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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女性就业率提升的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出现，为老人、孩子以

及其他需要的个体提供照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挑战，照料赤字乃至“照料危机”引发了社会科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极大关

注。其中，女性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力量。本文首先从梳理西方女性主义照料劳动的概念和理论入手，之后着重介绍女性

主义交织性视角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如何应用到照料相关研究中，最后简要阐述女性主义照料理论以及交织性分析对研究中国

照料问题的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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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global challenge to provide proper care to the needy，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particular，in the context of

ageing，low fertility，the nuclearization of family and the increase i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many countries． Care deficit or

even“care crisis”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ocial policy． Feminist scholarship has offered

critical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issue of car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are work and its related theoretical concerns in

feminism，which is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the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as an analytical tool to stud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e． It con-

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feminist scholarship，and the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in particular，for research on care in

China．

一、引言

近二三十年来，照料负担在中国已经成为显性

问题。一方面，在人均寿命延长、迅速老龄化、全面

开放二孩等人口变迁和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照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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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断攀升。例如，中国目前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

2． 5亿，其中失能老人超过 4000 万①。另一方面，由

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大规模城乡迁移以及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市场化照料服务不规范等问题，照料供给

面临巨大挑战，尤其体现在家庭照料负担过重以及

弱势群体的照料缺失等方面。这些与照料相关的问

题时时引发社会热议，从农村孝道危机到城市的“空

巢老人”，从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到家庭主妇算不

算“独立女性”，从留守儿童、隔( 跨) 代抚养到教育

“拼妈”，从雇主—家政工矛盾到幼儿园、养老院一

位难求。一些更宏观的问题背后，也与照料相关，例

如，对于生育率的下降，有学者指出，担忧照料负担

是很多女性不愿意生二孩的原因之一［1］［2］。
不止是中国，照料挑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

题。国际劳工组织 ILO 指出，2015 年全球有 21 亿人

需要照顾，其中 15 岁以下儿童 19 亿、老年人 2 亿，

这一数字到 2030 年预计将达到 23 亿，需要照料的

人数的增幅大于能够提供照料的人数②，“照料危

机”的说法甚嚣尘上，人口学、老年学、经济学、社会

学、政策研究等都介入了这个领域。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以

来，care( 照料 /关怀) 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之

一。学者们将照料视为一种重要的劳动形式，认为

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并为理解西方社会的照料

危机提供了重要理论洞见。政治经济学脉络下马克

思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当下的“照料危机”
视为一种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危机”在

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3］，经济学以及经济社会

学者往往通过更为具体的数据分析来探讨照料劳动

的经济贬值和经济惩罚，思考如何使照料劳动获得

“可比价值”( comparable worth) ［4］。还有不少学者则

把注意力集中到照料劳动的社会组织( the social or-
ganization of care labor) ，指出“照料危机”不仅是照

料缺口的问题，而且关乎照料“得”与“予”的不平

等，其深深地嵌入在一个社会对于照料劳动的组织

安排上: 谁在照顾别人? 谁的照料需求被满足? 这

种安排的社会后果又是什么［5］［6］［7］?

下文将首先简要梳理西方女性主义对照料的理

论思考及研究方法，鉴于其他学者介绍了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经

济学的研究路径③，本文将着重介绍女性主义交织

性( intersectionality) 流派④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如何

被应用到照料相关研究中，最后简要阐述应用西方

女性主义照料理论以及交织性分析对研究中国照料

的一些启示。
二、照料劳动及其特点

( 一) 照料作为一种劳动

从“工作”( work) 或“劳动”( labor) 的角度来切

入是理解照料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与马克思主

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脉络下的再生产劳动( repro-
ductive labor) 概念以及社会再生产理论 ( social re-
production) 有着密切关联。再生产劳动的概念最早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引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探讨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 一是人类

为了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是关于双重生命生产。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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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和规范服务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

理工作的通知〉的政策解读》，http: / /www． nhc． gov． cn /yzygj / s7652 /201908 /4deb17fd9a3c486c8dc6462288d29c19． shtml。
参见 ILO2018 年报告:“Care Work and Care Jobs for the Future of Decent Work”，https: / /www． ilo． org /global /publications /
books /WCMS_633135 / lang －－ en / index． htm。
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引介，可参见董一格:《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视野下的共和国性别

史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 年第 8 辑; 李洁:《人的再生产: 从劳动过程到社会理论》，中国社会学年会性别社会学

分论坛论文，2019 年。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讨论，可参见 England，P．，Comparable Worth: Theories and Evi-
dence，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1992; 南希·福布尔( Folbre，N． ) 著，宋月萍译:《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 基于性

别视角的审视》，《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5 期; 沈尤佳:《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沿研究》，《经济学家》2011 年

第 7 期。
Intersectionality 有“交叉性”“交错性”“交织性”“多元交织”等多种译法，笔者认为“交织性”较能准确捕捉该流派学者

所强调的不同范畴的社会不平等的互构这一思想内核，因此借鉴了台湾学界的常用译法，使用“交织性”一词。



为“生产模式和嵌构于其中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

存续”［8］，指出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

重要性及其价值表现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两种生产理论，

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

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

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

衍”［9］(P2)。恩格斯正式将再生产劳动界定为维持和

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活动［9］。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美女性主义者批判继

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论述，同时

聚焦于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隐形“家务劳动”及其

如何构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

义女性主义者将社会再生产的概念缩窄，重新定义

为“对于生活的日常与代际维系中直接涉及的活动

与态度、行为与情感以及责任与关系”［8］［10］，大致包

括以下三个维度: 种族的生物再生产; 劳动力的再生

产，包括其生存、教育和培训; 照料需求的再生产与

供应⑤［11］［12］［13］［14］。在后期的使用中，广义的再生产劳

动则被认为包括家务劳动、照料劳动、健康监护、教

育和生育等方面［15］［16］。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

下，再生产劳动的概念强调其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以

及资本积累的价值，从最早主要侧重家庭内的无偿家

务劳动和照料活动，到后期涵盖有偿服务，并指出再

生产劳动的多种组织形式:“在家庭内或是家庭外，作

为有偿劳动或是无偿劳动，创造交换价值或仅仅是使

用价值，而这些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17］(PP1－43)

女性主义照料研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再生产

劳动”的理论洞见，将主要由女性从事的“隐形”劳

动形式“可见化”，这些被认为在私人领域进行的活

动往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和价值，是社会运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指出，对照料的理解必须打

破一种支配性认知，即照料是“私领域的”“私人化

的”［18］。照料的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复杂变动的结构，

跨越了“公”与“私”，并将“市场”直接带入“家庭”。

照料活动在家庭中进行，也发生在养老院、幼儿园、

医院等机构中; 照料可以由个体独立承担，也可以由

集体合作完成; 照料劳动既有无偿的，也有有偿的。

但与“再生产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路径不同，关于“照料”的研究有更多的理论

渊源，也纳入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包括女

性主义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政策

研究等。

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应该把 care 理解成一种

包含了感受 ( 关怀，care about ) 和行动 ( 照顾，care
for) 的实践。“关怀”既包括思考，又需要情感，包括

认知与专注以及对满足对方需求的考量和责任感;

“照顾”则指涉为满足他人需求和福祉所进行的一

系列活动，包括身体照料( 洗澡、喂食等) 、情感照顾

( 安慰、聆听等) ，也包括其他一些直接满足需求的

行动( 比如送去就医、协助购物等) ［19］［20］［21］。在具体

研究中，学者对“照料”概念往往采取操作性定义，

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将照料理解为直

接满足被照料者需求的活动，而排除了其他也与生

存相关的间接活动( 比如为生存获得经济资源) ［5］。

照料行动背后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学者

强调的重点。照料被视为一种包含相互依赖( inter-
dependence) 、抚育( nurturance) 和关系( relationship)

的实践与伦理，与英美社会强调个体主义、竞争和理

性精神的主导价值观形成鲜明对照。女性主义心理

学家指出，照料者习得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和思

考方式，包含了大量的情感回应和关系性( relational-
ity) ［21］［22］［23］。女性主义哲学家指出，关怀伦理超越了

个体主义的正义观，建构起对彼此和世界一种共享

共担的集体责任观［24］［25］［26］［27］［28］。女性主义经济学家

通过对照料的研究，将爱、责任、互惠性加入以“理性

人”为前提假设的经济学理论中［29］［30］。在现代社会，

尤其是西方社会，“理性”和“个体主义”往往被视为

“男性”特质，与之相对的，“情感”和“抚育”则被视

为“女性”特质; 在社会话语和价值观方面有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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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还有学者将一定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社会身份的再生产纳入其中，可参见 Kofman E．，“Ｒethinking Care through Social Ｒe-
production: Articulating Circuits of Migration”，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State and Society，2012，19 ( 1 ) :

142－162。



的“男性”中心倾向，而“女性”特质往往被轻视乃至

忽视，对照料 /关怀的探讨正是要提升这些“缺失”
的部分的社会认可［31］。

因此，从女性主义理论渊源而言，“照料”概念

往往内嵌了“抚育”的意涵。比如，一些学者明确地

将照料定义为“在面对面的关系中，满足个体需求和

福祉的行为，同时伴之以在意( affection) 和责任的情

感”［32］。这样的界定凸显了照料的情感内涵和关系

性情境，使之与再生产劳动在更宏观的经济结构中

的定位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照料的范

围，将许多不涉及互动性和情感性的再生产劳动排

除在外，比如打扫卫生、餐厅后厨、洗衣服务等。然

而，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在日常的实践中，很多照料

者的活动兼顾“抚育”与“非抚育”内容，一些时候抚

育与非抚育的边界也往往难以区分( 比如做饭，其过

程很可能没有太多互动，但是备餐时常常会涉及询

问用餐者喜好以及考虑用餐者健康等) 。因此，后期

的研究扩展了照料的外延，采取了比较宽泛的照料

定义，在注重其互动性和情感性的基础上，更为包容

性地纳入其他相关活动。比如，一些学者用照料劳

动的概念指代为他人健康( well-being) 或发展而付

出的劳动，指出这种劳动通常是面对面提供的，并需

要具有互动和沟通的各种技能［2］［13］［33］; 还有学者吸纳

了再生产劳动的定义，将“照料”进行概念化，包括任

何其主要职责是“维持人们日常生存以及代际更替”的

工作或活动( 包括身体与精神健康，膳食准备，清洁整

理，个人护理，儿童、青少年及老人的看护等) ［5］［8］［17］［31］。
因此，在一些文献中，“照料劳动”( care work 或 care
labor) 、“再生产劳动”( 以及“家务劳动”) 有时会被

替换使用，用以表达相似的意思。
在宽泛的照料定义基础上，一些学者又对照料

活动进行了一定的区分，区分的标准有所区别，但通

常以“抚育性”和“互动性”为分界，比如社会学家米

格农·达菲( Mignon Duffy) 对于“抚育性照料劳动”
( nurturant care ) 和“非 抚 育 性 照 料”( nonnurturant
care) 的区分。抚育性照料劳动是指本质上具有关

系性的劳动，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涉及面对面的、

亲密的关系，进行这类照料劳动的人群包括儿童抚

育者、护工、老龄看护者、教师、社工等。抚育性照料

经常包含大量面对面的互动，要求具备与人交往的

关系性技能以及一些专业性知识( 比如健康知识、儿
童心理等) 。非抚育性照料劳动是指往往不与被照

料者建立起明确的( 面对面) 关系的劳动，比如清洁

卫生、后厨备餐、洗衣服务、采买物品等⑥。类似的，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南希·福布尔( Nancy Folbre) 将照

料 劳 动 分 为 三 类: 一 是 互 动 性 照 料 ( interactive
care) ，是指在提供服务时需要将被照顾者的福祉考

虑在内的工作，比如照看儿童和护理病人; 二是支持

性照料( supportive care) ，是指辅助互助性照料的工

作，比如料理家务、购买互动性照料所需的物件等;

三是监管性照料( supervisory care) ，即为在需要时提

供互动性照料的随时待命状态，比如看管熟睡的

病人［34］。

总体而言，从概念外延来说，再生产劳动的范围

更为广阔，涉及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所有活动( 包括

生育等) ，而照料的核心则为其抚育性，指向具有关

系性的、为他人发展而提供的劳动，不过最宽泛的照

料定义包含了有偿和无偿形式的家务、儿童抚育、老
人照看、病患看护、社会关系维系乃至教育等相关领

域。在研究的视角上，照料研究比再生产理论资源更

为宽泛，在问题意识和学术路径上有所差别。再生产

劳动更多被放置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以及较为宏

观的经济结构中进行理解，主要采取政治经济学的路

径，探讨这些劳动如何被纳入生产价值的一部分，探

讨劳动价值的生产、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的关系

等［35］，而照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研究领域，采取多学

科的交汇视角，大量研究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也更

为注意照料活动的关系性和情感性，以及其文化伦理

价值等方面。照料框架的意义不仅在于认可照料作

为劳动的价值，而且在于认可照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形式的价值( 比如相互依赖、利他主义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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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伊夫林·纳卡诺·格伦( Evelyn Nakano Glenn) 早期也进行了类似分类，但是她将非抚育性照料称为“再生产劳动”，以对应

“抚育性照料”，参见 Glenn，E． N．，“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Ｒacial Division of Paid Ｒe-
productive Labor”，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92，18( 1) : 1－43。



( 二) 照料作为“爱的劳动”
照料劳动对人的再生产，对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水

平、生计机会和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36］，形塑了每

个人从生到死的能力发展和生活的质量［34］。然而照

料，尤其是抚育性照料，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

是一种独特的劳动形式，具有高度的私人性( 需求个

体性，难以完全标准化) 、关系性( 照料者和被照料

者之间需要发展出必要的关系) 、情感性和身体性

( 亲密接触乃至身心依赖) 。因此，照料劳动往往被

视为一种“爱的劳动”，强调劳动者的利他性付出，

也高度依赖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照料者的利他性和内在动机。在学者的

论述中，照料劳动区别于其他类型劳动的一个重要

方面在 于，照 料 劳 动 不 仅 仅 付 出 劳 动，而 且 付 出

爱———对被照料者的关怀。对“爱”的强调在早期

的女性主义学者书写中尤为凸显，比如阿贝尔( A-
bel，E． K．) 和纳尔逊( Nelson，M． K．) 指出“照料是一

种包含了工具性任务和情感关系( affective relations)
的活动”［37］(P4)。福布尔将提供照料视作基于持久的

私人( 通常是面对面) 互动，并( 至少部分) 为对被照

料者的福祉所激励［38］［39］。这种认知与照料劳动的心

理学和伦理学渊源一脉相承，同时默认了照料者真

切的关心会更有利于满足被照料者的需求和个人发

展。从现实层面来说，因为很多被照料者( 比如儿

童、病人和失智的老人) 既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

求，也无力对照料过程实施监管，因此照料者利他性

动机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激励至关重要。好的照料

高度依赖照料者对被照料者需求的留意和福祉的关

切。因此，照料者在意被照料者的健康、需求和福祉

等内在激励( 比如通过帮助他人获得的满足感或者由

衷地希望被照料者过得更好的意愿) 是提供好的照料

的关键。大量经验研究也发现，不仅亲属间的照料是

“爱的劳动”，家庭之外亦是如此，护士会关心病人的

健康，来自第三世界的保姆会疼爱第一世界雇主家的

孩子［40］［41］(P46)。换言之，与其他类型的工作相比，照料

劳动的道德义务感更强［32］，是一种“善的劳动”⑦。

其次，照料劳动的互动性和关系性。好的照料不

仅依赖照料者爱的付出，而且高度依赖照料者和被照

料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

“爱的劳动”的结果，也是“爱的劳动”的催化剂，照料

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利于照料者利他性

内在激励的形成，也有利于提升照料者对被照料者需

求的感知，以及被照料者对照料的认可、接纳与评

价［42］［43］［44］。与一般性服务业的短暂性关系不同，照料

劳动对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关系强度要求更高，

爱的培育需要时间、实际的接触和互动以及高度的投

入和承诺( commitment) ［34］。

将照料劳动视为“爱的劳动”，勾勒出了照料劳

动与一般性生产劳动的区别，也指向了照料劳动的

复杂性，尤其当照料从主要由家庭成员间承担的无

偿照料转化为由家庭之外的劳动者提供的有偿照料

时，照料作为一种“有报酬的工作”和“爱的劳动”之

间的张力和矛盾尤为凸显。

首先，照料劳动要求照料者投入情感，对被照料

者给予关怀，但这些情感投入对照料者而言意味着

什么? 早期研究更多强调这些情感投入给照料带来

的内在回报、照料者自身情感和道德感的满足，这恰

恰构成了情感劳动最重要的抚育性特质。也有很多

学者开始将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 Arlie Hochs-
child) 提出的情感劳动的概念纳入对照料劳动尤其是

对有偿照料的考察。他们强调照料劳动既是有内在

回报的，也可能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可能需要照料

者控制自己原有的情绪进行表演，在情感上它是矛盾

的、有张力的，并构成了一个新的剥削维度［45］［46］。

其次，照料的关系性技能及其“贬值”。有研究者

指出，照料的实施需要一系列技能的组合，尤其是与

人交往的关系性技能，比如感知他人需求、沟通、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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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善的劳动”是佟新在对养老护理员的研究中提出的概念，该研究跳出经济理性和市场竞争的解释框架，从照顾老人的

家政工的立场出发，分析在家政工坚持照顾生病老人的护理工作中发现自身价值。“善的劳动”这一概念说明“共情 /亲
情和灵性 /缘份”等理念留存在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愿望，通过照护者与被照顾者的互动关系发展出对工作意义的文化解

释，并将其升华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肯定。参见佟新:《善的劳动———雇佣型老年照顾者之工作意义的建构》，“市场与

国家: 社会学视野下的照料经济”会议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9 年。



性等［47］。然而，这些技能往往被视为女性的“天性”
或者“本能”，在被赋予道德价值的同时并没有获得

相应的社会认可。当照料劳动进入市场交换以后，

工作技能评价以男性主导的职业技能作为标准，有

偿照料劳动往往被视为女性无偿家庭照料的延伸而

被“去技能化”，难以得到认可和实现市场价值［4］。

再次，照料的道德责任和照料双方的情感纽带给

照料劳动者带来内在满足，也往往制约其个人选择，

将其置于某种不利境地。在有偿照料中，照料者对于

被照料者的情感和道德责任，往往使其进行额外的劳

动，并阻碍其寻求更高的薪资或更好的就业机会，甚

至照料者的利他意愿和情感回报也被用于合理化其

低薪 酬，一 些 学 者 称 之 为“爱 的 囚 徒”( prisoner of
love) 困境［29］［45］。“爱的囚徒”困境也体现在无偿照料

中，女性关爱子女的意愿和责任感经常被利用。比

如，在一些家庭男性推脱分担育儿责任，往往是因为

他们知道妻子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感会“兜底”，而

女性的爱与责任感往往让其因不忍心孩子受苦而承担

起更多的照料职责［48］。“爱的囚徒”的逻辑也一定程度

上适用于中国东部乡村“女儿养老”的兴起，女性在没

有更多利益分享的前提下承担起更多养老的责任［49］。

最后，照料双方的情感关系，反过来也可能改变

有偿照料中的权力关系。因为照料的私人性和关系

性，在照料过程中，被照料者可能对照料者产生依赖

乃至依恋，使得后者对于前者而言难以替代，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照料者的权力筹码，甚至可能使其在

雇佣关系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但也有可能引发被

照料者家人的嫉妒或不适［15］［50］。这种情况往往带来

更为复杂的劳动政治过程，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在一些照顾老幼病患的案例中，雇主家庭通过经济回

馈、情感亲近以及让渡权力等方式来“讨好”或“留

住”心仪的阿姨，或感觉自己处于某种“心理劣势”。
上述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以抚育性为特质

( 关系性、情感性、利他性等) 的照料劳动的市场化

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或“劳动”概念( 尤其是进行

市场交换的有偿工作) 之间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

传统的工作概念以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为底本，包

含对特定形式的“技能”的认定( 以及对其他技能的

无视) ，对外在激励( 比如金钱回报、社会认可等) 的

强调，对效率、竞争等理性原则的推崇( 以及对情感

的抑制) 。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中，照料劳动难以得到

恰当的评价。与此同时，有偿照料的兴起也挑战了

原有的工作框架，一方面照料劳动难以被妥帖地纳

入传统的“工作框架”，从而凸显了该框架的局限

性，研究者开始修正和发展对工作和劳动的理解; 另

一方面，照料劳动的显性化使得人们注意到在传统

工作中存在但被忽略的“照料”面向( 比如，私人秘

书的工作，除了事务性的内容外，为老板提供照料也

是一个重要方面) ［30］［51］［52］［53］。

第二，照料作为有偿劳动形式的兴起挑战了西

方社会“爱与金钱”之间二元对立的文化预设。这

种文化预设，抑或过分强调内在情感激励反而会限

制照料劳动者获得公平对待，抑或过于在意经济原

则的摄入而忽视了有偿照料中存在真实而真挚的情

感。在现实的照料实践中，爱和亲密情感与金钱和

经济报酬并不互斥，反而兼容。在现实生活中，认可

二者的兼容性不仅有利于有偿照料者获得公正的报

酬，避免成为“爱的囚徒”，而且能够为家庭照料者

争取合理的公共补贴。因此，对于照料劳动的公正

性的关照应该从限制照料活动的商品化，转为在市场

交换的照料关系中建构更为平等和正义的关系，在经

验研究中考察市场、家庭和国家行为的特定结构或文

化特征会对照料实践及其公正性产生何种影响［54］。

三、交织性视角与照料的社会组织

照料活动是人类的一项重要活动，维系着社会

的正常运作，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女性主义视野

下的照料研究有多种分析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女
性主义经济学、交织性视角等，侧重各有不同，但都

关注照料供给与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照料活动是如

何在社会上组织起来的? 照料的提供和获得是如何

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 特定的照料组织和分配形式

是如何形成的? 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正如上文指

出的，对照料劳动的认识需要超越私人化的文化认

知，摒弃公与私、金钱与情感、有偿与无偿的二元对

立思考模式，检视照料活动的社会运作也需要嵌入

特定的社会制度及文化脉络中，并将照料实践视作

一个浸润着权力关系的场域［18］。

下文主要引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开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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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主义交织性流派，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女

性主义关于照料不平等的讨论此前主要聚焦在性别

维度［46］［55］［56］，比如家庭内部的家务分担的性别差异

及其后果、性别的收入差异与女性主要从事与照料

相关职业之间的关系，等等［57］［58］［59］。随着交织性流

派在美国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将交织性视角引入

对照料的研究中，突破了性别的单一维度，进而认真

思考种族、性别、阶级等多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交

织关系，成为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拓展。其

二，本文着重将交织性作为一种分析策略进行引介，

该分析强调动态性( dynamic) 、关联性( relational) 和

系统性( systematic) ，侧重对照料的社会组织方式及

其历史变迁的研究，这对当下中国有关照料实践的

经验研究有借鉴意义。
( 一)“交织性”作为一种分析策略

交织性流派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女性主义

流派，源于黑人女性主义对以( 中产阶级) 白人女性

的经验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风起云

涌的年代，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1982 年，波士顿的一个黑人女性主义团体康比河发

表了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宣言》( Combahee Ｒ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1995) ，指出单一的“种族”或“性

别”框架都只部分地、不全面地分析了美国黑人女性

生活中的不正义，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都形塑

了黑人女性的经历［60］。黑人女性主义学者批判当时

的女性主义理论中预设了同一性别类别内部的一致

性，而这种一致性是以( 中产阶级) 白人女性的经历

为“标准”的，忽视了性别的内部差异，尤其是非白

人女性经历的特殊性，比如黑人女性身上所遭受的

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这使得研究者开始关

注多重压迫体系的交织影响，逐渐形成一种重要的

分析框架，并应用到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政治和

文化现实的分析中去。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运用交

织性视角研究社会议题和社会制度，并发展出一系

列分析概念、框架和具体方法，拓展了对社会不平等

的理解( 比如年龄、性取向、公民身份等) 。由此，交

织性流派成为美国近三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

义流派之一，跨学科、多问题视野以及不同研究方法

涌入交织性的研究。不同学者在使用”交织性“一

词时采用了不同的概念化方式，造成了这一领域的

“定义困境”———交织性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概念、

范式、阐释工具、方法还是理论? 学者们甚至自嘲:

“当我们看到一个交织性研究时，我们就知道，但就

是无法定义它。”［60］(P2)

不过，一个基本共识是，交织性一词是指“一种

批判性的洞见，即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族裔、国
籍、身体机能和年龄并非作为单一的、相互排斥的实

体进行运作，而是相互建构的现象，继而形塑复杂的

社会不平等”［60］(P2)。性别、种族、阶级等一系列的范

畴在交织性研究中不仅是差异或多元，而且是一种

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对多种形态权力关系的捕捉

是交织性理论的精髓，即“采取一种交汇的方式思考

关于同与异的问题及其与权力的关系”［61］(P795)。

交织性流派力图促成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其核

心是对于权力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关注。而实现的

途径，一是重视边缘的视角和知识，强调社会群体因

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不同“位置”而获得对于世界

的不同立场和知识，比如“立场理论”( standpoint theo-
ry) ［62］、“被压制的知识”( subjugated knowledges) ［63］;

二是将“交织性”当作一个分析策略应用到对社会现

象、问题、制度的分析中，这种分析策略的使用，在笔

者看来，恰恰是交织性视角最重要的贡献之一⑧。

简单而言，交织性分析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突

破单一范畴、二元对立的分析思路，关注阶级、种族、

性别等不同维度之间的交织建构、系统性关联。其

次，侧重动态化分化，注重“过程和情境”，分析影响社

会群体的境遇及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以及各种不平

等的关系和结构的历史建构与演变。最后，强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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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关于交织性流派历史变迁和主要观点的介绍，可参见郭爱妹:《交错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国外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

Collins，P． H．，“Intersectionality’s Definitional Dilemmas”，Annual Ｒeview of Sociology，2015，41( 1) : 1－20。笔者不再赘述，本

文侧重讨论“交织性”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在经验研究尤其是有关照料的研究中的使用。



观、中观与微观的勾连，比如采取历史—制度分析等方

法，关注影响群体身份形成过程的复杂社会系统和制

度，这些复杂的系统如何将性别、种族等因素嵌入所有

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源的分配等社会过程中［64］［65］。

在分析路径上，交织性视角侧重于动态性、关联

性和系统性分析。不同于将性别、种族、阶级等视为

一种静态的分类类别的视角，交织性视角侧重的是

动态化分析，可被视为一种不平等的形成理论，比如

“性别化”( engendering) 、“种族化”( racialization ) ，

即特定的性别、种族等不平等关系和结构的形成和

变迁过程; 需要考察的不仅是不同性别、种族、阶级

等内部的独立的经验，而且是不同性别之间、种族之

间、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性别化、种族化、阶级化

的过程并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相互交织互动的，并

嵌入于社会的各种运作之中。例如，个体的阶级认

同往往经由性别身份或性别表演来传达; 在大众传

媒中，贫困( 阶级) 的问题经常通过种族化的形式来

被呈现和进一步演化;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既是性别

化的，也是种族化的，通过诸如将特定的人群引入或

限制进入特定工作，性别和种族从根本上嵌入于、运
作在并且影响着特定社会中关于所有权、利润、劳动

的组织与安排［66］［67］［68］。与其化约为“资本主义”运作

的过程并且将阶级关系视为核心特征，交织性分析

将种族和性别视作内在于任何关于劳动剥削和财富

分配的过程中［69］。这样一种强调不平等的维度之间

关联性、相互嵌扣的分析，有别于社会学研究中常见

的只注 重 单 一 维 度，或 者 将 某 一 维 度 当 作“主 效

应”、其他维度当作“附加效应”的分析路径［65］。

交织性分析的系统性体现在将种族、性别、阶级

等不平等置于不同层面的社会运作中，既包括社会结

构( 比如规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一系列规则) ，也包括

文化层面( 比如对符号、语言、形象的调度等) ，同时也

不忽略群体与个体的行动，分析的对象涵盖社会政策、
制度、群体间互动、个体身份认同等。这样的一种分析

路径超越了量化社会学“检验假设”和质性社会学“寻

找模式 /机制”的传统模式，更专注于提供一种动态的、
非霸权式的分析来呈现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新洞见［65］。

( 二) 从交织性视角看照料

工作与劳动是交织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大

量细致的研究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职业分割、工
作家庭平衡，以及再生产劳动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

的生产与维系。笔者将重点介绍伊夫林·纳卡诺·格

伦和米格农·达菲两位学者的研究，以便读者更好地

体察交织性分析作为一种策略如何应用到经验研究

中。这两位学者的分析都具有历史维度，考察美国

照料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格伦的研究通过

对历史案例的深度分析来勾勒出阶级、种族、性别嵌

入于照料体制变迁的核心线索，达菲的研究则以量

化数据来展现变迁的整体样貌。
伊夫林·纳卡诺·格伦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跨学科的妇女和性别研究系和族裔研究系，她的

研究大量从交织性的视角切入分析美国的照料组织

以及当下“照料危机”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基础。格

伦将照料的社会组织(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e) 界

定为通过系统性的方式向需要的人群提供照料，并对

照料劳动的责任进行分配。格伦将照料的社会组织

置于美国社会一系列伦理、政治、经济困境的中心位

置，指出其已成为一个显性的公共议题，内生于经济

与社会的不公正以及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5］。

在 Forced to Care 一书中，格伦系统阐述了从 19
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至今，美国社会“照料的社会组

织”根植于多种强制( coercion) 形式，引导女性承担

照料家庭成员的责任，并使贫困、少数族裔以及移民

女性进入为他人提供照料的位置中。这些强制形式

在程度、直接性以及明确性上有所不同，但都起到了

限制和引导女性选择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得照料

劳动保持“廉价”，体现在家庭照料方面的“免费”以

及在有偿照料方面的“低薪”。格伦细致地展示出

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照料劳动如何经历了在市场、
家庭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断地重新组织，而在这

些变迁过程中，种族、性别、阶级又如何成为照料劳动

核心的组织原则［3］。例如，在 19 世纪美国从农业经济

到工业经济的转型中，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发展并

不均衡，这也构成了两种不同但交织的照料安排轨

迹。第一种是在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的领域里出

现的“自由劳动力”( free labor) 系统，在这些区域，劳

动者的家户以性别分工( 男性在外挣钱、女性在家操

持家务和育儿) 为主要特征。第二种出现在以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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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行业为主要产业的边缘地区，一直延续到 20 世

纪早期。在这些区域，劳动者的家户依赖男性和女性

都外出工作，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将有色族裔男性限制

在低收入、非机械化的劳动中，将有色族裔女性引入

为更高阶层的家庭提供家政服务和照料劳动［5］。

这些历史的印记在之后的安排中并未磨灭。有

偿的非抚育性照料劳动( 例如清洁、打扫、备餐等)

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大量从私人场所的帮佣工作

转变为公共场所“服务业”的一部分，但这些“脏活”
持续地被“派给”少数族裔女性。从前，她们作为帮

佣在私人家庭清洁打扫，而白人女性以家庭主妇和

女主人的形象出现，当这些工作从私人家庭转移到

公共场所时，少数族裔女性依旧主要聚集在不可见

的“后屋”( backroom) 工作，比如在医院备餐、打扫卫

生和清洗消毒病号服，而白人女性则更多集中在更可

见的、更有监管权的角色中，比如护士［17］。

格伦的分析不仅注意到政治经济变迁的一面，

而且注意到这样的照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如何与不

同的阶级、种族和族裔关系相互交织，包括一系列意

识形态的控制。比如，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早

期，美国民族主义崛起，主流社会力图改造那些被视

为背离“美国理想”的群体和个人，这些改革的举措

之一就是让精英和中产阶级女性变为“女性改革”
的主力军，教导和培育底层及少数族裔女性持家和

照料的“理想”，对底层女性进行“居家化”训练，例

如在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里对土著女性的培训、在

女子监狱对女囚犯的教化以及通过所谓的“美国

化”项目对非西欧移民女性进行“提升”。这些项目

强化着女性作为照料者以及作为家庭乃至国家的道

德基石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此同时，也体现出按照中

产阶级的女性照料标准重塑底层妇女是控制族裔与

阶层“他者”的内在组成部分［5］。

格伦的研究也触及了族裔群体之间的斗争如何

形塑照料的性别和种族隔离。比如在 20 世纪 30 年

代，医院从由医生掌控转变为一种盈利生意，兼顾成

本控制和医生权威，护理工作的合法性从原先的中

产阶级家庭化形象( “护士如同妻子，管理佣人但服

从于丈夫 /医生”) 转化为“专业性”。医院采取当时

开始流行的“科学管理”的方式，将计划和技术工作

与执行和体力工作区分开来，护理劳动被正式分为

高、中、低三种: 高等的专业护士从专业的护校毕业，

进行监管和计划; 中等的实践护士接受一年的培训

项目，进行病房清扫和日常护理; 低等的护士助理则

只需要经过 10 周的培训，承担病患生活照料、清洁

卫生等工作。大量非裔女性被招募进入中低等的护

理职业。以白人女性为主的专业护士，一方面倾向

于招收辅助性工作者来从事打扫卫生和其他事务性

工作，从而使得护士能够从事更为技术性的、职业化

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了争取自己的“职业地位”，积

极抗争并“限制”中低等护士的发展，以确保自己的

“地位”和“权威”。比如，白人护士群体力主控制对

实践护士的培训时间，避免她们过度培训从而混淆

身份，以为自己能与专业护士相提并论。医院管理

层利用专业护士的身份焦虑，一方面与专业护士合

作，另一方面限制下属护理工作者的职业流动和薪

资水平，向专业护士保证下属护理工作者薪资更少、
不能承担监管责任、“不是也不会是护士”，以此分

裂了“女性劳动力”群体，维系了建立在族群和性别

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由此可见，专业护士的工作乃

至职业地位依赖下属护理工作者从事低薪、缺乏上

升空间的“脏活”; 与此同时，通过维系相对于下属

护士的职业地位，专业护士维系自我地位，转移了之

前医生与护士之间的权威之争，从而使她们屈从于

医疗系统内的性别分隔，最受益的是作为盈利机构

的医院和作为医院权威的男性医生。换言之，种族

分化维系了医院内的性别分工和资本收益［17］。

除了案例分析之外，交织性的策略也被用于大样

本的数据分析中，比如社会学家达菲对美国“照料劳

动”历史进行了性别和种族的交织性分析，将格伦所

论述的少数族裔女性持续被“分配”到“脏活”的图景

进一步复杂化。她利用普查数据，考察了 1900－2000

年有偿照料服务的性别和族裔构成的变迁。以非抚

育性照料( 清洁打扫、食物准备、洗衣服务) 为例，在

100 年间，劳动人口中从事这类工作的比例从 6． 8%
上升到 8． 0%，但这类工作越来越多地从在私人家中

进行变为在公共机构里提供; 在这个过程中，从业者

中女性比例从 1900 年的 83%下降到 2000 年的 56%，

其中白人女性的比例显著下降，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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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女性以及男性的比例则显著上升。在对历史趋势

的分析中，达菲指出，非抚育性照料既是性别化的又

是种族化的，白人女性更多与私人形式的非抚育性照

料劳动挂钩，少数族裔女性则在私人和公共的非抚育

性照料中都聚集; 对男性而言，当这些劳动在私人场所

提供时，他们极少参与，但当这些工作转向公共机构时，

少数族裔男性则开始聚集其中。换言之，工作场所的

“公”与“私”之分与工作的性别化关系密切，而这些被

视为“脏活”的非抚育性照料工作则更多与少数族裔关

联［13］。而在抚育性照料方面，女性一直居于主导地

位，并且在 100 年间其比重进一步提升，从 1900 年的

55%上升到 2000 年的 80%，但依旧与种族分化密切

关联，有色人种女性大量集中在私人领域进行抚育性

照料( 比如育儿嫂) ，而白人女性则大量集中在公共

的、机构化的照料职业中( 比如教师、日托工作者) ［31］。

四、余论: 对中国照料研究的启示

本文简要介绍了以美国女性主义学界为主的、
跨学科的照料研究领域的兴起。研究者们打破了关

于照料为“私领域”、家庭事务的常识化认知，指出

照料的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复杂变动的系统，跨越了

“公”与“私”、“有偿”与“无偿”，结合了“市场”“国

家”与“家庭”。照料研究领域的发展既吸纳了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源，将照料

视为一种劳动，强调照料的社会价值及其与生产体

系的关系，同时涵盖了女性主义哲学、伦理学、经济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照料劳动作为一种强

调私人性、关系性、情感性劳动的特殊性，而这种特

殊性也成为照料劳动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和商业机

构、从无偿变为有偿过程中呈现的各种张力和矛盾

的内在原因之一。本文同时探讨了女性主义交织性

视角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如何纳入对照料的研究，尤

其是对照料活动如何在社会中被组织起来以及这样

的组织方式产生的后果的分析。交织性分析突破了

单一维度的局限，提供了洞察多种不平等关系交织互

构的复杂社会现实的有力工具; 关注在宏观的经济社

会变迁过程之中，不同的社会不平等形式如何被嵌入

在对照料的安排中，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

助力，裹挟着怎样的社会群体间的冲突和角力。
这些女性主义照料研究的理论洞见和交织性的

分析策略提供了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下中国现实( 比

如引言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的可能，有利于更为整

合性地思考中国照料劳动的社会组织、照料体系的

历史变迁以及与此相伴的各种问题。目前中国对于

照料的研究中总体而言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大

部分研究从单一维度进行切入，研究之间缺乏连接

与对话。比如，“家务分工”是性别研究的经典议

题，主要探讨性别不平等问题［70］［71］［72］; 近二十年来，

农村的养老问题和代际合作育儿也是热议的话题，

大多从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以及代际不平等角度进

行讨论［73］［74］［75］; 近年来，随着家政行业和有偿照料的

发展，对于家政工的研究主要从劳动社会学角度展

开［76］［77］; 作为社会热点议题的留守儿童问题主要从城

乡流动和城乡不平等角度出发［78］［79］。其次，与上一点

相关，在照料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公私”分化，比如，

对家庭照料的研究就局限在“家庭成员”之间，很少会

考虑到市场化和公共服务已经构成家庭照料实践的

一部分，也缺乏将家庭照料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

制度环境中进行考察。而对于家政服务的研究，很少

有对雇主家庭的关照，尽管月嫂、育儿嫂等照料劳动

是在“私人家庭”进行的。研究文献“公私分隔”“有

偿无偿分开”的路径似乎并没有跟上“公私混合”“市

场家庭”交织的照料现实。
依笔者浅见，对于中国的照料研究，需要推动整

体性的关于中国照料体制及其变迁的研究，从而帮

助我们更好地定位、关联和理解分散的照料实践。
关于中国照料体制的研究，“重返政治经济学”的路

径是近年来的一种呼声。随着西方照料危机的发

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重回理

论视野并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侧重于资本主义发展

过程中生产—再生产关系的边界划分及管理，将生

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张力视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

之一［3］［35］。例如南茜·弗雷泽( Nancy Fraser) 对西方

照料危机的分析指出，20 世纪下半叶，一种金融资

本主义的模式被建立起来，实际的工资下降，家庭工

资的模式失效，双职工的模式建立，工作时间增加，

而公共服务却减少了。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

开始侵入再生产的领域，另一方面家庭成员更多地

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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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得社区和亲属网络分担照料责任的功能衰减，

这导致了进一步的再生产与照料危机［80］。在对国内

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市场改革以来照料体制变迁的研

究中，政 治 经 济 学 也 是 一 个 比 较 主 要 的 研 究 路

径［81］［82］。但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社会

再生产”理论偏于宏观，其指导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

尚待发掘，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偏于宏观的

总体性论述，对于各种差异性的关注稍有不足⑨。
在这个意义上，加入更为中观的、注重复杂性的交织

性视角将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笔者看来，政治

经济学的视野与交织性的策略并不是竞争关系，二

者可以结合起来进行使用，以实现较好的补充。在

对政治经济变迁宏观论述的基础上，不忽略其他的

社会力量，尤其是所研究的社会情境中最重要的社会

不平等关系之间如何互动，以及它们如何与更宏观的

政治经济变革互动，即被后者吸纳到政策制定、市场

控制、意识形态传播等一系列宏观运作中，又如何因

此影响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中的群体和个体的境遇。
透过交织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照料体系，可

以深入思考中国目前性别化、阶层化的照料组织形

式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包含着市场改革的变迁，从

市场改革前的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认可，但从属于

生产劳动，照料组织在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加入了

大量的公共安排，转变到市场改革后“无偿照料”进

一步贬值( 成为生产领域需要缩减的成本) ，但照料

劳动通过商品化 /市场化获得( 经济) 价值，照料组

织重新转为以家庭为主，并将市场化作为家庭照料

的支持手段［83］［84］［85］。融入交织性的视角，我们可以

尝试提问: 在照料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变迁中，处于

不同社会位置( 阶层、城乡、地域等) 的女性和男性

以何种方式被卷入，对他们个人及其家庭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 我们的照料体制如何建立在性别、阶级

和城乡结构的交织关系之上，又对后者的动态变迁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考察关于照料的未

来想象，比如，家政服务的雇佣双方是否能够以及如

何建立起超越市场关系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 这样

的社会关系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城乡和阶层关系? 我

们能否以及如何建立起超越( 至少减少) 性别和阶

层不平等的照料体系瑏瑠?

在整体性的思考之下，我们可以拓展深化对无

偿照料和有偿照料的研究。首先，突破将无偿照料

仅限于家庭内部的研究范式，将其与公共议题相勾

连、与制度文化分析相结合。比如，对家庭照料的性

别和代际分工及不平等的分析，可以从家庭内部延

展到关注家庭外部的社会政策、劳动力市场、职场运

作、社会文化和群体互动，考察并反思照料角色在当

代中国情境中的性别与代际特质的形成、维系与变

迁及其衍生的后果，即女性( 以及老人) 是如何“进

入”照料者的角色? 又是如何“抵抗”的? 更具体来

说，比如关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一方面突破关于

女性选择和策略的套路，考察家庭环境和互动;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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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正如研究者指出，很多国家有着不同的照料体制，照料供给在国家、市场、家庭和社区的分配组合形式不同。参见 Ma-
hon，Ｒ．，Anttonen，A．，Bergqvist，C．，et al．，“Convergent Care Ｒegimes? Childcare Arrangements in Australia，Canada，Finland and
Sweden”，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012，22( 4) ; Soma，N．，Yamashita，J．，Chan，Ｒ． K． H．，“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Care Ｒegime Analysis in East Asia”，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2011，27( 2) ; Ochiai，E．，“Care Diamonds and Wel-
fare Ｒegim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Bridging Family and Welfare Soci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2010，18( 1) 。
一些学者指出，交织性理论在分析中国情境时需要注意体制差别，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差异，不能忽视国家在政治

和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可参见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依笔者浅见，交织性的分析多将社会政治变迁以及国家的力量作为背景来讨论，将笔墨聚焦在中观层次的

分析，而一些经典研究将交织性的分析嵌入在对国家政策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分析之中，比如格伦在关于美国照

料体系的分析中就未曾忽视国家的力量，包括政策、法律层面( 比如福利政策和移民法令) 的变动及其后果，以及国家发

动( 或参与) 的各种意识形态建构( 比如关于恰当的女性气质的建构) ，参见 Glenn，E． N．，Forced to Care: Coercion and Car-
egiving in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在中国，国家的介入手段可能与美国有所差别，比如在照料市场化方

面，美国很可能通过政策、税收等间接干预，而中国可能通过扶贫干预、下岗干预甚至办理中介等方式较为直接地干预

引导下岗女工、流动妇女和城乡贫困妇女进入这一领域。



方面，我们需要追问，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条件下，

它变成了一个“个人的”且往往是“女性个人”的问

题? 再比如，母职惩罚是关于照料女性化的社会后

果的一个经典议题瑏瑡，但在中国代际合作育儿的情

况下，家庭照料的性别惩罚又呈现出怎样不同的样

貌? 这背后融汇着性别与代际的交织，也架构起家

庭与职场之间的桥梁瑏瑢。
我们需要推动考察家庭照料的社会条件的研

究。无偿照料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但要避免将之

仅仅视为“家庭”事务，而是要将家庭照料置于更大

的社会情境中，考察影响家庭照料运作的社会和制

度环境，包括社会政策、机构设置与文化( 比如工作

单位) 、社区条件和环境等，进而探讨家庭照料得以

良性运作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

远远不足瑏瑣。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目前家庭照料

负担过重、家庭照料危机是各种社会支持性条件不

足的一个表现，比如缺乏对家庭照料者进行合理补

偿和有效支持的相关政策、企业总体上缺乏家庭友

好举措、大量居民社区缺乏有利于育儿养老的配套

设施以及社会文化中对于“家”文化的过度强化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非亲属( 非市场的) 照料

网络的搭建等; 另一方面，研究也可将触角伸向各种

正在发生的支持性实践，比如一些企业为了吸引和

留住人才而开办幼儿园，微信妈妈群似乎也成为年

轻母亲育儿的重要支持性力量瑏瑤。
在当代的家庭照料实践中，“差异”和“分化”是

尤其值得关注的。这些差异和分化具有阶层性，但

不仅仅限于阶层。比如，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充斥着

忙碌而“缺席”的父亲，也涌现出一批新式奶爸( 全职

爸爸) ; 在流动人口中，研究者也观察到男性家庭职能

的变化，一些流动男性因从事的工作( 如出租车司机、
小贩等) 比在工厂打工的妻子时间更为灵活，因此承

担了更多的家务、子女接送和照料工作，另一些则坚

持将被妻子“侍奉”视为男性家庭地位的表现［86］。对

一些家庭而言，亲属网络有用且有效，另一些家庭则

已经失去了功效。在国家政策中，不管需要照顾的是

老人还是儿童，“家庭”都被视为照料劳动的主体，但

是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对儿童的公共介入更少，使

之更具“私属化”特质，而反过来，家庭对儿童抚育和

教育的投入往往超过了对老人的投入。在照料的社

会性支持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行业、职业和体

制内外的差别［87］。未来的研究不仅要记录和描述这

些分化，还需要去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异，比起某种单

一趋势性的预测，对于分化和差异的深入研究可能更

符合现在多元经济形态与性别意识形态的互动，从而

形成某种“整体图景”。这样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打

破对“标准化”家庭( normative family) 的认识误区，从

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家庭照料运作的可能途径。
其次，积极拓展关于市场化照料及其后果的研

究，从而更为恰切地理解中国的照料实践以及无偿

照料与有偿照料之间的密切关联。近 20 年来，月

嫂、保姆、家庭教师、小时工纷纷进入城市家庭，而越

来越多的亲密照料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养老院、托儿

所、月子中心等; 与此同时，与照料、社会再生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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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关于母职惩罚的介绍，可参见南希·福布尔( Folbre，N． ) 著，宋月萍译: 《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 基于性别视角的

审视》，《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5 期; Anderson，D． J．，Binder，M．，＆ Krause，K．，“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Ｒevisited:

Experience，Heterogeneity，Work Effort and Work-Schedule Flexibility”，Industrial ＆ Labor Ｒelations Ｒeview，2003，56 ( 2 ) ; An-
derson，D． J．，Binder，M．，＆ Krause，K．，“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Which Mothers Pay it and Why?”，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2002，92( 2) 。
例如老人对于家务料理的帮助对于女性就业有促进作用，可参见乌静:《个人禀赋与家庭责任: 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影

响因素》，《社会发展研究》2019 年第 4 期。
目前有不少关于中国养老、育儿等政策分析的研究，但大部分聚焦于文本本身，对政策影响的深度分析还相对有限，而

对其他社会条件的考察则几乎空白，可参见甄小燕、刘立峰:《我国养老政策体系的问题与重构》，《宏观经济研究》2016
第 5 期; 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 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9 期; 马春华:《儿童照

顾政策模式的形塑: 性别和福利国家体制》，《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5 期。
参见界面新闻的网络报道:《京东集团开了托儿所又开幼儿园》，https: / /www． jiemian． com/article /1717939． html; 经济观察

报的网络报道:《你们公司给员工办幼儿园吗? 企业办学 2． 0 时代到来》，https: / /www． sohu． com/a /271625143_118622。



产业的蓬勃兴起，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涌

入、就业增加，国家和资本协力打造一个“专业化”
的照料产业。家政服务“专业化”和“正规化”的过

程，总体而言对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导向”、对照料

劳动者进行着更大的制度制约和实际管控; 从各种

相关条例和行业实践来看，购买家政服务的家庭被

界定为“消费者”，而免除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将这些家庭界定为“雇主”所 需 要 承 担 的 法 律 责

任瑏瑥，但目前照料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专业化”“公

司化”带来的成本转嫁和期望提升也为雇主带来了

焦虑与不满。这个过程也在家政女工群体内部造成

了分化，制度化的工种和等级的分化又往往与劳动者

的年龄、籍贯、城乡身份等紧密勾连。与此同时，家政

行业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与各地

的市场供需、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对照料劳动、劳动者

权益的公共认知等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有关。
毋庸置疑，照料产业的发展给家庭照料带来巨

大的影响。一是家政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可以从根本

上视为一种照料的阶层转移( 以及城乡转移) ，以这

种转移的方式来减轻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性别和代

际张力，从而一定程度上调整并维系着城市家庭内

部的分工和权力关系。二是照料行业雇佣的大量的

女性劳动力，其中已婚已育农村流动妇女和城市中

下层女性成为主力军，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者

的家庭结构和关系。比如，我们在对北京和济南家

政女工的调研中发现，40% 的家政女工的收入是家

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占家庭收入 60% 以上) ，另外

20%的家政女工收入与丈夫相当 ( 占家庭收入的

40% －60% ) 。与此同时，这些女性将照料劳动转移

到中产阶级雇主家庭之后，其家庭内部的分工和关

系如何进行; 长期分居、生活在不同屋檐下的现实，

也对照料服务者的家庭维系提出了巨大挑战瑏瑦。
透过女性主义照料研究的理论棱镜和交织性的

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发展出新

的提问方式和切入视角，更敏锐地捕捉在宏观体制

变迁、经济转型、生产再生产关系变动中中国市场化

照料实践的复杂现实。我们可以从具体而真实的问

题进入，进而梳理出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和机制。第

一，关于照料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与变迁及其背后的社

会形塑力量。比如，为什么“四川 /南方阿姨优先”，而

“东北 /河南阿姨无缘”? 为什么 20 世纪 80－90 年代

加入照料市场的是小保姆( 未婚，20 岁左右) ，现在

却变成了“阿姨”( 已婚已育，30－50 岁) ? 第二，关

于有偿照料中的性别、阶层与迁移。比如，为什么农

村的留守儿童是问题，而城市的“丧偶式育儿”只是

“吐槽”? 这二者之间有何关联? 第三，关于商业化

照料的“得与失”。比如，家政业的兴起、照料的商

品化以及更新近的“职业化”，谁是受益者? 以何种

方式受益? 代价又是什么? 谁在承担? 从个人角度

而言，得与失难以简单分割，往往充满了个人的伦理

挣扎。比如，当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家政女工的孩子身

患重病时，雇主提出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将其送

到最好的医院，但前提是，家政女工必须留在雇主家

里而不能亲自照顾孩子，这是家政女工所面临的伦理

选择的极端版本，而更寻常的版本则是: 是外出挣钱

送孩子去县里的好学校，还是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而

对于雇主家庭，何尝又没有挣扎? 母亲们如何重新界

定照料工作中“不可替代”与“可替代”的部分，以便

重新分工，建构自身的地位? 如果日常的照料被不断

“外包”，家庭生活剩下的是什么? 家人间的纽带以何

种方式维系? 这些看似个体的挣扎背后，是我们嵌入

在照料体制、照料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通

过一个个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来抽丝剥茧、管中窥豹。

关于照料的研究，直指女性主义的根基。在历

史上，女性主义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是女性赋权，

女性应该展现她们的天分，发挥一切潜能，和男性并

肩。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个传统比较容易纳入市

场改革以后“个体主义”框架中，在现实层面，则更

多地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拥抱，在 ( 中产阶

42

瑏瑥

瑏瑦

相关法规可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 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content /2019－06 /
26 /content_5403340． htm) 以及各省市的相关家政条例。
文中提到的家政工调查的数据介绍，可参见萨支红等:《家政工生存状况研究: 基于北京、济南市被访者驱动抽样调查》，

《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4 期。



级) 社交媒体中被显性化，是一种关于性别的“进步

认知”。另一个是“抚育”价值的传统，重视并强调

照料 /关怀他人的责任和价值。这往往因为女性长

期从事照料工作而具备某种特质，而并非女性天生

使然。这个价值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往往被轻视乃至

忽视，重新思考照料，必须在强调抚育、再生产的公共

价值、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同时，警惕将照料“女性

本质化”，进而将其变成对女性的道德压迫。重新思

考照料也必须正视照料的社会组织已日益吸纳了市

场力量进行阶层转移、牵动城乡迁移的事实，关注照

料者和被照料者双方需求，在满足照料的权利和劳工

的权益之间寻求平衡。重新思考照料还要求我们整

体性地思考在照料的社会安排中，国家、社会、企业和

家庭应该如何担负起责任，共同应对“照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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