难以自然地、无条件地确保意愿

之贯彻，③这当中，交换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青年女性对长辈的顺从与交换与因依赖而让渡的个

人权力有关，如 ZWT 认为的“有些带孩子的事情就是要靠老人”。青年女性出月子后与娘家联系的

常态化意味着对娘家资源的功能性需要，因而她们通过服从来维持代际取予的公平逻辑 ( 布劳，

2008) ，使长辈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信念从可能走向可行。
从( 女性) 自我看: 规避冲突的潜在权力( latent power) 是诱使青年女性遵从坐月子回娘家禁忌

的重要原因，即 ＲHL 所说的“以和为贵”。潜在权力被认为在当事人没有报告变化或冲突时起作

用，它于无声处见有声，借助对家庭和睦的期许，通过某一家庭成员的被压抑与自我压抑得到实现
( Komter，1989) 。女性因其生理的和社会的性别之属性而被期待承担更多的整合家庭的情感劳

动，面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僵硬，年轻的出嫁女发展出“求安稳以利家和”的策略，服膺于定式化

的家本位诉求和性别化逻辑具有的潜在权力。而青年女性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自觉认知和自主

谋划，彰显出作为主体的反身性的权力。④ 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境中‘正在上演角色’的能动者的

反思性监控”( 吉登斯，1998: 39) 的作用下，即使那些只采取有限的、隐晦的、低成本的对抗方式的

年轻代女性，也可通过掏空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原初想象而赋权于自我，这一“面从心不从”的技巧

表明“在象征的和仪式的顺从背后也存在着无数的意识形态反抗的行动”( 斯科特，2007: 369) 。
家庭权力既是相对独立的家庭现象，也影响着家庭情感、家庭伦理与家庭利益等的实现。在坐

月子回娘家禁忌得以满足所蕴藏的家庭权力丛簇中，长辈权力、交换权力同潜在权力彼此配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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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理性”指有意识地对可能后果进行尽量全面的权衡。
独生子女政策等带来子女数目的减少，同时提高了父母对后代的重视程度，使感情要素在代际关系中的地

位上升，因而青年女性提到的尊重长辈不仅是对家庭权力在年龄和辈分维度上的分布具有代际差异的确证，也是对

亲子情感的表达。
历时性地看，父系权威曾依赖父子同一的关系和大家庭的理想而实现，其中本就蕴含跨世代的“受制于祖

先权威”的“同一”特质，加之互动中“父子相互所有”的平衡，以及同宅分家等利于子代的安全阀式的习俗 ( 许烺

光，2001: 51、212 － 213、224) ，都“柔化”了长辈拥有的家庭权力的绝对性，但从经验来看，传统的父子间权力与今日

的亲子间权力，无论在可行还是可欲层面，都不具可比性( 王跃生，2013) ，二者的距离可参照权威性孝道向相互性

孝道的转变( 叶光辉，2009) 。此外，这也符合现代化使“传统权威的形式仅仅成为其他权威中的某些权威”一事实

( 吉登斯，1998) 。
这并不是说女性的主体权力于今方有。其实，无论农耕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主中馈”的女性在操持家务、

养育儿女方面的职能性付出和情感性投入，便赋予了她们获得家庭权力的可能( Parsons，1943; 聂元龙，2012: 219) ，

但变化是显然的，现代青年女性对主体性的自觉，极大地推动了其对家庭权力的敏感和对平等地位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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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权力则对它们进行了部分抵消，显示出权力兼容依赖和自主的双向性特征( 吉登斯，2015: 6) 。不

过，上述家庭权力的四种成分在情境中并非会必然、全部、同时地出现。① 而权力“在各种不平等与

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 福柯，1989: 92 ) ，家庭权力之合力背后“非共时因素的同时存

在”( simultaneity of the non-simultaneous) ( 布尔迪厄，2002: 75) ，体现了家庭作为“传统和现代性之

间斗争的场所”之定位( 郑曦原、李方惠，2002) 。至于这一与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相关的家庭权力复

调，能否成为考察代际互动或家际往来的一般化模型，则留待日后的观察。
综上所述，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沿袭与嬗变是娘家、青年女性和婆家等主体联合行动的产物。

在自我意识不断蓬勃的现代，传统伦理难以整合起所有家庭成员的利益，家庭权力遂面临更多的冲

突可能及协商空间。年长与年轻两代女性在青年时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认识和行动，喻示着父

权家庭的危机( 卡斯特，2006: 198) ，展示了有意识主体与结构性限制在以家庭为平台的群体动力学

中的彼此改造、相互成就，亦反映出青年女性角色从附庸到自主的趋势———即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
“顺手牵羊”式的( 王金玲，1997) 、不完全的。

四、总结与讨论

上文清晰展现出坐月子回娘家禁忌在沿袭的同时发生了嬗变的事实。对年长女性来说，禁忌

所映射的家庭权力具有自上而下的单维性与强制性，对年轻女性则不然，她们游走于理性选择和性

别规训的张力之间，徘徊在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的砥梧之中。
霍尔罗伊德等( Holroyd，et al.，2005) 将女性遵守坐月子习俗的现象解释为对家人期望的顺应

和对家庭关系的维持，不同于这一情感或伦理层面的理解，本文从家庭权力的角度拓展了分析。此

外，翁玲玲( 2004) 视坐月子仪式为通过仪式，强调传统社会中婆婆而非儿媳的操控反映出双方权力

之强弱，本文的发现则与之构成时间的延续( 从传统到现代) 和视角的转换( 从关注象征性到强调

实践性) 。年长和年轻两代女性在青年时期有关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经验，揭示出日常生活中家庭

权力的运作轨迹与实践逻辑，也提供了理解女性家庭生活、检视女性家庭地位的线索，她们在情境

与需求的互动中，建构着自己作为女儿、儿媳妇、母亲等多重家庭身份，其间不乏矛盾的体验。
坐月子回娘家禁忌发生在亲属关系中，亲属纽带依恃于“只有变得不可辨识，才会被人接受”的

权力关系( 布迪厄，2003: 201) ，可见家庭权力不仅存在，而且运作隐蔽且深刻，它是由基础、过程和

结果循环构成的三位一体( 埃什尔曼，1991: 446) ，其展开嵌入在家庭生活之中。从自然认可到不以

为是，两代女性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不同反应受到了重要、复杂而微妙的家庭权力的型塑。“家”
的浪漫化迷思不应遮蔽对家庭权力的还原( 但并非化约) ，家庭权力以对对方的影响为表现，见之于

实践，是社会规制、群体生态与个体意志互构、角力、协商、磨合的产物。追索女性行动者的生活史

片段发现，禁忌的实践生发于权力的既定性( giveness) 和可能性( possibility) 、主体的他者性和自为

性的交互作用，但无论今昔，大多数已婚女性服从禁忌的后果都显示出遵守而不是违背规则的有利

可图( 布迪厄，2008: 510) ，②可见家庭权力的运作离不开实践提供的条件与“利益”。
“年龄群体”经历的异质性有其结构性成因。不同世代女性在青年阶段身居不同的情境，依据

相异的逻辑，使坐月子回娘家禁忌于沿袭中嬗变，演绎出异曲同工的遵从或截然相反的回应。家庭

仪式根植于特定的家庭制度与家庭伦理( 可感知、能观察的家庭权力是对它们的反映) ，坐月子回娘

家禁忌从礼俗到习俗再到遗迹的演变，关联着女性和娘家之地位的上升，娘家的“走向前台”重塑着

亲属结群的模式，年轻女性的“高调”改变了家庭互动的规范，转型中的家庭权力越来越成为自我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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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对娘家反感但婆家支持禁忌的 ZWT 而言，她更多地受制于长辈权力和潜在权力，自身亦不乏主体权力，

交换权力则较不明显; 再如对成功回到娘家的 NY 而言，虽显见主体权力而潜在权力遁形，但并不表明她没有受到

代际间权力的影响，恰恰相反，在独特的机缘中，是父母的同意而不是女儿的意志更具决定性。
这并不否认反例的存在，现实的“奖励”只是行动者之所以如此行事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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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生活政治的表达。现代化对父权制度的瓦解、去集体化时代改革的深入、福利提供方面国家退

出和市场服务高企所共同导致的再家庭化、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及相伴随的亲属纽带双系化乃至女

系化，混合着儒家传统的留存与风险社会的渗入，织就了家庭关系个人化、家庭形式多元化( 卡斯

特，2006: 293) 的图谱，编撰出今天青年女性的家庭故事。两代女性有关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态度

和行动的代际复制与差异，反映出不同社会主题与制度环境对家庭权力之结构与动态的型塑，表明

习俗之存废并非历时的迭代而是实践的策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未能获取身为女性配偶的男性对坐月子回娘家禁忌的看法，特定的地

区和对象选择也可能局限了结论的推广，对于家庭权力研究如何与经典的权力分析展开更多更有

效的对话的思考尚不充分，这些有待更多的发现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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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and time span between two adjacent events on marriage and reproduction.
Meanwhile，we also further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unmarried pregnancy. The study i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mobilit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birth cohor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 traditional process of marriage and
reproduction namely“marrying first，cohabiting latter，and becoming pregnant and reproductive finally”
is facing challenge; unmarried cohabitation and unmarried pregnancy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among rural residents who may migrate before getting married
and the group of“post-80s”.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could postpone first marriage age，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unmarried pregnancy. Th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marriage and reproduction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may bring challenges for women's health and infan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Life Course Process of Marriage and Ｒeproduction Marriage and Ｒeproduction Events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Premarital Pregnancy

The Study on Influencing Mechanism for Premarital Pregnancy among Floating Female Youth
Xu Peng ＆ Shi Yu( 72)………………………………………………………………………………

Abstract: Based on 2017 survey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in Hubei Province，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loating female youth's premarital
pregnancyphenomen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Us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for reference，we put forward two social mechanisms including marriage match and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to explain possibl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premarital pregnancy behavior among floating female
yout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ogit embedded model，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education match
and age match in marriage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incidence of premarital pregnancy，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loating female youth's decision-making in sex behavior is restricted by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e of gender role in marriage market. Meanwhile， the two pathways to
socializationincluding education and premarital mobil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premarital
pregnancy，but premarital mobility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women with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However，for the women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this influence is relatively limited. After using
sheaf coefficients to compare marriage match withlatent variable of socialization，we find that the
individuals'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could influence premarital pregnancy behavior to a greater extent.
Keywords: Floating Female Youth Premarital Pregnancy Marriage Match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Women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Power Liu Jie( 83)………………………………………………

Abstract: Family power is a clue to understand family life. Inspired bythe practice theor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garding confinement taboo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women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operation mode and internal mechanism in family power. We comparethe experience and explanation
regarding the custom ofnot coming back to parents' home during confinement between older women and
younger women，and findthat relatively the older women would passively conform totaboo with patriarchal
character; while the younger women would appeal to reality and justifythe superficial compromise of
taboo. The findings show evolution process in family power，namelyfrom one dimension to multi
dimensions，from coercion to acceptance of more flexibility. Meanwhile we could also fi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ltiplicity in contemporary young women's family life，which is influenced bythe
structural change.
Keywords: Family Power Practice Women A Married Woman's Parents' Home 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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