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务劳动与男性气质的建构

———基于六省市城乡居民的定性调查

马冬玲

摘 要： 以六省市城乡居民的定性调查为例，讨论男性做家务与男性气质建构的关系。 研究发现，男

性通过将自己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体能化、技能化、知识化，将做家务的能力建构为个人能力的一部分，
塑造全能的男性形象；同时通过做家务回应社会和家庭对男性作为父亲、丈夫与家庭成员角色的新要

求，塑造负责任的家庭成员形象。 从个体能力和家庭角色两个角度，男性做家务可以被整合进其性别

气质，是更新了的男性气质的组成部分。 由于多元化的社会赋予了男性更多选择空间，同时可满足男

性的自身利益与情感需求，男性气质虽然会延续，但其内涵是可协商、可再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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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性别政治”实现

的载体[1]，其在两性之间持续的不平等分配被看

成父权制在家庭领域的表现。 [2][3] 甚至认为，“如

果父权制被看作是男人统治女人的一系列社会

关系，那么父权制要适应妇女在就业市场上新建

立的独立性的方式之一，就是保证父权制关系在

家庭中的继续存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

为，妇女受压迫和承担家务劳动是根植于父权制

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中的。 [4] 国内学者也多认

为这是性别不平等在家庭中的体现。 [5][6][7] 因此，

男性参与家务劳动被看作是性别关系、家庭关系

走向民主与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日益成为性别

研究、家庭研究理论关注的重点，也成为社会政

策的一个重要取向。
实际上，尽管当前中国城乡家庭中的家务劳

动主要由妻子承担[7][8]364[9]，但是“两性分担家务劳

动”的观念和行动已出现。[1] 越来越多的男性认同

对家务劳动自己也有责任，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也

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例

如，2005 年对上海市抽样调查的分析发现，男性

也开始重视家庭，并改变对妻子和家务劳动的看

法，在影响公平观上，家庭内部因素的重要性上

升。 [5] 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

示，8 成以上的男性认同“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

务劳动”的说法[8]361，2010 年男女从事家务劳动时

间的差距比起 2000 年已有大幅减少（2000 年男性

比女性少做 105．1 分钟家务，2010 年则只少做 61．8
分钟）。[10] 这也表现出，在当代中国，家务劳动分工

中呈现层次丰富的生活实验状态，不同家庭中的两

性根据自身的情境和条件做出不同的选择。[1]

男性更多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为 什么会

出现？他们如何理解家务劳动？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家务劳动变迁背后因素

的考察，也有助于相关议题中政策与宣传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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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并有利于建设更加平等、和谐的新型家

庭关系。

二、文献综述

对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解释主要有时间约束

理论（time constraint theory）、相对资源理论（rela-

tive resource theory） 和性别角色理论 （gender role

theory） 或性别观念理论 （gender ideology theory），

国内不少学者运用定量数据对这些理论进行了

验证。
其中，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所具有的

性别意涵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并嵌入文化结构

之中的[11]，性别角色观念 / 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

分工具有重要影响。 [7][9][12] 一般研究认为，这种影

响的方向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务劳动性别

分工模式作为历史沉淀下的一整套稳定而有力

的性别规范体系，依然在广泛地指导人们的“家

庭生活和社会生产”。 [13] 国外一些实证研究支持

这一观点，认为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男性承

担的家务劳动更少[14]，而具有平等性别观念的男

性和女性会更平等地担负家务。 [15][16] 在国内，不

少实证研究发现，性别观念是影响家务劳动分工

的重要因素。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数据的研究表明，平等的、现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会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9][17] 另外，对上

海城乡 892 对夫妻的定量研究发现，男性对父职

身份和意义的积极认同、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态

度、育儿技能和回报对促进父职参与有正向意

义。[18]反过来，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

的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

其家务劳动，表明传统性别观念在持续发挥作

用。 [19]

性别角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性别气

质。心理学家认为，男性气质是和女性气质相对

或平行的、具有一定可塑性的人格特质，是个体

内化了的、关于男性应展现出的、符合男性气质

意识形态的构念 （construct），维系着自我概念和

行为的一致性。[20] 同时，男性气质作为“与男人的

外表或行为相关的武断 / 专制的品性”，其范围因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阶级

和种族群体而不同。但是，男性气质的要求将男

人建构成有理智、有逻辑、追求真理、强壮有力并

具有“当然”权威的人。在此过程中，男性气质也

塑造了社会对男性的要求：“男人应该是女人和

孩子的保护人，男人应该负责养家糊口并且是户

主。”[21] 性别气质代表着区分：“男性气质和女性

气质在任何地方都是截然不同的。”并且男性气

质是支配性的，高于女性气质。“这些差异导致了

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规范其实是一种等级

制度模式，男性凭借着这种等级制度对女性进行

压迫”。 [22] 研究发现，家务劳动是通过“性别表

演”的方式来展示性别身份[23]、中和性别偏离[24][25]

的一种实践，男性不参与家务劳动是其性别身份

的一部分，那些挣得少的或是失业男性有时也通

过减少家务劳动以维持男性尊严和彰显男性气

质。 [25][26]

在中国，早在 1996 年，周怡就将做家务与性

别意识形态（包括男性气质）联系起来，指出在男

性的家务参与方面，“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起障

碍作用”。 [27] 邬文娟提出，应引入男性气质视角，

以有利于更进一步探讨家庭研究中诸如家务分

工的性别差异等等的推进，有利于推动夫妻平等

实践的深入发展。 [28] 高丽君、郑涌用贝姆性别角

色量表（BSRI）及自编家务分工调查表对 279 对

已婚夫妇的调查发现，男性的男性气质得分与家

务贡献率负相关，男性的女性气质得分与家务贡

献率正相关。 [29]

已有研究为探讨影响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性

别角色观念 / 性别意识形态这一文化因素做出了

积极的尝试。然而，将男性气质与不做或者少做

家务联系在一起，认为“越具有男性性别气质，越

可能不做或者少做家务”，这一结论存在将男性

看成铁板一块，将男性气质看成单一的、不变的

和支配性的局限，同时对那些驱动男性做家务的

文化、制度与个体因素关注不够。由于定量研究

多为面板数据，难以进行因果分析，可能存在价

值观和理念先行造成的论证逻辑上的同义反复

的危险。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家务劳动和性别气

质之间的关系，考察究竟什么样的性别角色观念

或者性别意识形态会影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

和男性参与。因此，需要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家务

劳动性别意涵的理解进行深入探讨。毕竟，男性

气质的形成依赖于性别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文

化认同 [20]，男性自身对家务劳动本身的理解是塑

造其家务劳动参与行为的内在动力。为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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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男女平等价值观的

理论探讨与相关研究”2015 年在全国 6 个省市所

做的定性调查资料①，以男性受访者为主，分析他

们为什么做家务、怎么看待家务劳动，从而分析

家务劳动与性别身份如男性气质之间的关联。
文中所指的家务劳动采用杜吉平的宽泛定

义，即“凡有助于维系一个家庭的生存与发展的

一切活动”。 [30] 具体来说，家务劳动不仅包括洗

衣、做饭、收拾屋子、抚育儿童、赡养老人等体力

劳动，还包括教育儿童、感情交流活动、人际关系

交流、心理情绪调适以及娱乐活动等一系列脑力

劳动和精神活动。

三、家务劳动与个体能力的建构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从事的家务劳动数量和

类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15]女性大多从事“女人

的活”（如做饭、洗衣与收拾房间），男性多干“男

性的活”（如整理院子、维修等），男性大约干了

70%的男性家务活，女性干了 75%的女性家务活。
[31]男人做家务时倾向于选择一些比较舒适、有创

造性的家务，如烹饪。[32]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显示出类似的家务类型分配：男性在家庭日常

维修、买煤、换煤气、砍柴等家务劳动中相对承担

较多，而做饭、洗碗、洗衣等日常家务劳动更多是

由女性承担；此外，城乡分别仅有 2．6%、3．2%的男

性是照料孩子生活的主要承担者，3．2%和 4．9%的

男性是照料老人的主要承担者。[8]366 2011 年的一项

调查表明，母亲花在接送孩子的时间和对孩子的教

育辅导上显著多于父亲。[33]

本调查还发现，男性愿意承担的家庭事务在

种类上存在性别意涵，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相对

更多地承担频率较少的重体力活和脏活等“重型

家务”；二是更愿意承担做饭工作；三是子女照顾

和教育。那么，男性是如何看待自己所承担的家

务劳动，并在做家务与自己的性别气质之间进行

协商的呢？

（一）家务劳动的体能化：重活、脏活与大活

儿

访谈表明，男性相对更多地承担重体力活和

脏活，或者说，将自己承担的工作定义为更具有

体力劳动意涵的活。
男性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家庭中“男的做的重

活多一点”。有的男性表示：“当然最重（的活）是我

做，其他都是谁有空谁做。”“东西很多，要搬来搬

去。”“比较体力重一点的消耗大一点的，挪洗衣机

呀，要洗大件的衣服、被子什么的呀，那些都是我，

像搓地呀、擦地呀什么的都是我。”相比之下，妻子

干轻活多一些，“细致的一些东西，洗洗涮涮啊、擦
擦啊、抹抹的这些东西，他干得少一些”。

有的表示男性干脏活更多。“男士墩地啊，就

是可能体力方面比女性更好一点儿，搬个桶啦什

么的，刷个马桶。马桶堵了下水道里，女的爱干

净，反正我们男的相对好点儿。”还有的男性表示

自己干的是“大活儿”：“基本上这些大的卫生都

是我搞，平常那些小的卫生就是她搞。”一位女性

受访者认为，自己配偶想的是“他就干大活儿”。
相对于女性从事的洗洗刷刷之类的家务劳

动，男性受访者对自己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用

“重活”“体力重”“消耗大”“大件”“大活儿”等加

以描述，强调这些劳动中蕴含着的不可替代的体

力要求，展示了这些劳动的重要性（虽然发生频

率比女性所从事的日常劳动低得多）。在传统的

男性气质建构中，强壮有力、不怕脏累是其中重

要的一个内容。即便在母权制社会，“男子的体

力、搏斗时的优势以及争强好胜的倾向，也使他

们拥有优越的地位和控制力”。[34] 因此，承担脏重

累活，在文化中不会损害男性气质，反而有助于

男性气质的形成。
（二）家务劳动的技能化：文武双全的男人

贝克（G．S．Becker）认为，家庭里男女性别的劳

动分工部分地归因于专门化投资得来的效益。[35]25

在他的“家庭生产”模型下，男人和妇女被假设为

具有共同的实用功能，夫妻双方专门从事不同类

型的活动，并互相交换他们的专业技能，以实现

共同利益。 [4]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分工不同，无

论是男性赚钱养家的能力，还是女性在家庭里持

① 课题组于 2015 年 1—7 月间对东（上海市）、西（陕西省）、南（广东省）、北（黑龙江省）、中（湖北省）、京（北京市）共 6 个地

区的城乡居民进行了座谈与个案访谈。 共计座谈、访谈了 127 名城乡居民，基本上男女各半，城镇与农村居民各半，年龄包括老

中青，家庭经济状况各异，农村居民考虑了是否有外出流动经历，城镇居民考虑了就业状况等。 此外，还在上述广东之外的五省

市召开了决策者座谈会和进行了个案访谈，共计有 26 名决策者接受访谈。 基本上男女各半、年龄包括老中青、工作领域各异，

合计 151 人。 访谈资料全部录音并逐字整理为近 100 万字的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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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事的能力，都被看成在社会文化中存在一定

价值的技能。调查中，不少受访者提到，在家务劳

动方面，“能者多劳，谁能力大，谁就多干”。这表

明，家务劳动的能力确实被认可为一种技能。不

少人认为，男性也有这种技能，或通过后天可以

学习掌握，甚至比女性掌握得更好。
家务是值得男性掌握的技能。例如，陕西一位

68 岁的城镇男性认为：“男同志还是多学学做饭，

这玩意好处大了。第一个你自己能吃到你自己做

的可口的饭，第二个有你表现的机会，接待好朋

友你都可以露一手。”
家务是男性可以掌握的技能。访谈中，有的男

性因自幼丧母、无姐妹，只能自力更生，有的因为

用人单位提供过烹饪培训，有的因为妻子不会煮

饭，学会了做饭。很多女性受访者也表示，男性是

可以掌握家务技能的，包括洗衣、做饭、缝衣服、
买菜、打扫卫生等，并且可以“干得挺好的”。
家务是男性可以掌握得比女性更好的技能。不少

男性认为，妻子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做饭的技能不

如自己。例如，有的认为：“还是男人做饭好吃一

些，比如说饭店里一些厨师啊什么的，一般都是

男的。”尽管家庭中做饭的主力主要是女性，且一

般多是家常菜，但在这些男性受访者看来，当厨

艺作为技能时，男性不仅可以掌握，而且能比妻

子更好地掌握。因为男性有必要、有能力掌握这

些技能，社会也认可这些劳动技能，所以他们在

做这些家务时，是有成就感的。女人能干的，男人

也能干，并且干得更好。如果男性在掌握自己的

技能、完成自己的责任（赚钱养家）之余，还能掌

握属于女性的技能，应看作加分项 （技多不压

身），而非对男性气质的损害。他们愿意被评价为

“文武双全”。
（三）家务劳动的知识化：管家之人与有才之

人

家务劳动被称为家政学，其中既包含体力劳

动，又包含脑力劳动。因此，一些男性在定义自己

承担的家务劳动时，也会较多地强调家务劳动的

知识含量。
一是强调家务劳动中对从事者管理、统筹能

力的知识要求。调查中，陕西某 35 岁城镇男性用

了较长时间，列举了自己承担的几类家庭事务，

如安排看望老人，负责外部交往协调，管理家庭

每年的工作安排和预算，照顾女儿并安排其生活

和学习等事务。他还特意提到，过年时回农村走

亲戚，大家族因为日常安排发生争议，他女儿发

话了：“听我爸的，我爸是领导。”“所以我就把它

规划得很细。”他使用的“安排”“协调”“规划”等

词语显示，在他看来，家庭事务是需要管理知识

的事情。
二是强调家务劳动中自己的知识优势。越来

越多的男性受访者特别是城镇男性，接受了自己

在子女成长和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观点，也

相对更愿意承担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工作。但

是在子女教育方面，他们更愿意承担学习教育而

非日常照顾责任。有的男性认为，自己学历更高，

或者在辅导孩子、培养孩子方面更有优势。例如，

湖北省一位 47 岁的男性指出，家中孩子的作业

方面，“我管得多一点，因为我爱人的学历不怎么

高，初中、高中以后她管不了”。
可以说，男性通过将自己承担的家务劳动体

能化、技能化、知识化，从而使之成为能力的组成

部分，规避了做家务对自己男性气质的损害。家

务劳动之所以能够成为能力的一部分，可能与家

务劳动的社会可见度、社会价值显性化有关。同

时现代社会对人的能力要求也发生了一定转变，

更偏向于全能的人的标准，不仅要求女性里外一

把手，还要求男性也变成多面手。

四、做家务与家庭中的角色扮演

性别气质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看法紧密相

连。周怡认为：“在履行家庭义务方面，假如社会

普遍相信一个男子做家务、带孩子会有失男子气

概的话，那么，他尽管会因出于对妻子的体贴、出

于道义情理，内心里真正愿意帮助妻子做些家

务，但他仍可能只说不干或者仅仅是私下里做这

些事情。”[27] 这个判断发生在 20 年前。随着时代

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人们对“男子气概”的界定

与反应也发生了变化。2017 年关于受众对电视文

本的男性气质读解的研究发现，尽管主导—霸权

式解码和协商式解码也存在，对于电视文本中不

符合时代语境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受众主要采取

了对抗式解码的方式。 [36] 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

尽管不少男性依然不愿意干家务，认为家庭事务

麻烦，但是拒绝做家务可能遭到“不负责任”“不

够男人”的攻击。作为回应，男性在扮演父亲与丈

夫等家庭角色时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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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父亲角色与亲子关系建立

“父亲角色是体现男性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同时也是传递男性气质的结构性因素。”[37] 如

果说传统性别角色中，父亲往往是威严、权威的

象征（所谓慈母严父），较少参与到子女的日常照

顾、养育活动之中，那么在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社会工作中、男性也追求私领域的亲密关系以

及教养要求日益提高需要家庭分工合作的社会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男性日渐重视陪伴、亲历孩

子的成长过程，积极承担子女陪伴、照顾，特别是

教育方面的相关家务，“有的甚至比母亲更为投

入和成效卓著”。[38]

参与子女抚育是新型父亲角色的要求。与传

统文化中片面强调母亲在孩子发展中的不可替

代性不同，在通过网络等媒体传播的科学育儿知

识中，父亲的独特作用日益得到强调。国外有关

儿童发展的研究发现，父亲对儿童的发展具有与

母亲同等重要甚至超过母亲的影响作用。[39] 有人

甚至认为：“母亲不可避免地有某些个性弱点，如

软弱、胆小，而父亲具有坚强意志力等男性特征，

父爱可以使人变得刚强、坚毅，给孩子以更大的

生命激情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父亲的角色是

无法替代的。”[33] 在访谈中，很多男性认同父亲参

与对子女成长必要性与独特性的观点。例如，陕

西一位年长男性认为：“为什么说‘子不教父之

过’，所以这个男人，这个当父亲的还有个潜移默

化的过程。……这个是你很大的一个责任。”另一

位年轻的父亲认为：“0—3 岁的这个阶段，孩子对

父爱、母爱都是缺一不可的。……孩子小的时候，

不管是母亲的教育，还是父亲的教育都很重要，

同等重要。”因此，父亲们愿意积极地参与到孩子

的养育活动（包括照顾、陪伴与教育）中去，以保

证孩子“在童年的阶段能享受到他的父爱”，甚至

对于给孩子沏奶、洗衣服等传统上认为属于女性

的家务劳动也能坦然承担。同时，“密集育儿”“母

职经纪人”不仅仅对女性提出了挑战，也要求父

亲们投入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来共同实现对子女

的教育目标。
对男性来说，在育儿中的积极投入除了来自

对孩子的责任感，对自己亦有着情感上的回报。
上海某中年男性颇为自得地说：“我女儿就是跟

我亲。因为我就是觉得，双休日、闲暇日带着孩子

能够去公园玩玩，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母亲做的。”
男性参与育儿相关家庭事务的积极性与外界

影响密不可分。包括媒体在内的知识权威对父亲

角色进行了引导，流行影视剧、综艺节目等宣扬

亲密育儿，塑造暖心爸爸，批判缺席父亲，甚至在

早教机构中父亲们也会被规训：“老师都是非常

强调说爸爸一定要多陪陪孩子，尽可能陪孩子。”
日常观察到的同性榜样也形成了压力，也为男性

的抚育参与打开了社会空间。不少男性在生活中

发现：“现在这个孩子，男的管孩子还比较多。”
“我自己所见的啊，上海的爸爸带孩子的很多很

多。”“现在我们身边儿同学像我们这样的，哄孩

子做饭的，多的是男的。”家庭中的女性推动更是

不容忽视，她们会向家人强调男性在子女照顾方

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有的则告诉丈夫：“这个孩

子也有你一半的基因，你要去负责他。”
可以说，在社会和家庭内部对父亲角色的要

求发生转变的情况下，男性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参

与家务劳动、自己在场对于承担父亲角色、建立

亲密关系的必要性，并开始积极加入其中。
（二）现代丈夫角色与夫妻关系建设

除了想当一个新型的合格父亲，现代社会中，

男性也有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心疼妻子的丈夫的道

德压力。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少男性特别是年长的

农村男性认为女性主内是天经地义的事。有的是在

女性提出要求后才做家务，“就是说你支使他，你说

干他就干，都不是主动的。”但是，年轻一代，特别是

城镇受过教育的男性却有着明显的改变，以至于不

少女性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男孩“特别会照顾家，会

照顾媳妇，真的现在有这种孩子”。家庭中的“甩手

掌柜”被塑造成负面形象，做家务不再是“怕老婆”
的标志，而成为“尊重老婆”的表现。

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女性大

规模参与社会劳动，亦成为养家者。目前，我国超

过 70%的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建设 [40]29，她们的收入

也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在市场

化过程中，原先主要由妇女无酬承担的隐形家务

劳动变得可见了，价值可量化了，男性也更加明

确地认识到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与贡献，而他

们自己的收入未见得能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免除

家务劳动责任。既然男性不能承受配偶不工作的

风险与负担，他们也就难以拒绝分担家务劳动的

义务与责任。他们也认识到女性承担双重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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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认为配偶承担的持家责任确实更多、更重，

“操心”“相夫教子，家里主要都靠她……”“家里

头是女的在这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实际上还

是女同志付出得多。”“女同志说实在的比男的辛

苦。”为此，承担部分家务劳动成为夫妻间的一种

道义，他们要帮配偶做家务，“作为我们男同志来

讲，尽量减轻她的负担”。
同时，不少愿意承担持家责任的男性认为，夫

妻之间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

情感的培养和家庭的团结。对他们来说，一起做

家务“是一种夫妻情感的一种培养和催化”。“很

有利于家庭和睦和团结的事情，很有意思。”“这

样家庭才能其乐融融，互相不能说你抱怨我、我

抱怨你了。”
日常生活中，一些男性对于家务从不做到做、

从少做到多做的改变，主要来自妻子“抱怨”的直

接推动。除了消极的指责，一些妻子的策略更为

积极，会有意识地对家务劳动进行分工。上海一

位 37 岁的女性，在家庭建立之初承担家务较多，后

来发现丈夫不做家务了，认为妻子做理所当然。为

了纠正这种现象，她对家务进行了重新分配：“我

说倒垃圾以后都是你的问题，楼上楼下，都不是

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通过明确丈夫的家务劳

动范围，使得丈夫意识到，这样的家务劳动安排

中自己还是仅占了小部分。大夫对妻子的心疼与

照顾，使其难以拒绝妻子的家务安排。
可以说，当男人需要女人分担养家责任的时

候，他们就有了分担持家责任的义务。同时，夫妻关

系的维系也需要通过男人进到家务中来实现。
（三）成员角色与家庭建设

家务即家庭事务，归根结底，是家庭建设的重

要内容。做不做家务、做什么家务、怎样理解家

务，是与个体对家庭的理解息息相关的。社会的

要求、女性的策略之所以能够得到男性的认可与

接受，归根到底取决于男性作为家庭成员，对家

庭属于大家、家务属于大家的一种共同感的认可

与接受。
共同的家庭需要共同的参与。例如，陕西 31

岁的城镇男性认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干家

务活都是互相的，并不是说有一个人做得好就得

多做，我觉得干家务是两个人一起，然后我可能

觉得干家务活两个人一起做，你要在这个上面可

以，你就做，然后我在这个上面，都不牵扯什么谁

多做，谁少做，重要的是两个人一起参与。我觉得

家庭就在于参与，因为只有两个人共同参与才能

成为家。”
对于年长的男性来说，当其社会人的身份消

失之后，家庭成为其最后的情感堡垒，价值尤为

凸显。不少男性原先认为，妻子在家里操劳家务

“是你应该做的”。但随着年岁见长，因家庭事务

参与少带来的家庭地位的边缘性、与家人的疏离

感、亲情缺失使其悔不当初，他们对家庭、对家务

意义的体悟也发生了改变。例如，陕西一位 68 岁

的城镇男性年轻时经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

三个孩子都靠妻子带大，老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因

为付出少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深觉遗憾。他

反思道：“我感觉男人赚钱，女人管家。这个男人

赚钱不一定就能养家，这也是一个辩证地看这个

事情。你有钱了不一定把这个家养活了，没有女

人在家里头，衣食住行，家里面的所有吃喝拉撒

把你的后代细心的照料，一年一年的拉扯大，你

那些钱也是没有用的，钱多了并不是好事。难道

说这个，你是拿钱能买来的，你去雇个保姆，她不

会这样照顾你的。”在他看来，商品化的家政劳动

与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的情感意涵不同，后者的价

值是不可替代的。这些反思给他带来行为上的改

变，并开始研究打家具、做饭、打扫卫生等。
如果说年长男性的家庭感来自对过往生活经

历的反思，年轻男性更可能在与家人的日常互动

中被推动、被影响。一些年轻妻子会有意识地将

家务劳动与家庭意识结合起来。例如，上海某城

镇 家 庭 39 岁 的 女 主 人 为 了 让 丈 夫 分 担 家 务 劳

动，采取“前置策略”：“我觉得我一开始就形成一

个定位，就是我们应该共同来承担这个家庭责任

……就是家庭建立初期就跟他讲，这个家庭是两

个人的，不是说在家庭里面我占了两份，你才一

份，那么我要承担两份，对吧？权利义务是对等

的，我说咱们一起把这个家庭撑起来。”通过让丈

夫理解家是共同体的概念，表明自己会承担自己

那一份责任的态度，使得丈夫承受不参与家务劳

动的道德负累。最终，家庭中“家务基本上还是比

较均衡的”。
可以说，男性正是在对生活滋味与家庭意义的

咂摸与反思中发现，固有的一套关于男子气的规

范可能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某种损害，从而

愿意加以转变。他们开始从家庭建设的旁观者或

47— —



【参 考 文 献】
[1] 方英． 家务劳动分工：女性的“生活实验”与“性别政治”[J]．广东社会科学，2011，（4）．
[2] Walby，Sylvia． Theorizing Patriarchy[M]．Oxford：Blackwell，1990．
[3] Delphy，Christine，Diane Leonard． Familiar Exploitation[M]．Cambridge：Polity，1992．
[4] 詹·温德班克．家务劳动[A]．姜春梅，译．（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 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
[5] 黄河清，张建国．中国当代夫妻家务公平观研究———对上海市 2005 年抽样调查的一点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7，（4）．
[6] 王亚萍，张申． 从家务分工看家庭中两性间的隐性不平等[J]．法制与社会，2007，（10）．
[7] 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J]．社会，2015，（2）．
[8] 杨玉静，郑丹丹．婚姻家庭中的妇女地位[A]．宋秀岩．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上）[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者仅仅是经济供养者，转变为全方位的参与者。

五、结论与讨论

对六省市定性研究的资料分析发现，男性做

家务是受社会环境塑造和在主体间互动中，经由

反思理解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从他们对

家务所赋予的意义来看，做家务不一定与男性气

质相冲突，不一定会挑战和损害男性气质。从对

男性气质中个体能力的要求来看，男性受访者通

过将自己从事的家务劳动体能化、技能化、知识

化，为家务劳动赋予了与女性气质的差异化甚至

等级化（优越）的意涵。从对男性气质中角色承担

的要求来看，男性积极参与家务劳动是其履行夫

职、父职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其塑造新型父亲、现

代丈夫、积极建设者的家庭成员形象。这种新好

男人形象是更新了的男性气质的组成部分。因

此，当家务与个体能力、家庭责任联系起来以后，

男性做家务并不意味着对男性气质的危害与贬

抑。他们不用采取远离策略或性别划界的方式来

维护自己的男性气质[41]，使之免受“创伤”，反而可

以将家务劳动整合进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定义中

去，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当然，也应该看到男性气质内涵的变化。从做

家务数量和种类的变化来看，男性不仅参与的数

量增加，而且也开始做非传统的男性家务活。这表

明，男性气质（诸如要有能力、敢承担的部分）虽然

会延续，但其内涵是可协商、可再造的。这其中，敢

于表达情感、敢于建立情感连接成为男性气质的一

部分。这种协商和再造来自多元化的社会要求赋

予男性的更多选择空间，同时亦符合男性自身的利

益。正如康奈尔（Connell，R．W．）认为的，男性气质 /

气概是多样的，是处于实践中的，是变化过程和趋

势，而非稳定不变的位置，支配性男性气质 / 气概

是可以被改造的。[42][43][44]

有研究认为，非传统职业男性管理自身性别

气质的焦点在于制造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等级

制的，即男性气质是“不同但优于女性”的。 [45] 本

研究发现，就男性的主体策略来看，他们虽然有

抬高自己所承担的家务劳动重要性的情况，但这

种差异仍以性别的区分而非凌驾、支配为主。事

实上，男性对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充分认

可的。同时，男性制造差异的策略也是回应性的，

而不是积极的、支配性的。
值得关注的是，以往“男做女工”“男做女职”与

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公领域 （职

场）中，讨论重点在于性别气质挑战和性别气质焦

虑。[41][45][46]151-197 而在私领域中，男性做通常被认为应

该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所面临的性别气质挑战

和焦虑则小得多。这表明，公私领域中性别气质的

解读空间存在差异，性别气质作用的机制也存在差

异（如刚性的公共领域和弹性的私人领域等）。
研究还表明，作为统治工具的支配型、霸权型

男性气质可能日趋边缘化乃至消除。但作为性别

差异的男性气质则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于文化之中，甚至保留主流地位。由此引出关于政

策和文化倡导的一点余论：如果说男人在家庭活

动方面的变化，是家务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对女

人在就业角色中的“滞后适应”的一个证据[47]，那

么在男性气质作为社会文化的产品具有滞后性

的情况下，要实现男性更多参与家务劳动、两性

家务分工相对平衡的现实目的，我们并不一定需

要诉诸男性性别气质的消失，只要这种男性气质

不再是支配型的、霸权型的即可。同时，男性家庭

感的滋生在这种转变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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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Household Chor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A Qualitative Survey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x Provincial Regions

MA Dongling
Abstract: Based a qualitative survey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x provincial regions，the thesis talks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n’s involvement in household chor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masculinity． It finds that men

emphasize their physical agility，skills and knowledge when performing household duties in a move to build an

all-round image of them． They inten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m as fathers，husbands and part of a family from

the society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through the fulfillment of household chores，building themselves into a

responsibl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al skills and the roles in a family，men’s participation in

household work is conducive to their development in other aspect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ir

masculine． Men have more options and can find satisfactions in personal interests and emotional needs in a diversified

society． Their masculinity might survive，yet its implications would be negotiable and renewable．

Key words: household chores；masculinity；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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