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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喻文化语境下代际合作育儿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基于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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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代际合作育儿的家庭中，父辈和祖辈对于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内容偏好以及

获取途径等均有较大差异，育儿知识的代际传递表现为以后喻文化为主的特点，但祖辈的经验育儿仍发挥着一定

作用。分析发现，祖辈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对增进代际间育儿观的沟通有积极作用，也对祖辈在孙辈社会性抚育的

深度和广度上有正向影响;父辈承担子女的主要养育责任，对祖辈进行科学育儿知识的有效反哺并与之积极沟

通，社会各方增加父辈和祖辈获取科学育儿知识的途径与方式，均可降低代际间育儿观念的差异，推动代际合作

育儿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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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年间，中国家庭的亲子
关系与社会发展同步发生改变，儿童的抚养和教
育日益成为家庭的头等大事。与之相伴的是，育
儿环境的重构以及科学育儿观念的传播也在不
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家庭养育者的育儿观念
和养育行为。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育儿公共
服务机构短缺的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代际合作育
儿仍是主流模式［1］。据中国老龄中心 2014 年的
调查数据，全国 0～2岁的儿童主要由祖辈照顾的
比例高达 60～70%，其中 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
辈照顾［2］。6岁及以下幼儿的家庭，祖辈与父辈、
孙辈共同生活更有助于减轻父辈特别是幼儿母
亲的工作压力，使幼儿得到更好的照料，同时也
使祖辈获得来自父辈和孙辈带来的情感慰藉。
在互联网时代，幼儿父母特别是城市家庭的幼儿

父母较多受到现代科学育儿观的影响，与以经验
育儿为主的祖辈有所差异，这就使得代际合作育
儿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孰对孰错难以定论，具
体操作听谁的代际间也存在分歧。有些家庭代
际间育儿观念较为一致，沟通积极，相处融洽; 有
些家庭祖辈完全退出孙辈的社会性教育领域，只
负责饮食健康;也有些家庭代际间育儿观念和行
为差异较大，祖辈父辈互不相让，代际冲突较为
频繁。本文拟通过考察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和
实践对代际合作育儿的影响，对如何促进代际合
作育儿的良性互动这一当代家庭研究的重要议
题作初步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是在父母共同养育

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又称代际合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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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共同养育关系包括两个或多个看护者共同
照看一个孩子的情况。共同养育孩子时，任何可
能提高或损害另一个养育者养育效果的行为和
想法都属于共同养育的范畴，这与将所有养育责
任都转让给祖辈的隔代抚养是不同的［1］。育儿
的代际互助与合作是中国家庭的重要传统，虽然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是家庭
的核心功能依旧未有根本改变，且随着市场化转
型增加了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非预
期性，个人在各方面的风险和变故也随之增加，

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成为非常重要的应对外
界变化的前提［3］。代际合作育儿有效促进了女
性的劳动参与，刘爱玉发现，在拥有 6 岁及以下
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同住并帮助照看小孩 ( 0 ～ 6

岁) 和料理家务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提升了
31%［3］。此外，共同养育对幼儿成长也有积极作
用，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在整个家庭系统中除母亲
之外的其他成人养育者( 如父亲、祖辈、延伸家庭
中的成员等) 的参与，使得母子关系拓展为三方关
系。当参与养育的双方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使得
系统达到平衡状态时，儿童能从中获益［1］。

在有关代际合作育儿如何达到良性的互动
与平衡状态的研究中，权力关系和文化关系是重
要的两个考量维度。如沈奕斐的研究指出，在三
代同住的家庭中，年轻妻子免去了大量家务劳动
的责任，并在家庭决策、事务安排中获得了更多
权力，这是老人权力让渡的结果，是亲子轴倒置
的表现［4］。肖索未的研究表明，在代际合作育儿
所产生的“严祖慈母”分工和权力格局中，母亲以
“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

掌握并主导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承担社
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承担的则是生理性抚
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话语权和决策权上处
于边缘位置。这种非制度化的弹性权力格局以
亲密关系作为前提条件，且受制于成员间的协调
与博弈［4］。

在知识大爆炸时代的今天，借助不断更新换
代的互联网等信息与传播媒介，年轻一代更有能
力影响长辈，从而为代际合作育儿打上了“后喻
文化”的时代烙印。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

德提出文化按照其传播方向可以分为三种: 前喻
文化( 晚辈向长辈学习) 、并喻文化( 晚辈和长辈
向同辈人学习) 和后喻文化( 长辈向晚辈学习) 三
种类型，进而指出后喻文化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类
型［5］。张杨波运用后喻文化及文化反哺等概念
考察代际合作育儿发现，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
儿呈现协商式合作、主导式合作、退让式合作和
对抗式合作育儿四种类型，并指出代际育儿是前
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同时存在的，彼此间
可能是并列也可能是取代还可能是相互竞争的
关系［5］。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在代际合作育儿的互动
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代际间养育者育儿分工、权
力互动给予了更多关注。但是，从知识与权力相
互型构的视角来看，育儿知识的获取、占有和运
用对于家庭的育儿分工和权力互动有重要的影
响，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在后喻文化的时代语
境下，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基于育儿知识的文化反
哺来促进代际合作育儿的良性互动，仍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关注 0～ 6 岁幼儿家庭代际合作育儿的
父辈和祖辈对于育儿知识学习的态度、获取方
式，及其对代际合作与冲突的影响，具体关注以
下问题: ( 1) 代际合作育儿中父辈和祖辈对于科
学育儿知识的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如何? 父辈
和祖辈通过何种途径学习科学育儿知识? 关注
点是什么? ( 2) 代际间育儿知识的学习行为对父
辈和祖辈的合作育儿有何影响? ( 3) 如何减小科
学育儿和经验育儿之间的冲突，增进代际间的理
解与合作?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育儿知识指的是人们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

所推崇的某些知识或经验，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领
域:儿童发育的知识，儿童健康和安全的知识，儿
童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社会情感及认知等
方面的需求的知识［6］。在儿童的养育过程中，日
常养育经验的累积和基于经验之上的科学养育
知识常常相互混合。科学育儿知识是以儿童发
展心理学为基础的、与学龄前儿童的智能培养和
心理发育相关的知识，具有系统性、可见性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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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的特征［7］。
本文资料来源于四川省妇联网络信息传播

与女性研究所于 2018 年在成都市开展的“家庭
育儿知识获取行为”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此
次调查被访者为 0～6岁幼儿的父母和祖父母，通

过偶遇抽样共回收有效样本 445 个。本文分析
的被访者所在家庭为扩大家庭且符合代际合作
育儿模式，占总样本的 62．9%，其中，幼儿父母为
118人，祖父母为 161人，以女性和城镇户籍居民
为主( 见表 1) 。

表 1 0～6岁幼儿父母和祖父母性别及户籍比较( %，人)

父母 祖父母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城镇 26．9 73．1 66．1 37．5 62．5 41．0

农村 17．5 82．5 33．9 26．1 73．9 59．0

合计 28 90 118 49 112 161

以上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占 77．4%，有两个
孩子的占 21．9%，扩大家庭中以 3 岁及以下幼儿

居多，这也是父母帮助子女照料幼儿且与子女同
住的主要原因( 见表 2) 。

表 2 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孩子年龄比较( %)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3岁以下 3～6岁 3岁以下 3岁及以上

第一个孩子的年龄 62．5 37．5 14．8 85．2

第二个孩子的年龄 ——— ——— 79．7 20．3

三、科学育儿知识学习的态度与行为分析
随着儿童心理学的发展，科学养护的观念也

深入人心，育儿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对于增强家
庭教育能力、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
用，而育儿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态度影响其实
践行为。

( 一) 关于谁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媒介对于育儿责

任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如陶艳兰
研究指出，1980 年代媒体提倡父母共同育儿，以
及祖辈和父辈共同育儿，而 21 世纪以来专家学
者们基于科学育儿知识和西方国家理想的核心
家庭结构模式，更强化母亲育儿的责任，将祖辈
育儿污名化和边缘化［8］。这对育儿者的责任分
工和育儿知识的学习或许会产生一定影响。

本次调查就育儿者对母亲( 父辈) 和祖辈育
儿知识的学习态度设置了具体问题，即“相比孩
子的爸爸，妈妈更应该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
“孩子的祖父母应当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
结果显示，幼儿父母认同“母亲更应该主动学习

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为 66．1%，认同“祖父母也
应该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占 94．0%。
在自身实际学习中，父母近一年主动学习育儿知
识的比例占六成，其中，“经常”的为 16．1%，“偶
尔”的为 48．3%，无显著性别差异。而“很少或从
不学习”的原因为“太累，空余时间不想学”“太
忙，没时间学”“不知从哪学”，三者分别占
35．7%、31．0%、21．4%。

幼儿祖父母认同“母亲更应该主动学习科学
育儿知识”的比例为 60．2%，认同“祖父母也应该
不断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比例仅为 56．4%。在
自身实际学习中，祖父母近一年主动学习的比例
仅占三成，其中，“经常”的为 7．7%，“偶尔”的为
26．3%，而祖父母很少主动学习的主要原因是“太
忙，没时间学”“家里其他人学就行”“不知从哪儿
学”，三者分别占 35．9%、26．2%和 18．4%。

如上所述，父辈和祖辈对于“母亲更应主动
学习育儿知识”没有差异，认同者均占六成，从中
可以看到传统的性别分工和育儿母职化的观念
仍然影响着许多家庭，母亲被赋予了天然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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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习责任，而对于父亲主动
学习育儿知识和参与育儿实践的认同度却较低。

例如被访者刘奶奶说，家庭里爸爸妈妈的教育对
孩子的健康发展最重要，妈妈又是最关键的。

父辈与祖辈对于祖辈是否“应当不断学习科
学育儿知识”产生了较大分歧。父辈希望祖辈也
可以主动学习、参与到孙辈成长的更多层面，但
部分祖辈认为主动学习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或因
其他一些原因认为自己无法主动学习。调查显
示，祖父母内部群体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城镇户
籍的祖父母学习育儿知识的比例要高于农村户
籍的祖父母。其中，城镇户籍的祖父母近一年内
“经常学习育儿知识”的占 9．4%，“偶尔学习”的
占 37．5%;农村户籍祖父母“经常学习育儿知识”

的占 6．5%，“偶尔学习”的占 18．5%，差异显著。

访谈发现，祖父母对育儿知识的学习与文化
程度、承担的家务和养育任务、健康状况、育儿理
念等都有关系。例如被访者刘奶奶和老伴家在
农村，来成都帮儿子照料 2 岁半的孙子，她只有
小学文化程度，身体不太好，视力也比较差，平时
极少主动学习育儿知识，一般只是保证孙子吃饱
穿暖少生病，其他的如教育都是由孩子的父母来
承担。被访者张爷爷是城镇退休职工，帮女儿带
外孙，平时喜欢通过报纸书籍等学习育儿知识，

他说外孙的学习成绩很好，这与他日常对外孙的
教育分不开，而且女儿很放心他来带外孙。

以往研究指出，代际合作育儿的分工总体上
是父母承担社会性教育责任，祖父母承担生理性
抚育的责任。本文认为，我们也要看到代际分工
的多样性，部分祖父母依然会承担社会性教育责
任，这就需要其进行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主动
性学习越高的，介入社会性教育的程度会越高，

反之亦越低。从父辈来看，他们也更希望自己的
父母学习一些科学育儿知识，增强育儿的科学
性，这样也可以放心地“分权”给祖辈。

( 二) 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内容与渠道
代际间的育儿分工与育儿知识的内容偏好

也互相影响。调查显示，幼儿父母更关注行为习
惯、智力开发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育儿知识，其
中 3岁及以下的幼儿父母关注饮食营养的比例

稍高，到幼儿 3岁以上，这一比例也有所减少; 祖
父母更加关注饮食营养、卫生保健和行为习惯方
面的育儿知识，而关注饮食健康和卫生保健的比
例占了八成以上，父母和祖父母差异显著 ( 见图
1) 。从关注内容来看，饮食营养、卫生保健知识
属于生理性抚育的范畴，表现为日常食材的采
购、幼儿饮食烹饪方法的提高、相关疾病的预防
以及幼儿推拿等，从知识结构来看这些内容较为
简单，更容易被祖辈掌握。

图 1 0～6岁幼儿父母和祖父母育儿知识关注内容比较( %)

但诸如行为习惯、智力开发、心理发展等育
儿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相对更为复杂，幼儿父母尤
为关注这些知识也是基于对育儿责任的定位和
育儿分工。但祖辈如果关注以上知识内容，无疑
可以增进与父辈间的沟通，在父辈不在场的情况
下对幼儿进行教育与引导。调查显示，在近一年
内经常或偶尔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其关注幼
儿智力开发的比例偏高，对幼儿卫生保健的关注
度偏低，这与很少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
相反。

如前所述，玛格丽特·米德指出，人类社会
包括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而后喻文化
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类型。育儿知识的代际间传
递也表现为以后喻文化为主导的特点。本次调
查显示，后喻文化在祖父母的育儿信息获取上所
占比重显著高于前喻文化在父母的育儿信息获
取上所占的比重，即祖辈通过子女获取信息的比
例大于父辈通过父母获取的信息。幼儿父母的
育儿知识信息八成以上来源于现代互联网媒介，
其余的依次为同辈经验、自己带孩子的经验以及
图书 /教育机构; 祖辈的育儿信息来源六至八成
集中在自己的育儿经验和同辈经验，晚辈告知为
三成，手机互联网只占两成( 见图 2) 。父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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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互联网学习育儿知识的平台也十分多元，搜
索引擎、微信群 /qq 群 /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以及
育儿类 APP 占比均在四至五成左右; 而使用手
机 /互联网的祖父母通过微信群 /qq 群 /朋友圈获
取育儿信息的占到了近八成，学习平台较为单一
( 见图 3) 。

图 2 幼儿父母和祖父母育儿知识与信息获取的方式( %)

图 3 幼儿父母和祖父母从手机 /互联网获取育儿信息
的具体方式比较( %)

从传统媒介来看，图书依然是父辈和祖辈除
手机 /互联网之外获取育儿知识的首选。调查显
示，近一年内经常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父母和祖
父母通过图书获取育儿知识的比例占 57．9%和
58．3%，显著高于很少或从不学习的父母和祖父
母。如被访者蔡奶奶，她是一名退休教师，中专
学历，喜欢看育儿图书，大概看了十多本，她觉得
现在的教育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应该多从正规
的渠道学习一些育儿方法。

四、科学育儿知识学习对代际间合作与冲突
的影响

代际间育儿者对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态度、

学习主动性、偏好内容和获取途径均存在显著差
异，表现为以科学育儿和以经验育儿相对的父辈
和祖辈之间的差异，进而影响彼此间的育儿实践
和家庭关系。本部分探讨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

运用如何影响到代际间的育儿合作与冲突。
( 一) 代际间育儿的观念差异
调查显示，祖父母在照料幼儿过程中与子女

有不一致的情况的占 34．2%。其中，近期主动学
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在照料幼儿过程中与子女
有不一致的情况的比例为 47．3%，而不主动学习
的祖父母与子女间不一致的比例为 25．0%，前者
高于后者。本文认为越是认同自身应该主动学
习科学育儿知识的祖辈，越会更加深度地融入育
儿过程，在孙辈的教育上与子女产生不一致的情
况会有所增加;而不认同自身也应该学习育儿知
识的祖父母，在照料分工上更偏重于辅助育儿，

一般对于儿女的育儿方式很少干涉，但是后面的
分析也发现，较少的不一致也存在貌合神离的
现象。

调查发现，与祖父母观念不一致的现象集中
在女儿和儿媳的占 51．9%，集中在儿子和女婿的
仅有 24．1%; 对幼儿父母与男方或女方父母共同
居住的类型对比发现，年轻夫妇与丈夫父母共同
居住的，爷爷奶奶选择与其育儿观念不一致的主
要为:儿媳占 36．7%，儿子 /媳妇共同占 33．3%，儿
子占到了 26．7%; 年轻夫妇与妻子父母共同居住
的，外公外婆选择与其育儿观念不一致的主要
为: 女儿占 62．5%，女婿占 16．7%，女儿 /女婿共同
占 8．3%。可见无论与哪方父母共同居住，幼儿母
亲在育儿过程中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干预程度
都显著高于父亲，与祖辈在育儿观念上的不一致
也更多，摩擦也会更多。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幼
儿母亲与父母沟通更为直接，矛盾易化解; 与男
方父母居住，幼儿母亲通常会通过丈夫与公婆进
行沟通，尽量减少正面冲突，但也由于不好直接
与公婆沟通，易产生一些隐形的矛盾。

( 二) 育儿观念差异对代际间合作与冲突的
影响

调查显示，当“幼儿父母用科学育儿知识来
反对祖父母的育儿方式”时，祖辈选择“说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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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对，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 62．0%，“不
愿意与子女有冲突，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
24．1%。反之，当“幼儿父母在遇到长辈经验与自
己看到的育儿知识不符合”时，父辈的做法为:
“自己努力说服长辈接受”的占 22．0%，“与配偶
达成一致说服长辈接受”的占 56．8%。可见，面
对代际育儿观念的差异，幼儿父母多数采取的是
主动与祖辈沟通的方式，但以父辈为主导式的合
作育儿仍然占多数。

进一步分析发现，代际间育儿观念的不一致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不一致如果是正向的则
会促进代际间养育的合作，如果是负向的则会引
发更多冲突。从祖父母主动学习的情况来看，当
子女用科学育儿方式反对自己的育儿方式时，主
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选择“说明自己方法不
对，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 80．9%，“不愿意与
子女有冲突，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 8．5%。而
很少主动学习的祖父母选择“说明自己方法不
对，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 52．2%，“不愿意与
子女有冲突，按照子女的说法做”的占 32．2%。

从数据可见，主动学习育儿知识的祖父母，
或多或少会接触一些科学育儿知识及理念，当子
女与自己沟通育儿方式时，更容易认可子女的观
念。不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祖父母，内心倾
向于自己或同辈的育儿经验比例仍较高，当这些
观念与子女的科学育儿观念不一致时，为避免冲
突往往会选择按照子女的说法做，但外在的“妥
协”与内心的“坚持”如不能最终达成一致，也会
导致代际间矛盾的积压。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代际合作育儿已成为城市

家庭育儿主流模式的当下，祖辈和父辈在科学育
儿知识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关注的知识内容以及
获取育儿知识的渠道等方面差异显著，这种差异
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城市家庭中以父辈为主的主导
式育儿占多数，父辈会采取多种方式与祖辈积极沟
通，祖辈多认同父辈的观念和做法。代际间对育儿
知识的学习与运用沟通越频繁，越易达成统一的育
儿观，也越有利于降低代际矛盾发生的比例。

我们同时也看到，代际合作育儿的家庭符合
以往研究所指出的以父辈为主导管教育、以祖辈
为辅助管生活的模式，从父母是子女的第一监护
人来说，这种模式的形成对促进幼儿成长是有益
处的，同时其与育儿知识的学习方式也互为影
响。随着科学育儿知识传播渠道的多元化，特别
是互联网对于育儿知识传播的深入影响，祖辈对
于自身学习育儿知识的态度和行为也有了变化，
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祖辈，他们既有经验育
儿的发言权，也加入到了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
中，在子女工作繁忙之时，承担了更多孙辈的社
会性教育。

在科学育儿知识传播以“后喻文化”为主的
时代，祖辈也较为依赖父辈为其传输科学育儿知
识与观念，从家庭层面来看，父辈应增强与祖辈
有关育儿知识的交流，为其拓展科学育儿知识获
取渠道，也应该汲取祖辈经验育儿的科学之处。
从社会层面来看，各方应结合城乡祖父母的文化
素养、健康状况、育儿观念等现状开发适合他们
学习的科学育儿内容和方式，增进他们对科学育
儿知识的了解，使代际间育儿知识的交流和实践
更为顺畅。如充分发挥社区、幼儿园、教育局、卫
生局、保健院、妇联、社会组织等优势，联动开展
一系列科学育儿知识进家庭的活动，以及通过网
上各类平台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增强广大幼儿父
母和祖父母的科学育儿观念。

另外，代际合作育儿涉及很多内容，不仅包
括育儿者的育儿观念是否一致，还包括家庭成员
间的相处模式，如良好的夫妻关系、父辈与祖辈
的关系、孙辈与祖辈的关系等。科学育儿知识的
学习、育儿观念与实践统一的前提离不开上述各
种良好家庭关系的建立。为此，全社会应倡导夫
妻间共同学习育儿知识、共同育儿、共担家务; 倡
导父辈对祖辈的尊重、孝顺与理解，祖辈对子女
的理解和支持;倡导家庭成员间的积极沟通。在
传播科学育儿知识的同时，传播孝爱亲和，使科
学育儿知识在服务广大家庭、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的同时也可增进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促进代际间
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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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Parenting in the Post－Figurative Culture Context?

Analysis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Parenting Knowledge
LI Xing－rui1，FENG Jian－xia2

( 1．Sichuan Women’s Federation，Chengdu 610031，China;
2．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family of intergenerational child－rearing，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have great differ-
ences in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learning behaviors，content preferences and access methods of scientific par-
enting knowledg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knowledge is characterized by post －
figurative culture． However，the experience of grandparents still plays a certain role． This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grandparents learning of scientific parent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concepts，and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grand-
parents’social care for grandchildren． Parents bear the main paren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children，and
they should effectively support and a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grandparents about the scientific parenting and
increase the ways and means for them to acquire such knowledge from community，which can redu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concepts and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of intergenera-
tional cooperative parenting．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parenting; scientific parent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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