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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照料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重新认识照料的价值尤为必要。本文阐述了照料供给的

经济学相关问题，在阐述照料、照料工作等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指出照料之价值所在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本

文亦从照料的经济特征指出照料惩罚存在之理论根源，就两类照料惩罚———家庭照料惩罚、有酬照料惩罚展开讨论，并就照料

经济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本文认为，照料工作创造、发展和维护了人类能力，是整个经济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础，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照料的经济学外部性特征，其价值往往被低估，引致照料惩罚; 照料惩罚

也往往与性别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性别不平等。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更大规模照料经济的公共投资有利于长期发展，必须以

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才能让所有人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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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queness and importance of care work has been highlighted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and it is the time to re-de-

fine and re-recognize the value of care work．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economics related issues of care supply． Based on th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re and care work，it focuses on the value of ca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care to human be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rom the economic features of care behavior，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care penalty and discusses two types

of care penalty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 economy and gender equalit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are work cre-

ates，develops and maintains human capabilities，which are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y and even whole human so-

ciety，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However，due to the economic nature of care，its value is often un-

derestimated and leads to care penalty，which is often intertwined with gender issues and thus aggravates gender inequality．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public investment in care economy is positive and necessary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and that we must distribute the

cost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a more equitable way so that everyone can benefit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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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照料行业从业者多为女性

的现象，开始探讨其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并对

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但照料行业女性聚集与

性别不平等之间关系背后的逻辑尚未得到深入探

究，一些和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的问题尚未得到解

答。例如，照料工作属性与性别，何者才是薪酬水平

较低的原因，即“是因为照料工作者多为女性，所以

薪酬才较低，还是因为很多女性从事低薪的照料工

作才导致女性整体薪酬水平低下”? 又如，女性从事

照料服务工作是因其个人偏好，还是社会规范，抑或

是女性进入其他行业机会受阻?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则涉及整个经济领域: 照料工作的生产效率比其他

经济活动更低吗? 追本溯源，照料工作的“产出”究

竟是什么? 它们的价值该如何衡量?

本文将简要地回答这些关于照料供给的经济学

相关问题，并就照料经济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展

开探讨。照料服务市场化相关策略通常被认为与追

求经济效率的政策意旨相一致，然而，公共部门对照料

经济的忽视最终可能会对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带来长期

的负面影响; 以照料提供者( 女性为主) 做出牺牲为代

价来增加市场经济产出的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

GDP 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会阻碍一国通往繁荣之路。
本文首先将明确相关定义，阐明“照料”“照料

工作”等概念的含义，其次会总结一些有关“照料惩

罚”①与性别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并简要讨论近

期中国在照料供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

到，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整个经济体系还包括创造、发展和维护人类能力

( human capabilities) 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

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等，而照料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

创造、发展和维护人类能力。从这个角度理解，应提

倡政府加大对照料经济的公共投入，并强调这种投

入的作用虽不是立竿见影，但对改进经济效率而言

是基础且至关重要的。
二、照料和照料工作

对于“照料”( care) 这一概念，相关文献呈现了

很多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定义，这些定义在不同的

语言文化环境中有着细微的差别。本文力图解释作

者所理解的照料［1］，而并不对定义间的差异性做出点

评。“照料”一词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是做出某些

行为( 照料行为) 的动机，它暗指对他人福祉的关

切———用经济学术语解释就是相互依存的偏好，也就

是“你的福祉能影响到我的福祉”。在演化生物学术

语中，照料意指利他主义，也就是即便要做出一些牺

牲，也乐意为他者的福祉做出贡献( 当然牺牲也可能

并非必要) ［2］。“相互依存的偏好”和“利他主义”的存

在———尤其是扩展到家庭单元之外的此类现象———需

要更深层次的分析，这其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建立

在利己的经济理性人假设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
相应地，“照料工作”的定义如下: 在广义层面，

它指的是这样一类工作，其提供的服务质量极可能

受到对照料接受者福祉关切程度的影响。很显然，

这是从上述对“照料”一词的定义引申而来的，同

时，它在经济学理论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对反映

市场失灵的研究进行了重要补充。
在教科书经济学的程式化假设下，消费者拥有

完善的信息，他们所需的商品被一丝不苟地标准化，

如同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这使得消费者不用

考虑商品间的质量差异性，不费吹灰之力即能获得

所有的供给选择 ( 这有时被称为“消费者主权”) 。
然而事实上，许多形式的交易过程远比这种简化理

论更加复杂。在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无法切实了解

所获产品的质量，等到获悉之时可能木已成舟，为时

已晚。例如，一个病人去看医生，除非他具备专业医

学知识，否则无法真正判断所接受的照料服务质量。
购买糖果的人不会因为尝试不同的消费选择而蒙受

过多损失，但是在选择医生、学校甚至婚姻对象的时

候，试错成本很高，因为这些选择的后果难以估量。
( 在市场失灵状况下) 当部分交易涉及熟人关

系时，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
陌生人交易和熟人交易之间的界限是较为模糊的。
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完全熟人性质

的; 相反，网络购买则通常是完全公开、疏离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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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者之间的是一条较为复杂、难以区分的“熟人

度”谱带。例如，许多人与他们定期做交易的店主、
餐馆老板或调酒师是直呼其名的好友。此外，人们

还很可能会与提供托育服务的工作者、教师或卫生

保健工作者维系私人之间的往来。
除此之外，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交易。例

如，对孩子以及患病、残疾、年老体弱的家庭成员的

照料通常是一种“赠予”。虽然可以期望互惠，但并

不一定真的会有回报。无论是否有偿，照料家属都

是照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照料工作的人，

例如教师、护士、保育员和养老护理员，通常会展现

出很强的内在驱动力。无论照料提供者的技能水平

对照料服务的质量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也不能忽

视一点，即他们的同理心、所付出的努力和对照料对

象的关切程度在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
可见，许多照料服务的私人化特征定义了一种特

殊的劳动过程。照料工作的“产品”也较为特殊，它有

时是有形的，例如一顿精美的饭菜或干净整洁的房

屋; 但通常来说，它最重要的价值往往难以直观察觉或

感知，即照料工作创造、发展和维护了人类能力。这些

能力的其中一部分( 即影响未来收益的那部分能力) 通

常被称为“人力资本”。不过除人力资本外，其他能力

( 有时是 capabilities，有时也用 capacities 一词) 在经济

上也很有价值———包括合作和提供照料本身的能力［3］。

人类能力并不完全只是个人决策的产物。除了

本人的天赋和努力，它还由家庭成员、教师、医生、护
士和许多其他人一起维护。于是，我们很难确定某

一位照料者所做出的贡献，或者说很难从经济角度

衡量该照料者的“附加价值”。这种共同贡献模式

意味着结果难以标准化。没有父母会真正知晓他们

到底为孩子的成功( 或失败) 立下了多大功劳( 或帮

了多大倒忙) ; 对于某些特定的学生，有的教师工作

会做得更好; 对于愿意配合、决定明智、遵从医嘱的

患者，医生的工作也会开展得更为顺利。
由此可见，人类能力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

物品”属性，照料所创造的人类能力，不仅会回报于照

料提供者，也将回报于他人和社会，具有强大的外部

效应，即照料工作者的产出远大于其获得的回报。一

个被悉心照料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尽职的工

作者、尽责的社会公民以及尽心的照料提供者。与未

曾被悉心照料的人相比，他们更快乐、更有生产力，也更

具创造力。这种公共物品属性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社

会发展息息相关: 成年工作者和纳税人为年轻一代的

教育提供资金; 而年轻一代长大后，会为老一辈的退休

生活和医疗保健提供资金。现代的公共教育和保险制

度将许多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高效地社会化，增加了

对年轻一代的投资，并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

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照料可以是无

偿的( 如照顾家庭成员) ，也可以是有偿的( 如有偿

护理工作) 。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提供照料服务，尽管

女性被认为更擅长此类工作。照料工作者生产并维

护着对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投入品———人类能

力。但是，他们从创造的价值中获利的能力很有限，

并且这种获利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和社会机构

在支持，而不是市场交易。

家庭内部照料者的收入通常取决于家庭收入，尤

其是男性户主的收入。有偿照料工作者的薪资———
无论是儿童保育或老年照料之类的低薪工作，还是教

育或医疗之类经济回报相对更高的工作———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影子收入”，即照料服务者凭借其能力资格

在其他行业和岗位获得的收入，而不是基于照料本身

所创造的附加价值。这种报酬机制所带来的后果就

是，照料工作者的报酬往往低于其贡献的社会价值。

三、照料惩罚

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两种类型的“经济惩罚”或

者说终生收入折损: ( 1) “家庭照料惩罚”，该说法源

自家庭内部承担照料工作的成员的低就业率和低薪

资水平; ( 2) “有酬照料惩罚”，该说法源自那些涉及

有偿照料服务的工作。这些惩罚不同于性别歧视产

生的直接后果。例如，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成为母亲的女性的收入比其他女性要低得多; 而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照料工作的女性( 事实

上，照料工作从业者多为女性) 的收入亦要明显低于从

事其他工作的女性。照料惩罚通常会放大性别不平等

对收入的影响，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性别不平等［4］。
( 一) 家庭照料惩罚

目前有关家庭照料惩罚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美国

和欧洲的情况，也有研究关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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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照料惩罚情况。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人

口发展轨迹的国家进行比较可以了解很多信息。“母

职惩罚”是家庭照料惩罚中的一个具体例子，它在那些

女性未育比例较高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有

对照的组别，可以比对出花在照料和养育其他家庭成员

上的时间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家庭照料者的收入水平。
承担家庭照料责任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减少了就

业参与机会，这会压低当前和未来的收入以及养老

金收益。在美国，即使控制了包括工作时间和劳动

经验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母亲的收入也通常要低

于其他女 性［5］(PP204－225)［6］(PP137－156)［7］(PP1611－1637)。一 些 证 据

表明，雇主倾向于歧视育有子女的母亲［8］(PP1297－1338)。
当许多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家庭，同时又很少或没有获

得公共支持或公共服务的时候，她们的经济劣势更为

明显。当然，研究还需要考虑文化背景。米歇尔·布蒂

格( Michelle J． Budig)、尤雅·米斯拉( Joya Misra) 和伊兰

妮·柏克曼( Irene Boeckmann) 在其跨国实证分析中表

明，当文化环境非常支持母亲就业时，父母陪产假和公

共育幼等做法与母亲的高收入密切相关; 但在流行“男

赚钱，女顾家”模式的文化环境中，这些做法与母亲收

入的相关程度就没那么明显，甚至会呈现负相关［9］(P163)。

在低收入国家，几乎所有女性都会成为母亲，并

需承担家庭照料责任，那么此类“惩罚”就表现得没

有那么明显: 因为大多数尚未育有子女的女性将很

快成为家庭内部照料者，这就意味着照料惩罚内嵌

于就业和收入的性别不平等之中。此外，部分低收

入国家的经济仍然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为基础，这

使得将 赚 钱 与 照 料 两 种 活 动 相 结 合 变 得 比 较 容

易［10］。从这个角度来说，相较而言，城市中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遭受“母职惩罚”，因为家庭

照料责任限制了其职场竞争能力［11］。
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在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

家，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与妇女劳

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相对收入的改善有关。但中国的

趋势恰恰相反。过去几十年中，伴随市场经济转型，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家庭照料惩罚并未得到缓

解。承担照料孩子与赡养老人的责任往往会减少女

性就业机会［12］(PP357－372)。许多具体的公共政策，包括

削减公共服务和公共就业，导致女性就业率下滑。而

且低收入家庭会受到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13］(PP1－30)。
其中，退休政策特别值得一提。中国部分女性可以

选择在 50 岁退休，这一政策可能会鼓励已成为祖母

的女性回归家庭，重新专注于家庭照料活动。
( 二) 有酬照料惩罚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照料惩罚只是照料惩罚的

一部分。参与就业的女性往往集中于照料相关的职

业和行业，而这些工作的薪资水平并不能反映其对

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的价值。市场决定的照料行业

工资是基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人们能够支付的教

育或医疗费用———而不是基于改善人类能力带来的

真正的社会价值。美国和英国的研究表明，即使考

虑到收入的性别不平等，控制了女性在职业中的占

比，从事照料工作相关的职业也与“工资惩罚”显著

相关，这类职业包括儿童保育、老年人照料、教学、护
理等［14］(PP455－473)［15］(PP104－123)［16］(PP213－275)［17］(PP294－319)。

在美国，就业行业对工资影响的研究表明，无论

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受雇于健康护理、教育和社会

服务行业的女性收入都要低于其他行业，这类“惩

罚”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最为普遍而明显［18］。

在疫情发生的前四个月里，在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工

作中，那些照料护理岗位的平均工资低于其他工

作［18］。将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

家庭照料惩罚类似，文化环境和公共政策对有酬照

料惩罚的影响十分显著［19］(PP441－460)。
其他国家的有酬照料惩罚情况尚未得到研究者

普遍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照料服务”行业( 健

康、教育和社会服务) 在所有就业行业中所占的份额

较低。一般而言，投资社会基础设施有利于增加女性

的就业机会［20］。照料行业的就业往往由公共部门而

非私营企业主导，工资由行政部门确定而非基于照料

工作者带来的附加价值。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部

门比私营企业的平均就业报酬更高，也更有保障。当

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和体制背景。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英文文献研究过中国就业

市场中有酬照料惩罚的问题。中国的公共支出一直

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就业提供最重要的支持，而且

女性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比例很高［21］。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中国公共部门经历重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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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减少对托育服务的公共支持，这可能导致了女

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1］(PP131－155) ，总体而言，私营企业

的工资性别差异要高于集体或国有企业［22］(PP331－352)。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照料服务的重要性及

公共部门投入的必要性，开始加大对包括托育服务

在内的公共照料服务的供给，这将对中国经济走向

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了解当今中国女性中从事照料工作及其在公共

部门就业的比例、比较女性照料工作者与男性照料

工作者的收入，以及将其和其他女性的收入进行比

较会很有意思。此外，估计当今中国进行的无偿照

料工作的总市场价值也很有意义: 如果将这些照料

服务置于市场中，予以正常水平的工资，那么它们的

成本会是多少?

关于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

关系，大 多 数 研 究 都 暗 示 可 能 存 在 一 种 权 衡 取

舍———在传统性别观念环境下，为了使经济高速增

长，女性往往得多做出一些牺牲。然而，从照料经济

的更大图景来看，仅基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具有

很强的误导性，它过于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但这完全是一种基于市场交易价值的衡量标准。
而对理解生活水平而言，这种仅看经济增长的衡量

方式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四、照料经济

近些年在中国有一种女性回归传统家庭内部照

料者角色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相关政

策的影响。一方面，这可能与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

轻女传统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些理念认为由

女性承担更大比例的照料负担，可以增加市场经济

产出，而由此带来的收益能提高每个人的消费水平。
这一观念符合欧美的传统经济理论，这些理论长期以

来都在为全球新自由主义背书。然而如今，该战略的

可行性开始遭到质疑，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无偿的商

品和服务对长期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从长远来看，

不可持续地开采自然资源和破坏全球气候稳定的代

价将极为高昂; 同样，对经济中的照料( 包括无偿照料

和有酬照料) 投资不足，其后果亦相当严重。
减少对儿童照料和老人照料的公共补贴，的确

可以节省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实业中，但是这种做法

浪费了人力资源，降低了整体社会运行效率。以中

国为例，大多数中国家庭育有一到两个子女，如果都

在家里保留一个全职照料者( 通常是母亲或祖母)

来照顾子女，就会放弃集体育幼带来的规模经济。
这种做法也没有充分发挥女性的能力: 很多女性的

收入有可能超过了高质量的托育费用。这些隐性成

本虽不见于标准国民经济账户中，但仍属于社会经

济发展的成本。
公共照料服务对照料接受者也有助益: 儿童能

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学习社会技能; 老年人能获得

更多的社会活动机会。当然，家庭照料很重要，社会

照料不能完全取而代之，社会照料应作为一种重要

补充和支持，使得家庭成员( 包括父亲) 更容易平衡

家庭内外的有偿劳动和无酬劳动。从另一方面来

说，如果就业方式实现一定的创新，比如专业技能岗

位、管理岗位等能有机会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或兼职

就业，这种工作—家庭平衡就更容易实现。这些收

益同样不见于标准国民经济账户中，但仍属于福利。
依靠家庭提供照料来养老是低效的，因为这种

养老照料方式的人口、经济风险很高———一些老人

的寿命超过了他们的子女，或者他们压根就无法从

子女那里获得支持。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平摊了风

险，并提供了更可靠的福利，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逆向选择的问题( 那些不太需要保险的人选择不支

付保险) 。社会保险还可以减轻应对重病或残疾家

庭成员所要负担的经济困难。这些收益也没有被标

准国民经济账户所列示，但它们对各方面的社会福

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福利和在市场中进行

消费一样重要。
对照料经济投资不足也可能会降低生育意愿，

因为其增加了抚养子女的私人成本。因生育而丧失

工资这一成本同样不会体现在国民收入统计中，但

夫妻二人在做生育决策时自然会考虑这种损失。可

能有许多夫妇发现自己正陷于双重困境之中，如果

其中一人留在家不出去工作，就无法负担他们自己、
孩子和父母的生活开支。西方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以

家庭津贴和税收减免的形式为育儿提供了大量补贴。
许多国家还为带薪家事假提供资金，并提供其他方面

的就业 /家庭便利，以帮助参与工作的父母［23］(PP25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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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尤其是母亲的育儿成本虽然依旧很高，但得

益于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得到大大降低②［24］。
比较研究表明，使父母更容易兼顾家庭内外的

无偿劳动和有偿劳动的政策有助于将人口增长维持

在更替水平以上［7］(PP427－439)［25］(PP981－994)。如果没有此类

政策，女性因为知道在组建家庭后将承担专门的照

料职责，可能会采取各种方法减少对家庭的责任，如

不结婚、少生育，或是拒绝照料公婆。此时，文化规

范虽然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但会被劳动力市场制

度所中和［26］(PP405－433)。这一发现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

义: 如果无法解决女性的“工作—生活矛盾”，普遍

二孩政策便不可能“普遍化”［27］(PP367－384)。
人类能力( 有时称为人力资本) 的“质”和“量”也

值得被讨论。诸如带薪家事假等措施对儿童的健康有

着积极影响———据统计，这些措施与婴儿死亡率的降

低和婴儿出生体重的提高有相关性［28］(PP7－28)［29］(PP1－11) ; 对

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照料工作者来说，更高

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会降低离职意愿、减少

人员流动，激励他们更加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五、结论与讨论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公共部门的照料服

务和家庭的照料服务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的关

系? 如果对照料服务的公共支持挤出了个人和家庭

提供的照料服务———换句话说，如果公共支持减少

了原本出于性别义务和责任感而无偿提供的照料服

务，直至收益被抵消———那么这种公共支持可能就

变得无效。然而，研究表明，公共照料和私人照料之

间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的。事实上，如果对照料

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没有建立起一个认同和回报的社

会性规范机制，那么这种出于义务和责任感的照料

提供机制就很容易动摇，不会持久。
低工资甚至无偿的照料工作者为家人、他人、社

会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效益。比如，在美国，衡量父母

贡献的一个指标———其成年子女未来的预计净缴税

额———表明父母创造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经济价

值［30］(PP241－266)。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产

出的巨大而深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领取的工

资。当然，照料服务的总收益是无法衡量的，它包括

创造和维护具有内在价值的人类能力。此外，高效、
公平的照料经济能够促进信任，从而对经济可持续

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2020 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

的检疫隔离，以大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挽救

了无数生命［31］。这种了不起的牺牲彰显了强烈的关

爱( care) 与互助价值观，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
我们应当认识到对照料经济进行更大规模公共投资

也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性别

不平等深深植根于全球历史，也威胁着全球的未来。
我们必须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才

能让所有人都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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