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传统中国素以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分工模式而著称， 但在过去 60 多年中， 这种内外有别的

分工模式因女性普遍的社会劳动参与而得以重构， 两性社会劳动参与的 “外—外” 格局业已形成。 然

而， 在这种宏观和家庭背景下， “女主内” 的传统依然顽固地存续着， 并从过去主要承担家内劳动转变

为肩负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责任。 这种 “内—外” 双肩的劳作模式可能对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责

任带来巨大挑战， 并进而制约她们的经济活动、 政治参与和终身发展。

为什么 “女主内” 的家务分工模式未能随着女性普遍的社会劳动参与而得以相应改变呢？ 对于这个

问题，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学界从性别观念、 资源多寡、 时间可及以及家庭情景等多个视角进行了十分

深入也极为全面的研究， 并提出了私人场域 “停滞不前的革命” （stalled revolution） 理论主张。 [1] 但在中

国， 家务分工问题一直都被当成私人空间的私事而未引起关注。 然而， 在现代社会， 除地理空间的界分

外，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分割， 公共空间的事件和行为渗透到私人领域， 反之亦

然。 研究发现， 家务分工模式以及对其公平性的感受可能影响家庭形成、 婚姻质量、 个体健康、 职业分

化、 收入水平、 劳动效率、 生育水平以及其他社会公共福利。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因此， 任何促进性别平

等的努力都不能漠视私人领域的不公， 不能将私人空间的事件完全归之于私事而置之不理。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继续关注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 提出父权制度框架下 “女性策略”

的理论视角， 补充阐释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 同时， 使用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 描述在过去

20 年中两性之间家务分工的变动趋势， 分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女性策略的合理性， 回答前面

2014 年第 2 期

传续与策略：1990—2010 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

杨菊华

作者简介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过去 60 多年中， 中国男女两性社会劳动参与的 “外—外” 格局业已形成， 但女性依旧未能

相应卸下繁重的家务负担， 并从过去主要 “主内” 转变为肩负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责任。 本文提出

“女性策略” 视角， 补充解释男性依旧 “主外”、 而女性 “内—外” 兼顾格局的原因， 认为在父权制度建构

下， 女性可能将家务作为一种资源， 将做更多的家务作为维持婚姻稳定及家庭和谐的一种策略。 同时， 利用

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 检验该视角的合理性。 结果表明， 尽管平等的性别角色

观念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 但在主客观条件均同的情况下， 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远远超过男性，

且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也未明显降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为女性策略视角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

[关键词] 家务分工 角色观念 时间可及 资源多寡 策略手段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4） 02-0031-11

政 法 社会学

31- -



的研究问题。

家务分工模式是最能体现私人领域性别观念和性别行为的指标之一， 而关注中国的家务分工更有特

殊意义。 中国虽有着深厚的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文化传统， 但当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之首，

且经济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大量的非农工作和纵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改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13] 促

进了更为平等的家务分工。 [14] 这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矛盾情景提供了一个研究家务分工的绝佳场域， 也

为探究家务分工性别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 重构私人领域的性别模式提供了一个契机。 从现实上看， 对

家务分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私人领域性别差异的现状、 原因及其与宏观背景的互动， 探寻制约女性

终身发展的因素， 为推进公域和私域的性别平等提供参考借鉴。

一、 文献梳理与理论阐释

家务分工的性别模型是多国或地区的共同特征。 对于这种现象， 学界从多个视角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

（一） 现有实证研究和理论视角

通过对中国家务分工文献的系统、 全面梳理， [15] [16] [17] [18] [19] [20] 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一是跨国比较

研究表明， 中国男性相比于邻国日本和韩国的男性， 家务劳动参与度更高； [21] [22] 这表明， 女性更多的社

会劳动参与和性别平等理念的倡导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 越来越多的丈夫参与

家务， 且做更多的家务。 二是妻子主内的家庭角色实质未变： 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即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依旧大大超过男性。 尽管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因家务结构、 城乡居住、 [23] [24] 时期

有别， 但日常家务始终以妻子为主， 85％以上的家庭都是如此； 她们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

性多 2.7 小时， 且在 1990 和 2000 年两次妇女地位调查期间， 两性家务劳动时间之差仅缩短 6 分钟。 [25]

同样， 尽管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促进了性别观念日趋平等， 且女性愈发普

遍的社会劳动参与也将更多的丈夫带入私域之中， 但西方女性的家务时间仅略有降低， 她们家务劳动时

间是丈夫的两倍多。 为此， 学者提出了性别角色观念、 时间可及、 资源多寡或权力关系、 经济理性等视

角， 试图解释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 囿于篇幅， 本文主要列出少量近年的研究文献； 稍早的文献可参考

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 [26]

性别角色观念视角关注个体的性别角色定位， 突出人的文化特性。 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 潜移默化

地默认了原生家庭父母教养分工的性别意识， 逐渐内化了约定俗成的 “丈夫养家糊口， 妻子相夫教子”

的文化传统， 形成了适合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 养成了布迪厄所言之惯习 （habitus）， 并在人际

互动中， 将之实践于自己的家务及教养工作之中， 从而不断强化和再生产着性别角色观念。 是否参与家

务劳动是宣称性别角色观念的途径之一； 平等的性别观念淡化家务内劳动的性别界限， 反之亦然。 与其

他因素相比， 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务分工的影响最为重要， [27] 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 制约其他因素发生及

作用。

资源多寡视角突出夫妻之间结构性资源的差异， 认为这种差异必然带来不同的个体功效， 影响协商

能力， 进而作用于家务参与。 [28][29] 对家庭资源贡献较多的一方， 协商能力可能越强， 越可能较少参与、

甚至逃避家务， 且相对资源对家务分工的影响更大。 收入较高的妻子会减少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 提高

丈夫的家务参与， 但二者的关系因测量指标而异， [30] 且资源对夫妻家务的影响并不对称。 收入再高， 妻

子也难以完全退出家务劳动； 而且， 其收入对家务劳动的减少并非线性关系 [31] （例外请参见 Evertsson
and Nermo、 [32] Kan[33]）。

时间可及视角强调家务分工的客观性， 认为时间相对充裕的一方可能承担更多的家务。 就业状况、

工作性质和日程影响自己和配偶的家务参与。 [34] 国家层面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率也与男性的家务劳动参

与正向相关， [35] 但夫妻之间最多只是均摊， [36] 男性很少承担大部分的家务。 而且， 即便失业的丈夫时间

充裕， 但 “男性尊严” 和 “男性气质” 驱使他们远离家务， [37] 表明时间可及并不必然促使丈夫更多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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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家务， 而是受制于性别角色观念。

经济理性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突出了人的经济理性， 并与结构功能主义密切相关， 即劳动分工的性别

模式既可维持家庭内部的关系， 亦可使家庭利益最大化； 它关注夫妻之间在家庭和社会劳动中的相互配

合和分工协调。 帕森斯认为， 为维持家庭系统的最佳运行， 夫妻之间进行劳动分工， 丈夫承担工具性的

功能， 即注重职业的、 教育的和政治的外部活动； 妻子专注家庭内部事务， 相夫教子， 维持家庭内部关

系。 同样， 微观经济理论专业化视角认为， 由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 而女性在家内劳动生产方面享有优

势， 二者配合可使家庭利益最大化， 并由此而导致女性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 [38]

显然， 在群体层面， “谁承担更多的家务” 这个问题已无争议； 但是， 研究一致表明， 即便两性的

条件相同， 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依旧大大超过男性， 且不少女性、 [39] 包括知识分子[40] 认为这样的分工模

式是公平的。 可见， 在 “男主外” 格局被突破的情景下， 为什么在中国女性普遍参与社会劳动的情况

下， 在性别角色观念、 资源多寡、 时间可及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她们依旧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呢？ 这个问题不能由上述理论完全解释， 尽管前述的理论视角均有合理性， 也十分重要。

（二） 女性策略理论视角

为此， 我们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补充上述理论解释， 更好地回答该问题。 我们认为， 在两

性社会劳动参与 “外—外” 格局早已形成， 但父权制度依旧主宰公域的资源分配、 私域的权力关系的宏

观和家庭背景下， 女性可能将家务作为一种资源， 而将分担更多的家务用于经营婚姻、 维持家庭和谐的

一种策略和途径。

夫妻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需要有效的维持手段。 在高生育率时代， 子女是维系和增进夫妻感情的

主要纽带， 也是女性藉此维持或提升自己家庭地位的资源； 当然， 在多子女时代， 家务自然也更多， 女

性的负担也更重， 但女性将做家务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性别角色观念使然。 在低生育率时

代， 尽管维系夫妻感情的手段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 但就私域而言， 可用于维持夫妻感情的纽带减少，

必须找寻其他手段予以补充。 家务不同于受教育程度、 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这些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

经济资本， 故很少会有人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待家务。 但是， 若家务劳动可给女性带来稳定感、 安全感，

并维持家庭和谐与稳定， 则一直被看成负担的家务也可能被有意识地当成资源而加以利用。

在家庭中， 不论是做常规性家务还是抚幼养老， 夫妻的共担必然形成一条纽带， 促进互助互信、 情

感温暖、 关系亲密、 家庭和谐。 由于总体而言， 女性在婚姻中依旧处于弱势， 离婚的风险更大、 成本更

高， 故她们必须主动地经营婚姻； 家务上的付出与承担有助于夫妻体会到共建家庭的喜悦与感动， 防止

丈夫离心离行， 是维持夫妻关系、 增进夫妻情感的有效途径。 因此， 尽管女性普遍就业， 经济独立， 并

贡献家庭， 但鉴于在公域的弱势和传统的惯习， 她们未能或许也并不愿意卸下家庭责任， 因为家庭是她

们可以坚守的一片阵地， 而家务的承担使这种坚守成为可能。

不过， 不同女性采用该策略的动因可能有别。 对于地位较低的女性， 她们可能希望通过做好家务而

得到 “治家有方” 的认可和肯定， 进而维系夫妻关系、 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对于在事业上较为成

功的女性， 她们也需要处理好家庭内部事务， 平衡好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不至于成为一个只有事

业、 没有家庭的 “女强人”； 同时， 通过做更多的家务表现对丈夫应有的尊重， 以减轻丈夫的心理压力，

亦避免因社会上的成功而可能产生的忽视家庭的歉疚感。 也只有做好 “分内之事”， 她们才能更好地得

到家庭对她们在社会上打拼的支持。

那么， 为什么地位低的男性不需要通过做家务来经营婚姻、 而成功的男性对于不做家务并无负疚之

感呢？ 究其根源， 男性与女性的差别正是父权制度的产物， 即不能脱离父权制度来理解女性的这种策

略。 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 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更大的选择， 离婚的风险较低、 成本较小； 而且， 他们

不做或少做家务是理所当然、 甚至天经地义的， 而女性 （即便是事业上十分成功的女性）， 不做或少做

家务则是没有对家庭尽职尽责。 因此， 她们这种看似自我选择的策略和手段本身透视出的是女性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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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尤其是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 根植于父权体制， 且在该制度框架之下践行的。 但是， 女性策略不同

于性别角色观念， 因为策略是主动的选择， 尽管选择本身是无奈的； 而角色观念是被动的接受。

不过， 家务究竟是否被当成一种资源、 并用于维持婚姻稳定和家庭幸福的一种策略， 既需要进一步

的理论思考、 修正和完善， 也还需要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而予以检验。

二、 数据与方法

本文利用 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 分析丈夫和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分

配。 样本为 18—55 岁在婚之人。 在剔除所有所用变量的缺失个案外， 总样本量为 48982 人； 其中， 女

性 26614 人， 占全部样本的 54.33%； 男性 22368 人， 占全部样本的 46.67%； 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有 16683、 14723、 17576 样本。

受访者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因变量。 三次调查的问法有较大出入。 1990 年问的是昨天用于日常

购物、 做饭、 洗衣和其他家务的时间； 2000 年调查和 2010 年调查均有两种问法， 但又各不相同。 2000
年一种问法是昨天用于做饭、 家务清扫、 洗衣、 其他家务劳动的时间， 没有具体问及日常购物的时间；

2010 年的调查只是笼而统之地问到受访者每天总的家务劳动时间 （含做饭、 清洁、 照顾家人、 日常采

购等） 或某些具体家务的承担频度 （即从不、 很少、 约一半、 大部分、 全部）， 没有问及受访者花费在

某项具体家务的时间。 出于可比性， 在定义各 时点家务劳动时 间时， 采用统一的 标准： 将 1990 年、

2000 年调查的多项家务劳动时间进行加总， 生成各期每天总的家务时间 （测量为分钟）， 以与 2010 年

的兼容。 由于每次调查都问及 “其他家务”， 故这里的家务劳动时间除传统的女性家务外， 可能也包括

了男性家务。 这意味着， 文中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可能小于仅包括女性家务的差距。

如何选择主要自变量既是一个方法问题， 更是一个理论问题， 既要突出家务分工的性别特征， 也须

有效且简明地回答研究问题， 故主要自变量涉及受访者的性别角色观念、 资源多寡、 时间可及和性别策

略。 （1） 性别策略测量为女性 （男性为对照组）： 若其他条件相同， 但家务分工的性别区隔依旧明显， 或

可认为， 至少其中的部分原因与女性的婚姻和家庭策略有关。 （2） 性别角色观念利用两个指标予以测量：

是否认同 “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 是否愿意孩子跟随母姓。 鉴于 “男外女内” 指标直接

反映人们对家务分工的认识， 跟随母姓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认知， 故二者可有效测量观念的平等性。

（3） 时间可及： 测量为工作时间、 通勤时间 （分钟/天）； 同时， 职业和就业状况亦反映时间是否可及。

不在业者拥有更多的做家务时间， 而干部的工作日程多缺乏弹性、 技术人员的工作要求大量的时间投

入， 且二者的地位较高， 故用于做家务的时间相应减少。 因此， 不在业者分担的家务活应该是最多的，

其次为其他职业， 最后为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个类别。 （4） 资源多寡： 绝对资源测量为受访者个人、 相对

资源联合考虑夫妻二人的教育和收入； 基于夫妻的绝对资源， 生成相对资源： 夫妻相同， 自己较高， 配

偶较高； 文中将夫妻月收入之差在±120 元之间的取值定义为 “夫妻相同”。 即便绝对资源不多， 但若高

于配偶， 则他 （她） 对家庭的贡献可能相对更大， 进而影响各自的家务行为。 此外， 本文控制受访者的

年龄、 户籍、 子女数量、 所在地区、 调查年份。

三、 描述性分析结果

全部样本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169.02 分钟， 而男

性和女性分别为 94.91 和 231.31 分钟， 表明即便本

文考虑到男性家务， 性别之差依旧凸显， 女性的家

务时间几乎是男性的三倍。 同时， 均值掩盖了不同

时点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异 （见图 1）。 一是在过

去 20 年间， 18—55 岁在婚两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均

呈下降趋势： 从 1990 年的 207.8 分钟降至 2010 年

的125.1 分钟， 降幅巨大。 二是无论在哪个时点， 女 图 1 1999—2010 年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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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大大超过男性。 三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 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 距仅有微弱缩小，

没有本质改变。 可见， 尽管 2010 年， 越来越多的家

庭拥有私车或私房 （故而男性家务时间可能增多），

但家务分工模式依然如故。

图 2 展示了两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的具体分布。

无论在哪次时点， 男性最左边的条柱 都是最高的，

即他们家务劳动时间为 0 的比例很高， 而女性家务

劳动时间为 0 的比例很低。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男性家务劳动时间 （1） 为 0 的比例呈上升态势， 从

1990 年不到 20%升至 2010 年的 30%以上； （2） 右

偏态分布特征更为明显 （见各图的正态分布线）， 而

女性的基本呈正态分布。 这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男

性或男性越来越多倾向于不做家务或少做家务， 而

女性始终承担较多的家务。

表 1 描述了全部样本和分性别样本的基本特点。

样本中女性比例略超过男性； 约一半样本认同 “男

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 且女性比例略高

于男性， 女性愿意子女随母姓的比例也大大超过男

性。 可见， 这两个指标虽都用来测量性别观念， 但

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理念。

在时间可及的指 标中， 性别差异也 较为明显：

一是男性的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都超过女性， 工作

时间超过女性 100 多分钟， 这无疑成为男性家务劳

动时间低的一个原因； 二是女性不在业或其他职业的比例均超过男性。 就资源多寡而言， 分别约 1/3 的

样本受过小学及以下或初中教育， 超过两成之人受过高中/技校教育， 约一成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

但性别差异同样明显： 在低等教育层级 （小学及以下）， 男性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 而在较高的教育层

级， 他们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更大， 女性的收入均值大约只有男性的一半， 但标

准差巨大， 表明在女性群体内， 个体收入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相对资源方面， 占 43.85%的夫妻受教育

程度相同， 但对男性而言， 配偶的受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比例仅占 14.49%， 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高于

配偶的比例超过 40%， 对女性则刚好相反。 职业也呈现出类似特点， 但差异不如教育明显。 配偶之间的

收入差距更大： 夫妻收入大体相当的约占四成， 但就男性而言， 配偶收入高于自己的不到一成， 50%以

上男性本人的收入超过配偶； 反之， 在女性人群中， 配偶收入高于自己的超过 40%， 而自己收入超过丈

夫的仅有 12.10%。 可见， 男性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 而这样的特征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

样本的年龄、 户籍、 子女数量、 所在地区等控制变量的分布也具有不同特点， 两性之间亦有不大的

差别。 同时， 我们还分析了三个时点全部样本和分性别的样本特点， 发现大部分变量在不同时点存在较

大差异， 尤其是工作时间、 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户籍、 子女数量等。 此外， 我们也分析了自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比如， 图 3 表明， 工作时间、 通勤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

限于篇幅， 描述性分析结果多未予展示。

四、 模型分析结果

本部分对数据进行模型分析， 由于因变量为连续测量， 也由于其分布的偏态系数仅为 1.3， 故采用

图 2 1999—2010 年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具体分布

（纵轴单位： 比例）
注释： 图中曲线为正态线。

图 3 工作时间、 通勤时间与每天家务劳动时间关系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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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线性模型。 不过， 考虑到省际之间样本的家务分工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而同一省内样本的家务分

工可能具有相似性， 为了纠正因聚类造成的标准误的低估， 模型分析使用稳健标准误予以纠正。 下面首

先分析全部样本 （表 2）， 然后分析区分性别的平行样本 （表 3）。 表中还列出标准化系数， 以便比较各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

（一） 全部样本 OLS模型分析结果
表 2 展示了两个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1 仅包括主要自变量， 考察性别策略、 性别观念、 资源多寡、

时间可及对因变量的作用； 模型 2 在此基础上又纳入年龄、 户籍、 子女数量、 地区、 时点。

全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主要自变量

女性 54.33 - -

认同 “男外女内” 48.88 46.67 50.74

愿意孩子随母姓 57.94 49.04 65.41

时间可及

工作时间 352.01 （217.38） 409.15 （194.58） 303.98 （223.82）

通勤时间 32.24 （41.39） 38.69 （45.50） 26.82 （36.72）

11.66 12.21 11.19

37.53 39.74 35.68

48.84 46.45 50.86

1.97 1.60 2.28

绝对资源

31.39 23.89 37.69

36.16 38.81 33.93

22.59 24.94 20.61

9.87 12.36 7.77

7821.79 （32511） 10392.85 （29382.7） 5608.39 （34829.6）

相对资源

43.85 43.83 43.87

28.45 14.49 40.19

27.70 41.68 15.95

51.97 52.62 51.43

26.32 21.55 30.32

21.71 25.82 18.25

40.42 39.10 41.53

29.39 9.21 46.37

30.19 51.69 12.10

控制变量

年龄 38.40 （8.55） 39.05 （8.48） 37.85 （8.57）

农村户籍 51.97 51.00 52.79

子女数量 1.74 （1.05） 1.72 （1.05） 1.76 （1.06）

所在地区

华北 20.62 20.62 20.62

东北 10.05 10.17 9.96

华东 25.88 26.30 25.53

华中 12.24 12.10 12.36

华南 9.55 9.13 9.90

西南 11.30 11.15 11.43

西北 10.5 10.53 10.20

调查年份

1990 34.06 35.17 33.13

2000 30.06 28.97 30.97

2010 35.88 35.86 35.90

受教育程

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

度

夫妻相同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职业地位

夫妻相同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收入水平

夫妻相同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性别观念

职业

类型

干部和技术人员

办事员和服务人员

其他职业者

不在业者

表 1 全部样本及分性别样本的基本特点
（单位： 比例/均值 [标准差]）

注释：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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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在这两个模型中， 即便样本的其他条件都一样， 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仍超过男性家

务劳动时间 100 多分钟； 而且， 从标准系数可知， 在所有自变量中， 性别的作用仅次于工作时间， 表明

虽然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少与他们工作时间长有关， 但性别仍是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长的重要原因。 由于模

型控制了性别观念、 时间可及、 资源多寡， 以及年龄、 户籍、 子女数量、 地区、 时点等要素， 我们是不

是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来阐释性别差别。 一是遗漏变量的影响。 如此强烈的性别作用可能未必全由性别

本身而起， 也有部分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一些研究表明， 父母、 子女对家务劳动的帮助或家务劳动的社

全部样本 （模型 1） 全部样本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标准系数 系数 标准误 标准系数

女性 101.49 1.22*** 0.36 102.45 1.16*** 0.36

性别观念
不认同 “男外女内” 8.05 1.03*** -0.01 0.81 1.01 0.00

愿意孩子随母姓 -3.24 1.04*** -0.01 0.81 1.01 0.00

时间可及

工作时间 -0.22 0.00*** -0.34 -0.25 0.00*** -0.38

通勤时间 -0.18 0.01*** -0.05 -0.19 0.01*** -0.06

18.35 1.95*** 0.06 18.63 1.97*** 0.07

7.32 3.92 0.01 17.71 3.73*** 0.02

绝对资源

-17.67 1.31*** -0.06 -6.81 1.33*** -0.02

-21.73 1.65*** -0.06 -7.49 1.71*** -0.02

-33.67 2.28*** -0.07 -4.97 2.38* -0.01

-5.95 0.51*** -0.04 -0.24 0.49 0.00

相对资源

2.41 1.25* 0.01 3.04 1.20** 0.01

-2.76 1.29* -0.01 -9.22 1.24*** -0.03

-48.63 1.28*** -0.16 2.91 1.48* 0.01

-54.71 1.28*** -0.18 -11.17 1.55*** -0.04

控制变量

年龄 - - - 1.39 0.48** 0.08

年龄平方 - - - -0.02 0.01*** -0.07

农村户籍 - - - 5.80 1.38*** 0.02

子女数量 - - - 3.20 0.58*** 0.02

-- - - 0.66 1.80 0.00

- - - -4.32 1.40** -0.01

- - - -9.21 1.69*** -0.02

- - - -11.48 1.86*** -0.02

- - - -11.38 1.76*** -0.03

- - - 2.89 1.82 0.01

受教育程度

＜=小学 （对照组）

初中

高中

＞大专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夫妻相同 （对照组）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收入水平

夫妻相同 （对照组）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截距

样本量

Adj R2

-

-

-

230.05

48916

0.41

-

-

-

2.68***

-

-

-

-42.70

-104.56

226.51

48916

0.47

1.53***

1.64***

9.43***

-0.14

-0.35

2.21 1.79 0.01 8.11 1.71*** 0.03

地区

华北 （对照组）

东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调查年份

1990 （对照组）

2000

2010

其他职业者

不在业者

职业

类型

干部和技术人员 （对照组）

办事员和服务人员

表 2 1990—2010 年全部样本每天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 OLS 模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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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都可能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不过， 我们在早期的一个考虑到父母可及性的研究中， 依旧发现

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并未因此而显著减少； 另一项详细考虑父母的年龄和性别、 子女的年龄和性别以及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研究中， 性别的作用依旧如故。 可见， 遗漏变量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但不会较大程度

地消除性别的影响。 二是文化惯习的传续。 性别观念的测量未能完全捕捉传统文化和行为惯习的影响，

而这部分影响可能通过 “性别” 这个变量呈现出来。 观念是抽象、 难测的， 且行为与观念之间可能存在

时滞现象： 即便观念发生了变化， 但在行为上仍在传续父权文化的惯性。 三是维持婚姻的策略， 即承担

更多的家务或被女性用做经营婚姻、 维系家庭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而为。 一方

面， 传统的婚姻模式是， 女性倾向于找比自己教育程度高、 职业地位高和收入水平高的男性， 男性则倾

向于找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 女性处于弱势境地， 故需要主动经营婚姻； 另一方面， 家务劳动的分担有

助于婚姻的磨合， 家庭和谐美满离不开家务劳动协调分工， 而女性可能以此为契机， 主动承担更多的家

务。 即便在公共领域发展不好， 亦可退而求其次， 回归家庭。

在未考虑控制变量的模型 1 中， 两个用来测量性别观念的变量都显著地影响家务劳动时间， 但在模

型 2 中， 显著性消失， 尽管二者都增加家务劳动时间。 是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再重要、 还是文化的影响主

要是通过其他因素而发生作用使然？ 值得进一步深思。

工作时间是因变量最重要的影响要素： 从模型 2 可知， 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分钟， 家务时间降低 0.25
分钟； 标准系数更显示， 其影响远远超过除性别和调查时点以外的其他变量。 同样， 通勤时间也显著降

低家务劳动时间， 且影响程度也较大。 就业与职业这个复合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 各类别与对照组之间的差距都高度显著。

多数绝对资源和相对资源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高度显著： 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家务劳

动时间负向关联。 就相对资源测量来看， 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完整模型中超过模型 1： 与夫妻

相同者相比， 若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超过配偶， 则家务劳动时间降低近 10 分钟； 反之， 若配偶的受教育

程度高于自己， 则受访者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增加。 相对收入也是如此， 只是程度微有不同。 但是， 模

型 2 中个体收入的影响消失了， 且相对收入的影响也大大削弱，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 这主要是时点

造成的。 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在经济欠发达年代， 对家庭经济贡献更大的个体

势必主宰家庭协调和家务分工； 而当家庭经济得到较大改善时， 个体收入对家务分工的影响逐渐减弱，

而其他因素的作用随之增大。 当时点的作用大于个体收入的作用时， 收入的影响可能变得不够明显。

（二） 分性别次样本 OLS模型分析结果
为考察各要素对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是否有别， 下面分性别对样本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3）。

统计结果表明， 性别观念两个测量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刚好相反： 更为平等的观念促使男性更多参与家

务劳动， 从而带来更为公平的家务分工行为； 而较为平等的性别观念虽降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但作

用却不显著。 这种结果暗示， 不管女性的性别观念如何， 都不会从本质上减轻她们的家务负担。 我们认

为， 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不显著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或许也从侧面为女性策略视角提供支持。

工作时间、 通勤时间和职业对男性和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性质是一样的， 但对女性的影响程度

远大于对男性的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 男性家务劳动时间的瓶颈本来很低， 降低幅度有限； 相比于干部

和技术人员， 其他职业的人家务劳动时间更长， 但是男性办事人员和服务人员与干部和技术人员之间的

差别缺乏显著性。

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对男性的作用。 拥有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 其家务劳动时间显著低

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 而不管是哪个教育层级的女性 （尤其是大专及以上的女性）， 家务劳动时

间均显著短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 这意味着， 男性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 其家务劳动时间都较

少， 而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却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显著降低。 收入在分性别的次样本中依然不显著。 相

对资源对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 与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同者相比， 自身受教育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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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缩短， 男性尤其如此； 若妻子的收入较高， 则男性家务劳动时间显著更长， 而

自己收入较高则相反。 女性只有自己收入较高的情况下， 家务劳动时间才会显著短于夫妻收入相当者。

这表明， 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少，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较高， 在家里占有资源的绝对优势。

年龄越大者， 家务劳动时间越长， 但年龄平方的显著性只体现在女性身上。 户口对两性家务劳动时

间的影响恰恰相反： 农村户籍的男性家务劳动时间更短， 而女性则家务劳动时间更长； 可见， 在总样本

模型中， 农村户籍人口家务劳动时间更长是农村妇女家庭劳动时间更长所致。 这表明， 农村男性和女性

受传统思想影响更强， 更可能认同 “男主外、 女主内” 的观点。 同样， 子女数量越多， 男性的家务劳动

男性样本 （模型 3） 女性样本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标准系数 系数 标准误 标准系数

性别观念
不认同 “男外女内” 0.13 0.03*** 0.03 -0.04 0.03 -0.01

愿意孩子随母姓 6.06 1.24*** 0.03 -1.22 1.52 0.00

时间可及

工作时间 -0.19 0.00*** -0.37 -0.28 0.00*** -0.45

通勤时间 -0.12 0.01*** -0.05 -0.25 0.02*** -0.06

8.51 2.39*** 0.04 20.56 3.02*** 0.07

16.18 5.07*** 0.02 18.37 5.27*** 0.02

绝对资源

-3.26 1.71 -0.02 -4.50 1.93* -0.02

-5.39 2.13** -0.02 -7.16 2.56** -0.02

-4.16 2.87 -0.01 -11.95 3.69*** -0.02

-1.15 0.71 -0.01 -0.88 0.66 -0.01

相对资源

0.88 1.85 0.00 0.10 1.58 0.00

-7.54 1.41*** -0.04 -4.33 2.12* -0.01

6.87 2.47** 0.02 0.01 1.92 0.00

-13.11 1.81*** -0.06 -7.65 2.59** -0.02

控制变量

年龄 1.44 0.63* 0.12 1.82 0.69** 0.11

年龄平方 -0.01 0.01 -0.09 -0.02 0.01** -0.11

农村户籍 -4.36 1.70** -0.02 15.71 2.09*** 0.06

子女数量 -4.08 0.74*** -0.04 9.01 0.85*** 0.07

-1.37 2.28 0.00 4.19 2.65 0.01

-0.23 1.78 0.00 -7.84 2.07*** -0.02

-5.71 2.16** -0.02 -12.46 2.48*** -0.03

-0.24 2.39 0.00 -19.61 2.72*** -0.04

2.80 2.26 0.01 -21.97 2.58*** -0.05

6.14 2.32** 0.02 2.36 2.68 0.01

受教育程度

＜=小学 （对照组）

初中

高中

＞大专

收入水平 （对数）

受教育程度

夫妻相同 （对照组）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收入水平

夫妻相同 （对照组）

配偶较高

自己较高

截距

样本量

Adj R2

-35.69

-73.92

186.68

22359

0.24

2.16***

2.16***

12.53***

-0.16

-0.35

-46.40

-126.26

325.83

26557

0.37

2.38***

2.42***

13.36***

-0.15

-0.43

3.74 2.12 0.02 9.01 2.56*** 0.03

其他职业者

不在业者

职业

类型

干部和技术人员 （对照组）

办事员和服务人员

地区

华北 （对照组）

东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调查年份

1990 （对照组）

2000

2010

表 3 1990—2010 年分性别样本每天家务劳动时间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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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短， 而女性则越长， 可见在全部模型中， 子女数量与家务劳动时间正相关的现象只体现在女性身

上； 而这进一步证实， 子女的多寡通常只是增加母亲的家务劳动负担。 除西南和西北地区外， 其他地区

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均短于华北地区， 但仅西北和华中地区的受访者与华北地区的受访者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且二者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别性质相反。 对女性而言， 除东北和西北地区外， 其他地区女性的家务

劳动时间均长于华北地区的女性， 且都具有显著性。 与 1990 年相比， 2000 年和 2010 年， 不管是男性

还是女性， 家务劳动时间都显著降低， 女性的降幅尤大， 体现出时代的发展可以女性部分地从家务劳动

中解放出来； 至于男性， 如上所言， 他们家务劳动时间的瓶颈本来就低， 故降幅也相对较小。

五、 结语

现存研究多认为， 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是文化理念、 经济理性、 客观时间等因素造成的。 的确， 本

文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这些要素对样本人群的家务劳动时间至关重要。 比如， 性别角色观念直接作用

于家务劳动时间， 且对男性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女性的影响： 平等的性别观念促使男性更多地分担家务，

但无论女性拥有怎样的性别观念， 家务劳动时间都未有显著差别。 又如， 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越长之

人， 家务劳动时间越短； 工作时间更是家务劳动时间最大的影响因素， 其作用远远超过除性别和时点以

外的其他变量。 样本人群的家务劳动时间随着工作性质的弹性而增加。 再如， 教育程度的提升减少女性

的家务劳动时间， 但不管受到哪个层级的教育， 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较短。 受访者的相对资源越多，

家务劳动时间相应越短， 反之亦然。

但是， 即使在这些条件以及年龄、 户籍、 居住地区、 时点等其他因素均相同的情况下， 性别差异依

旧十分巨大。 那么， 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影响夫妻的家务行为， 并通过性别这个变量呈现出来呢？ 前面我

们已经详细论述， 更多的家务劳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在父权文化制度之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

的一种维持婚姻安全与稳定的策略和手段， 数据的分析结果对此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长期以来，

家务一直被视为一种负担， 能避就避， 能少做就少做。 但是， 家务这种负担， 如今也被女性这个人群有

意或无意地当做新型的、 尽管可能是消极的资源； 通过承担更多的家务， 作为经营婚姻和家庭的手段，

维持婚姻的稳定 （甚至提升自己的家庭地位）， 换取家庭幸福与和谐。 的确，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数据分析结果中依存的巨大的性别差异， 至少间接地证实， 女性不减的家务劳动时间 （无论是欣然劳

作、 还是无奈承担）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她们自选择的结果。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家务的分担都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 这是西方相关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 两年

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分担家务是最新的幸福婚姻密

码， 而这些结论与本文提出的女性策略不谋而合。 但是， 在西方国家， 家务的分担模式是， 将男性从家

庭外部拉进家庭内部， 形成男性的 “外—内” 模式， 丈夫成为妻子有效的替补人选。 而在中国， 则是在

多数男性依旧延续着 “主外” 的一元模式下， 女性在普遍参加社会劳动的同时， 依旧保持家务负担主要

承担者的身份， 形成女性的 “内—外” 二元模式。 这种选择是在父权文化影响下， 女性可能为了维持自

身地位所做出的让步。 其背后的根源则是女性的弱势地位， 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私

人领域的性别差异才会消失。 至于女性究竟是不是、 为什么会将家务劳动作为策略手段， 尚需在后续研

究中做进一步深入思考、 修正和完善。 本文提出的视角只是一种尝试性的理论解释； 而对于家务分工领

域顽固的性别差异， 需要有理论的创新， 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 挖掘其他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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