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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性别角色观念有复归传统的趋势，并对性别平等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目

前国内对性别角色观念的研究往往关注其变迁趋势，缺少对其运行逻辑与机制的探讨。文
化传承与社会化理论都强调代际传递是文化观念持续存在的重要机制（Bisin 等，2001）。
一些学者已关注到原生家庭特征在子代性别角色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风笑天、肖洁，

2014；刘爱玉、佟新，2014），但对其代际传递效应没有进行专门研究。本文通过研究代际

传递如何在性别角色观念形成演变方面发挥作用，试图从文化视角为劳动力市场性别

不平等提供解释。

一、理论与文献述评

代际承继和世代延续是文化传承的首要特征，而家庭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在社

会化理论基础上，经济学家对文化代际传承进行模型化处理（Bisin 等，2001、201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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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型推定父母希望并努力把自己的文化特征或价值观念传递给后代。因为父母拥有

家长式的利他心理①，关心自己的孩子，从而有目的地传递自认为正确或对子女有益的

信念、偏好和价值观。由此，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垂直社会化机制实现代际传递、重构和再

生产。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父代与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之间显著正相关，似乎印

证了文化代际传承中的垂直社会化机制，但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并存在局限。
首先，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的经验研究大多把代际传递简单理解为父母的垂直

社会化影响，子女则只是被动接受父母的观念。然而，有研究表明，子女也可以主动观察

学习父母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及相关行为（Bisin 等，2011）。儿童早期最先接触的是家庭，

父母是其首要的学习模仿对象。此后，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大，个人开始向其他人学习（如

同伴、学校老师等）。这意味着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对个体文化观念的形成也会产生重

要影响，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斜向社会化或横向社会化②。父母与子女之间性别角色观念

高度相关，并不足以构成垂直社会化的证据。因为社会环境可能是性别角色观念代际相

关性的混淆因素，即父母和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由共同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准确识别性

别角色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需要考察和控制社会环境的影响③。
其次，考虑到母亲在孩子的抚育过程中投入时间更多，现有研究更强调母亲的性别

角色观念能否及如何传递至后代尤其是女儿，对父亲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相

对不足。然而，父母的性别分工是父母双方互动与博弈的结果，父亲的性别角色观念会

影响母亲的家务和市场劳动参与行为。而上一代的性别分工模式也必然影响子女的性

别分工及相关态度。例如，Hu（2015）发现父亲更多参与家务劳动能够减少女儿的家务

劳动时间而增加儿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如果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而遗漏甚至忽视父亲

在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显然不利于全面理解性别社会化过程。然而，由于

学术界集中于关注妇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及其对女性行为决策的影响，与研究父亲在

性别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相比，关于母亲影响的研究明显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其对女儿性

别角色观念的影响（Moen 等，1997；van Putten 等，2008），仅有少数文献探讨了父亲在性

别角色观念代际传承过程中的作用（Davis 等，2010；Hess 等，2014）。
再次，考虑到儿子可能主要以父亲为榜样，而女儿则以母亲为榜样，同性和跨性别

① 一些文献把家长式利他心理称作不完全的利他，因为父母无法确切知道子女的偏好而只能根据自己

的偏好来做出对子女有利的事情。
② 这些术语源于 Cavalli- Sforza 等（1981），斜向社会化是指除父母之外其他成年人施加的影响，而横向

社会化一般指同龄人之间的互动导致的社会化结果。文献中往往对二者不做严格区分，泛指家庭

之外大的社会环境的作用，有时统称间接的社会化。
③ 一 些 文 献 采 用“流 行 病 学 分 析 范 式”研 究 移 民 和 移 民 后 代 之 间 的 代 际 关 系 来 剥 离 环 境 的 影 响

（Alesina 等，2013）。不过，这类文献一般使用来源国平均的劳动参与率作为父母性别文化的代理变

量，未能直接测量反映父母本人的性别角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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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角色观念代际关系可能存在差异。尽管有研究关注并比较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在

代际传递过程中父母双方的相对作用，但来自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

指出，母亲比父亲对女儿的性别角色观念影响更大（Alesina 等，2013），或是同性之间的

传递作用更大，即主要是父传子、母传女（Platt 等，2016）。也有研究表明，母亲对儿子和女

儿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不存在系统差异（Johnston 等，2014）①，父母对儿子和女儿的性别

角色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Hess 等，2014）。这些结论的差异可能源于社会情境和

儿童养育模式的不同，以及数据和测量指标的不一致，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特别

是针对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研究。源于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机制及程度可能与西方社会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辨析和深化研究至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分和识别垂直社会

化和横向社会化的独立影响，进而检验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效应的稳健性。二是性别

角色观念代际传承可能存在“父传子”、“母传女”的二元模式，即同性之间的代际传承效

果更强。如果父亲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具有重大的独立影响，那么代际

关系研究只集中于母亲的作用显然是不全面的。本研究将检验垂直社会化和横向社会

化机制，并区分父母在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化过程中的独立作用。

二、数据、变量测量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的 CFPS 包含一个关于性别角色

观念的新的测量模块，且调查收集了样本家户中全部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这为分析性

别文化观念的代际传递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一） 性别角色观念测量

性别角色观念是关于两性合适的社会角色、权利、责任的认知与态度。在经验研究

中，大多采用多维度的综合性观念来操作化测量（Johnston 等，2014；Sani 等，2017）。CFPS
调查问卷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问题包括“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和“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被访者要

求按照李克特 5 点量表法分别对上述表述进行认可评价，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

“非常同意”。信度分析表明，“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的内部一致性较低②，而且移除这

① 该研究发现，尽管母亲对儿子和女儿性别角色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但母亲的性别角色观念只能

预测女儿的劳动参与决策，而对儿子的劳动参与行为没有影响。
②“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的 item- test 和 item- rest 相关性系数均低于其他 3 个指标，分别为 0.5791、

0.2588。其他指标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程度（item- test）均超过 0.7。采用因子分析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即前 3 个维度构成 1 个公因子，且只能提取 1 个公因子。因此，本文不再考察“男人应承担一半家

务”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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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后平均组间相关系数和阿尔法信度系数都有所提高。因此，本文基于前 3 个指标

得分进行加总构建取值范围为 3～15 的连续型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指数得分 15 意味着

极端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分值越低则意味着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越倾向平等。
构建性别角色观念指数的吸引力，在于它通过连续变量的方式捕获了离散响应的变

化特征①。当然，实证分析中也可以采用另一种选择，即对所有的维度进行单独的回归分

析。然而，由于每个单独的表述只涉及一个具体领域的观念，本文更倾向于使用综合性

别角色观念指数进行分析，因为它能够更好地捕捉到个体对性别角色的一般看法。
表 1 显示了性别角色观念的均值及两性之间的差异。数据显示，在“男人以事业为

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这一核心的性别角色观念上，男性给出了更传统的回答，其平均分

值高于女性。有 43.63%男性对此表示“非常同意”，女性相应的比例为 42.31%。这一点

与刘爱玉、佟新（2014）的发现一致。然而，男性和女性均更加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

别角色分工，“同意”或“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达 65.47%，说明整个社会的性别角色

观念仍比较传统。
从其他维度及综合的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来看，女性表现得比男性更传统。女性似乎

对“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的认同程度更高。而且综合的

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得分，男性为 11.27，女性为 11.49，二者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些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包括女性自身在内的中国城乡居民对性别角色分工依然表现出

相当传统的看法。
（二） 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关系

本文以家庭中的子代为参考，构建亲子匹配数据，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样本信息，只

要能够匹配上父母一方的样本都保留（样本量为 8 123）②。其中，能够匹配上父亲且性别角

① 当然，基于量表法构建的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在求和过程中简单为不同维

度的指标赋予同等权重。因此，在考虑替代方案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指

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② 本研究没有限定样本年龄以便在更大的年龄范围内分析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关系，但由于数据限制，

本研究只能利用成人样本分析可能在儿童早期就发生的社会化过程。

注：利用 CFPS 全国样本进行加权计算得到。*** 表示均值 t 检验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1 2014 年中国性别角色观念现状

样本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t 值

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29506 3.89 3.97 3.82 7.86***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29432 3.46 3.39 3.52 - 11.10***

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 29484 4.05 3.94 4.17 - 17.09***

性别角色观念指数 29543 11.38 11.27 11.49 -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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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观念变量没有缺失的样本量为 5 992，匹配上母亲且相关信息完整的样本量为 6 791，

能够同时匹配上父母双方信息的样本量为 5 288①。由于传统的从夫居制度，多数已婚女

性与男方的父母居住，受家庭户内调查方案限制，分析样本可能更多倾向于男性一方

（女性占 34.2%）。为了纠正复杂抽样及代际匹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样本误差，本研究对

样本进行加权，并在省内聚类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子代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如表 2 所示。（1）年轻一代的性别角色观念相比年长一

代更倾向于现代平等。不管是年轻世代中的儿子还是女儿，各个维度的性别角色观念和

综合指数得分均低于年长的父亲和母亲。（2）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随现代化发展而转向

平等的趋势比男性更明显。父代中，女性（母亲）的观念比男性（父亲）更传统，但这一性

别差异在年轻子代发生反转，年轻女性（女儿）的观念变得比男性（儿子）现代。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女性的观念变革更为快速。（3）从性别角色

观念的内部结构来看，两代人之间仍存在一些持续稳定的模式。年长女性和年轻女性相

对认同“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而男性则在“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这
一维度上得分相对较高。

通过子代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对父母性别角色观念的加权回归（没有控制其他变量），

结果显示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显著正相关。父亲性别角色观念

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0.230，标准误为 0.020（p=0.000）。这意味着父亲性别角色观念得分

每提高（或降低）1 个标准差（2.70），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将增加（或降低）0.62。类

似地，母亲性别角色观念的加权回归系数为 0.213，标准误为 0.020（p=0.000）。这些结果

表明，尽管年轻一代的性别角色观念趋向现代平等，但父母对子女性别角色的形成仍具

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亲代—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显著正相关。但这一结果未考

虑是否遗漏了其他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验证父母性别角色观念

影响子代观念的净效应。

注：表中数据为性别角色观念指数的均值，利用亲子匹配样本进行加权计算得到。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表 2 子代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

子代

儿子 女儿 总计

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3.80 2.98 3.52 4.16 4.20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3.19 2.86 3.08 3.62 3.84
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 3.76 3.65 3.72 4.12 4.36
性别角色观念指数 10.75（2.87） 9.49（3.18） 10.32（3.04） 11.86（2.70） 12.37（2.54）

父亲 母亲

① 由于控制变量亦存在部分缺失值，故后续进入模型的样本量略小于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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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控制了出生队列和省份，队列效应以 1990～1999 年出生队列为

参考；省份固定效应以河南为基准。*、**、***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父母性别角色观念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父亲性别角色观念 0.151*** 0.115*** 0.105***

母亲性别角色观念 0.138*** 0.108*** 0.114***

女性 - 0.641*** - 0.601*** - 0.623*** - 0.724
受教育年限 - 0.157*** - 0.161*** - 0.164*** - 0.164***

年龄 0.142*** 0.102*** 0.146*** 0.146***

农村户口 0.021 0.098 0.011 0.013
父亲年龄 - 0.012 - 0.015 - 0.015
父亲受教育程度 - 0.030* - 0.038* - 0.038*

母亲年龄 0.004 0.001 0.002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007 0.023 0.023
女性×父亲性别角色观念 0.024
女性×母亲性别角色观念 - 0.015
常数项 8.640*** 8.388*** 7.752*** 7.786***

观测值 5983 6787 5279 5279
R2 0.165 0.158 0.165 0.165

① 划分同期群既考虑了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等时间节点，又符合 10 年为一个同期群的惯例。第一

个同期群为 1949～1969 年出生，主要是因为其样本量相对较少。这样划分得到的 4 个同期群的样

本比重分别为 11.40%、16.94%、32.42%和 39.23%。

三、回归分析结果分析

（一） 父母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性别角色观念代际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因变量是子代的性

别角色观念指数，关键解释变量是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观念。控制变量包括以往研究

发现能够影响性别角色观念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户籍，父母的年龄

和受教育程度等。同时，考虑到社会转型对观念变迁的潜在影响，为了揭示同一时期不

同年龄群体在性别角色观念上的差异，结合样本量及成长环境的相似性，依次划分为

1949～1969 年出生、1970～1979 年出生（70 后）、1980～1989 年出生（80 后）及1990～1999
年出生（90 后）4 个队列①。此外，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特征差异，模型控

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表 3 模型 1 的回归结果表明，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与父亲的性别角色观念显著正

相关。与不加控制变量相

比，尽管父亲性别角色观

念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

但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

表明父亲的传统观念越

强烈，其子女的性别角色

观念也越倾向传统。与之

类似，模型 2 的回归结果

表明，母亲对子女的性别

角色观念也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由于系数为0.138，

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指

数取值范围为 3～15，意

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成长于观念极端

传统家庭的个体，其平均

的性别角色观念比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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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不传统家庭的个体高 1.60 左右。把父母的观念同时纳入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父

亲和母亲均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影响，二者的系数比单独进入模型时略有下降

（模型 3）。回归系数的下降是因为二者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8，显著性水平为

0.000）。正因为如此，需要同时纳入父母双方的性别角色观念，识别母亲和父亲观念的

独立影响。
为了进一步剖析社会化路径，本文还检验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传递是否存在“母—

女”或“父—子”模式。表 3 模型 4 加入子女性别与父母观念的交互项。结果发现，父母对

子女观念的影响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因此，对于性别角色观念来说，本文的结论并不

支持不同性别具有不同学习榜样的假说。也就是说，父亲或母亲对儿子和女儿的性别角

色观念都能产生影响，对儿子（男性）和女儿（女性）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也得到一致

结。此外，为了检验性别文化观念的代际传递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本文分别在模型中纳

入父母观念与居住地类型的交互项、区分城乡进行分析，相应结果保持高度稳健。

表 3 显示，其他变量也与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相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

拥有更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说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能够抑制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代

际传递效应。教育对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冲击作用已被大量研究所印证。因为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使个体更有可能接触到女权和两性平等的价值理念，也更可能参与劳动力

市场从而调适或重构自身的性别角色观念与行为模式，削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当然，也有可能是倾向两性平等的个体更有可能追求并提高教育获得。此外，在控制队

列虚拟变量即个体成长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年龄较大的人倾向于拥有更为传统的性别角

色观念。男性比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加传统。
相比之下，父母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模型 1 中，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子女形成积极的性别角色观念。但当纳入母

亲的性别角色观念及其他控制变量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不

显著。这与国外大多数研究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子代性别角色观念的

结论不同（Sani 等，2017），但与国内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没有显

著影响的结论一致（风笑天、肖洁，2014；刘爱玉、佟新，2014）。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社会

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是间接的。在本文控制父母受教育

程度的情况下，依然发现父母性别角色观念本身对子女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这说

明，父母与子女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联体现了其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具有直接作用。
（二） 其他人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有很大的影响。然而，

考虑到父母和子女具有共同的生活环境，父母和子女的观念可能是由社会文化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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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即社会文化作为混淆因素导致二者存在伪相关。此外，文化传承理论认为，个体

观念的形成除了受到垂直社会化（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除父母之

外其他榜样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参照 Dohmen 等（2012）
用于分析信任代际传递的方法，构建当地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排除本人的性别角色观

念），以此考察社会环境中其他人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子代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形塑作用。
本文以地级市为分析单元并使用全体样本进行计算。表 4 展示了与前文相类似的回归

模型，其中控制变量增加居住地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回归结果表明，即使控制父母的

性别角色观念，地区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除了父母之外，子代

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同时受到生活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横向社会化机

制在性别角色观念形成演变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立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控制其他人的性别角色观念并没有改变之前的结论，即父母对子女

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影响。对比表 4 与表 3 可以发现，父母性别角色观念的回归系数

基本保持不变。由此可见，父母和子女观念之间的相关性并非是由共同的文化环境所驱

动的。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在形塑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方面具有独立的作用。
（三） 稳健性分析与讨论

考虑到综合指数对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可能存在局限，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结果

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检验和讨论。（1）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的性

别角色观念指数，重复之

前的回归分析。表 5 模型

9 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地

区 平均性别角色观念及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代际

性别角色观念具有 非常

显著的正向相关性。这表

明，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

关联是稳健的，得到不同

的综合测量指标的验证。
其他变量与性别角色观

念 的 关 系 也 保 持 稳 定。
（2）作为额外的稳健性检

验，本研究对特定领域或

不同维度性别角色观念

的代际关系进行细化分 注：同表 3。

表 4 社会环境中其他人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父亲性别角色观念 0.144*** 0.109*** 0.099***

母亲性别角色观念 0.134*** 0.114*** 0.129***

地区性别角色观念 0.364*** 0.346*** 0.361*** 0.362***

女性 - 0.563*** - 0.538*** - 0.545*** - 0.397
受教育年限 - 0.147*** - 0.154*** - 0.153*** - 0.152***

年龄 0.142*** 0.105*** 0.151*** 0.151***

农村户口 0.057 0.132 0.055 0.059
父亲年龄 - 0.014 - 0.009 - 0.009
父亲受教育程度 - 0.037** - 0.047** - 0.047**

母亲年龄 - 0.003 - 0.013 - 0.013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006 0.030* 0.030*

女性×父亲性别角色观念 0.025
女性×母亲性别角色观念 - 0.036
常数项 4.485*** 4.550*** 3.684** 3.602**

观测值 5515 6287 4856 4856
R2 0.176 0.168 0.179 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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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因为同一领域的性别角色观念，涉及的文化情境和调查问题都是一样的，如果父母

与子女之间的观念仍有显著关系，就很难说是指标构建不当导致的。表 5 模型 10 至模

型 12 报告的是根据不同问题测量得到的不同领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回归结果。结果表

明，在“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方面，仅母亲显著影响子女的观念。除此之外，其他

维度的性别角色观念，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对子女观念的形成有显著影响。也就是

说，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关联并不局限于一般性的综合测量指标，也体现于具体的领域

或维度。此外，在控制父母性别角色观念和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其他人的性别角色观念对

子代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仍有显著影响。
不同维度的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传递路径略有差异。因为不同维度的性别角色观

念可能有不同的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代际关系。对比不同维度的回

归系数可以发现，“男主外，女主内”作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其持续性或代际关联程

度相对较高。而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方面，尽管父母双方均对子女有显著影

响，但其程度相对较低。此外，正如表 2 所描述的那样，不管是父辈还是子辈，女性比男

性更加认同“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育职责观念主要是针对

女性的要求和规范，传递路径也主要是通过母亲传递至下一代。同时，这些模型均纳入

了父母观念与子女性别的交互效应，与上文一致，父母对子女观念的影响并没有系统的

性别差异。
最后，尽管本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前述多数混淆因素，但父母与子女性别角色观念

的相关性仍可能会被质疑为反向的社会化。因为已有研究表明，尽管文化传播的运行方

向主要是从父母到子女，但不能完全排除子女在代际互动过程中可能反过来影响他们的

父母。此外，父母对青少年时期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有很强的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及经验的积累，个体的观念会发生缓慢的变化或更新，从而削弱来自父母的影响。这意

味着针对成年子女样本的研究可能低估父母在个体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为

此，本研究分别对 90 后、80 后和 70 后 3 个群体进行回归分析。表 6 的结果表明，性别

注：自变量中的性别角色观念是与因变量相对应的综合性或不同维度的观念。其他控制变量已控制。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不同测量指标之间的稳健性分析

模型 12
女人有孩子才完整

父亲的观念 0.032
母亲的观念 0.141***

地区性别角色观念 0.099**

观测值 4842
R2 0.103

模型 9
综合因子

0.111***

0.114***

0.126***

4808
0.182

模型 10
男主外女主内

0.127***

0.102***

0.155***

4851
0.202

模型 11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0.090***

0.064***

0.124***

4818
0.098

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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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观念代际关联程度在 90 后

子样本中最高，其次是 80 后子样

本，而 70 后子样本中的代际关系

不显著。从这些结果，可以发现：

（1）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方向

主要是父母影响子女。因为 90
后受访者较年轻，其性别角色观

念 不会 或很少 受 亲 身 体 验 尤 其

是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影响，与性

别相关的观念更有可能受父母的影响。而有更多社会阅历的人，其性别角色观念可能不

具备这一特点。因此，通过区分出生队列，在更年轻的样本中更可能捕获性别角色观念

中的代际传递的成分。而如果作用方向是子女影响父母，没有理由认为 70 后子女不会

影响其父母。（2）父母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会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而降低。这意味

着尽管儿童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性别角色观念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价值取向并对成年后的

观念具有预测作用（Platt 等，2016），但从上一代所传承的文化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
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的世代差异，也可能是由于样本导致的。因为子女年龄越

大，如 70 后，父母健在并同时调查得到他们的性别角色观念的样本相对较少，由此可

能导致回归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另外，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的急剧变迁，导致

性别文化传承语境的解构与重构，某些时代的代际传递可能削弱甚至断裂。鉴于此，在

年龄较大的群体中性别角色观念代际关系不显著，究竟是一般规律还是某个时期的特殊

案例，有待后续研究的检验论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能够反映在子女的性别角色观

念中，从而为文化价值观念的代际传递提供支持。本文发现，与文化传递理论预期一致，

父母双方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两代人观念之间的关联

程度在数量上也不容忽视。此外，个体性别角色观念除了受父母的垂直社会化影响，横

向社会化机制也发挥独立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亲子匹配调查数据，剖析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性别

角色观念的现状特征，并从代际关系视角阐述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演变机制。研究结果

表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并没有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发生实质改变，来自于父

母的垂直社会化和其他人的横向社会化是其持续稳定存在的重要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年轻一代尤其是女儿的性别角色观念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其

他控制变量同表 5。

表 6 代际传递的世代差异与稳健性分析

子代出生年代

1990～1999 1980～1989 1970～1979
父亲的观念 0.125*** 0.110*** 0.105
母亲的观念 0.124*** 0.081** 0.040
地区性别角色观念 0.391*** 0.353*** 0.291
观测值 2319 1771 623
R2 0.192 0.137 0.166

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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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年长父母略倾向于现代平等，但整体性别角色观念仍相对传统（得分为11.38）。“男主

外，女主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父权制性别分工和男性依附性观念依然被男女两

性普遍认可，“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则得到女性的广泛认同。
在性别角色观念指数的回归模型中，逐步纳入父亲、母亲的性别角色观念，地级市

层面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并控制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因素，以及出生队列、地区和省份

的固定效应，结果表明：（1）父亲和母亲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和

垂直传递效应。而且父母观念与子代性别的交互项，以及针对子代男性和女性的回归结

果均显示，父母的观念是可以跨性别传递的，即父亲或母亲对儿子和女儿性别角色观念

的形成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2）地级市层面平均的性别角色观念，即社会环境中的其

他人也能够正向影响子代性别角色观念，而父母影响子代性别角色观念的结论保持稳健。
这意味着垂直社会化机制和横向社会化机制在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同时存

在并发挥独立作用，从而使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和

影响力。
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构建性别角色观念指数，依然可以发现亲子之间的性别角色观

念具有非常显著和正向的相关性。从特定领域或不同维度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关系来

看，除了“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主要通过母亲影响女儿该方面的观念之外，其他维

度的观念，父亲和母亲均对子女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比不同出生队

列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比 70 后和 80 后，90 后年轻一代（15～24 岁）的性别角

色观念受父母的影响更大。
总之，本文同时检验了性别角色观念垂直社会化和横向社会化机制，深化了性别社

会化尤其是中国社会情境下性别角色观念传承路径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限于数据和

样本，本文研究父母对成年子女（15 岁及以上）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可能会在整体上

低估代际传递的程度，因为个体观念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并削

弱父母的影响。如果数据可得并能够使用儿童或青少年样本，父母对子代性别角色观念

的形塑作用可能更强。
在性别角色观念的其他形成影响因素中，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现代平等的性别角

色观念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预示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能够提高性别平等意识，阻滞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代际传递。由于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影响后续

家庭和市场领域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不仅影响子代的观念，还会延

续并再生产社会性别结构，从而使家庭和市场领域的男女不平等现象长期持续存在。因

此，推进性别平等理念，需要提升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加强各级各

类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与实践。改造包括父亲在内的家庭长辈的性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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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观念与日常行为实践，从而营造和优化有助于形成现代平等性别观念的家庭与社会文

化环境。这是长期内促进两性平等的重要途径和首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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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A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cting to population 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AI is“induced innovation”driven by population aging, thus it’s the“compensating substitute”
for labour force rather than the“crowding- out substitute”. With these mechanisms, AI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economy in the era of population aging.

A Study o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under Double Segmentation
Wang Guixin Hu Jian·43·

Based on data of the national sample surve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4,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ocial
distances betwee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local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rural segmentation
and regional segmenta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social distance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
tween various group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This is especially severer between provincial rural
migrants and urban residents. (2) The regional segmentation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urban- rural segmenta-
tion regarding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migrants and urban residents. (3) The double segmentation has a super-
imposed effect on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4) The higher socioeco-
nomic statu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help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narrow down their social distance from the ur
ban resi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it is vital to pro-
mote reforms of the dual social system related with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nhance the regional inclu-
siveness, improve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o speed up the citizen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ural Migrants’Citizenship Intention on Their Consuming Behavior
Ning Guangjie Liu Lili·55·

Based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data from the Dynamic Survey of Migrant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itizenization intention (Hukou
transformation willingness and long- term living willingness) on the consuming behavior for rural- to- urban mi-
gra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the willingness to get local urban hukou and to live long term in city could im-
prove consumption, with the latter being more influential than the former. It is meaningful for the government to
boost up migrants’citizenization intention in order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migrants’citizenization intention helps to reduce the share of family food consump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expen-
diture in housing and social exchanges. Those who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obtain urban hukou will also increase
their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those who want to live permanently in cities tend to increase their medical con-
sumption. Therefore, it is vital to improve the systems of housing, education and that of health care.

A Study on the Mortality of Middle-aged Single Men in Light of China’s Rising Sex Ratio
Guo Zhen and Others·69·

Using censuses dat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rtality level and pattern of China’s unmarried male adult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sex imbalance. Our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
tality between married and unmarried male adults. Compared with married males, the unmarried ones have higher
death risks and larger disparities in their expected life time. The life expectancy at age 30 is 7.6- year lower for the
unmarried men as compared with the married. The rural unmarried male adults constitute“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due to the soci-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unmarried status. Among the un-
married male adults, mortality differs significantly by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educational difference is severer
than that examplified by marital status or residence typ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while it is less feasible to re-
verse the sex imbalance in the short term, developing education may be more effective to mitigate the excess mor-
tality of China’s unmarried male adult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ole in China Qing Shisong·8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o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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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gender cultur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4,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ther- child pairs show that parental ideology are crucial in forming the offspring’s gender
role attitudes,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hildren. The parental impacts are equally important for sons and daughters in
their vertical socialization. Meanwhile, horizontal socialization also has an independent effect in shaping one’s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s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for different indices/indicator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In addi-
tion, increasing education can promote egalitarian attitudes formation and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education and create a modern family and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onstruct equalitarianism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Enterprise Employees’Education and Mixed Ownership Reform Chen Lin Li Hujia·92·
To develop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to improve workers’education are the two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hether these two strategi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ill workers’
education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be affected by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f so, which industries or fields
will be more affected?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market power of each firm, and then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market power on workers’education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that, there is a signifi-
cant“Catfish Effect”in workers’education for mixed ownership enterprises. Onlywhen the market power (monopoly)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s relatively fierce can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release certain pol-
icy dividends and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workers’education. However, for th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market power, the reform shows some policy uncertainties which weaken their investment in workers’edu-
cation. H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 top- level design that t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olicies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on Health
Chang Xue and Others·103·

Based on the 2012 and 2014 CLDS data, this paper test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Urban- rural Integrated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on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aged 15 to 64, using a dual differential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is beneficial to the residents’health,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oor health on
work, and to improve the self- rated health status. The effects differ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it is greater
for rural residents than for urban ones. The associated mechanism for rural residents goes through reducing the in-
cidence of not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when sick, and alleviating the extent of work absence for health reason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urban residents is mainly to improve the self- rated health. Although the System has a posi-
tive effect on health improvement, it is unable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illnesses.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ef-
forts to change the behavior of medical treatment,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illnesses, and take active treatment
when sick.

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graphic Analysis Method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China
Song Jian·115·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graphic analysis method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emerged in 2008 still exist at pres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population prob-
lem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demographic data become richer and more accessible, and some
new changes take place in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earch extends in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especially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During the past decade, some of the problems in demographic methods
have been alleviated, but others remain unsolved, such as outdating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poor data accessibili-
ty, and slo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It is vital to integrate data resources and methods, and to
promote independent, inclusive and origina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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