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变迁

龚　维　斌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考察了在农村劳动力外

出就业过程中家庭关系的两个方面 ———情感关系与权力关系———各自的变化状况以

及相互影响的变迁过程 ,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对传统的家庭关系有较大影响 ,建立在

感情与权威基础之上的现代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家庭成员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关系及其成员之

间交往的情感关系两个方面。由于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不同 ,因而家庭关系具有不

同性质 ,具体表现为控制支配与民主平等两种形式;由于家庭成员在利益 、性格 、情感 、心理 、文

化 、观念 、道德等方面的一致与差异 ,家庭关系的融洽与和睦状态又有所不同 。具体表现为亲

密 、一般 、疏远 、排斥等几种交往程度有差异的关系状态 。那么 ,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家庭关系的

这两个主要方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我对安徽省无为县赫店乡 ,特别是

对该乡的牌坊行政村的调查 ,以及我参与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1994年对四川 、安徽两

省 4县的个案访谈资料(杜鹰 、白南生 , 1997)。

一 、情感关系

已婚劳动力外出就业是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具体有两种外出方式 ,一是

夫妻一方外出 ,另一方在家种地看孩子;二是夫妻双双外出。由于外出就业十分艰辛 ,因此无

论早期还是近期 ,一起外出就业的夫妻基本上都能保持良好的情感关系 ,甚至在外出就业的同

甘共苦 、患难与共过程中加深了理解 ,增进了感情。无为县赫店乡外号“蛇王”的汪嘉财① 曾

经几次经营失败 ,但是每一次爱人都是与他一起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因此他说 , “虽然我现有点

钱 ,但我和爱人是患难夫妻了 ,所以感情很好 。”夫妻一方外出就业则情况不同 ,夫妻区位距离

增大 ,互动减少 ,继续社会化程度不一 ,人际交往范围不同等因素 ,会对夫妻关系产生一些复杂

的影响。所以下面主要分析夫妻一方外出就业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关系。

1.没影响与好影响

在劳动力外出就业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 ,大多数家庭是以丈夫外出就业为主 ,而且收入也

普遍有限 。安徽和四川两省农户访谈资料中 ,谈到夫妻关系的 17个夫妻一方外出户(都是丈

夫外出)中有 14户丈夫明确表示自己外出以后老婆在家十分辛苦 ,言谈中流露出对妻子的理

解 、肯定与体恤 ,表现出深厚的夫妻情义 。尽管有人说“外出后对夫妻关系没影响” ,实际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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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嘉财夫妻俩在外闯荡多年 ,以做水产生意为主 ,近几年一直在北京经商。 1996年底他们在家乡投资 60万元建起
一座“蛇鲜楼” ,经营餐饮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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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指没有坏影响 ,相反倒有一定好的影响———增加相互理解 、相互体恤 、增进感情。有 1

户妻子对谁外出有不同意见 ,另一户妻子不愿再让丈夫外出 ,这两户丈夫外出对夫妻感情并没

有坏影响 ,夫妻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是否需要外出和哪些人外出上 。只有一户因丈夫外出放蜜

蜂而与别人重婚的负面影响例子。当人们还在为生计奔波的时候 ,很少有时间去考虑感情问

题 ,此时人们的感情需要也不是十分强烈 ,很多打工者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体力活 ,一下班就

睡觉 ,要加班 ,觉就睡不够 ———哪有功夫去酝酿感情?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就是在乡村里 ,夫妻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

……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 , `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 。(费孝通 ,

1985 ,40—41页)夫妻一方外出就业 ,另一方留在家里是家庭决策的结果 ,也是家庭分工的结

果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 ,为了生存的需要 ,在此之上的感情需要自然被暂时放

置一边 ,因此很多人接受调查时根本就想不到外出对夫妻关系还会有什么(坏)影响 ,这种思想

在 40岁以上的中年人那里不少。安徽省颍上县一个 46岁具有初中文化的村民小组长说:“家

里的人外出干活 ,女人是高兴的。月月给她寄钱 ,她想买什么 ,还用钱顶钱 ,这就好得很 ,女人

有什么不高兴的 ?男人们外出时间长点也是为了家 ,女人应当高兴。再说 ,外出的人一年还回

家一段时间 ,帮家里收麦 ,妇女有啥不高兴的 ?”

随着外出人数的增多 ,青年人的择偶标准与婚恋方式发生变化 ,不少青年人在外打工过程

中相互接触多 ,产生感情 ,自由恋爱结婚 。无为县赫店牌坊村这种情况较多 ,以这种方式组成

的家庭由于夫妻关系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之上的 ,因此感情的成分多一些 ,有利于家庭关系

的维系。牌坊村竹园队的汪孟田夫妻俩日子过 得比较苦 ,但是夫妻关系没有受到影响 ,用他

自己的话说是“结婚前大家比较了解 ,现在夫妻关系很好” 。①

从调查的总体上看 ,外出就业对夫妻关系没有坏影响 ,相反却有积极影响。由于外出挣到

钱 ,加上两地相思与“反思”(想着对方辛苦),增进了夫妻感情;在夫妻共同外出就业过程中 ,由

于夫妻接触 ,相互制约没有减少 ,加之在外同甘共苦 ,共同创业 ,双方感情加深。另外 ,由于外

出就业自由恋爱增多 ,改善了夫妻关系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夫妻关系和家庭团结 。

应该看到 ,夫妻关系变化过程中外出者的就业目的 、就业特点始终在背后发生作用 ,大多数夫

妻十分清楚外出就业是为了挣钱养家 ,外出就业是不稳定的 、暂时的 ,最终还要“回流”到家的 。

就业者的经济地位不高 ,农村社区舆论有压力 ,传统观念还在起作用 ,因此 ,无论外出就业时间

长短 、无论以哪种方式外出 ,总体上夫妻感情至今没有受到明显挑战 ,有时还有促进作用 。

2.坏影响

也有夫妻关系在一方外出就业过程中破裂的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外出前夫妻关系不好 ,甚至因此而外出的 。牌坊村十几年来 ,只有一户妇女外出打工

跟人私奔 ,造成家庭破裂 ,这个妇女是从四川远嫁过来的。据村干部讲 , “平时在家(她)就不好

好干 ,出去七混八混的 ,跟人家鬼混 ,跑了 。”② 二是夫妻一方在外就业过程中另有新欢而导致

夫妻关系紧张甚至破裂的 ,这有三种情况:第一 ,夫妻分离时间长 ,第三者乘虚而入。上面提到

的四川个案丈夫长期在外放蜜蜂 ,与别人同居不回来。第二 ,发了财 ,看不上配偶 ,主动找到第

三者或者第三者插足 。赫店乡有少数包工头在外有相好的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 。赫店乡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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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村干部的评价可能带有偏见 ,但是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原来夫妻关系就不好。
汪的妻子是湖北人 ,是他在湖北做生意时认识的。



方书记介绍说:“外出打工回来的离婚率要高一些 ,越有钱越离婚 。具体数字没有 ,但有一些事

例。昨天我还遇到一个 ,在芜湖的一个人 ,他老婆是我们塑料厂厂长的女儿 ,离婚了 , 2个孩

子 ,一男一女 ,没办法 。刚才我讲的那个赵瑞发① 去年也就这个时候和他老婆一道回来要求

离婚 ,最后我们做工作做好了(夫妻重归于好)。”第三 ,因外出感觉到自身价值很高 ,有较大选

择范围 ,而不再安于以前那种生活 ,从而对原配不满意 ,造成感情裂痕的。方书记说:“最近我

们家里有个妇女主任姓周 ,不认得字 ,过去在外打工的 ,回来以后任村里妇女主任 ,我们家里搞

计划生育任务比较忙 ,不愿干了 。她打扮得很漂亮 ,涂口红指甲红。她不干(妇联主任)了 ,跑

的了 ,蹲了半年以后吧 ,今年春上回来了 ,跟她爱人离婚 。她是到北京吧。(她)那么年轻 ,长得

又漂亮。男的在家田都做不熟 ,男的龙线② 一点 ,没出息 。”

就目前情况看 ,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就业过程中夫妻感情受到不好影响的毕竟还是少数 ,大

多数夫妻感情得到程度不同的增进 。

二 、家庭权力

家庭权力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家庭遇到事情时谁作主 、谁说了算数 、谁拍板 ,能说了算的

那个人就有权力 。因此我从在家庭盖房子 、婚姻 、日常事务(包括生活 、生产 、子女教育 、人情往

来等)三个方面“谁说了算”对外出或者曾经外出过的农户进行调查。

1.老人“退休”

儿女外出就业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 ,他们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上升 ,成为家庭事务的

决策者 。相比之下 ,呆在家里的老人则处于家庭权力的边缘地位 ———“退休”不再主事 。牌坊

村曹兴宝 、曹兴社等老人都说“儿子在外跑大码头” 、“知道的多” ,因而盖房子都是他们拿主意 ,

婚姻也随他们自己 ,偶尔老人也表示一点意见 ,不被儿子们采纳时 ,他们也无可奈何 ,也不再坚

持。另外 ,这些老人的儿子儿媳全在外就业 ,在日常事务方面老人们即使想插手拿主意也鞭长

莫及 。谢道生老人有五个儿子 ,都已分家另住 ,有三个儿子外出就业 ,老人对儿女的家务事顶

多只有建议权 ,而大多数时候他们也不想管 ,他说:“他们在外面我们哪管到 ?”

当然老人权力边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与老年人有时会有一定的“交

锋” ,老年人也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退出权力舞台 。在牌坊村带我去调查的原村办小窑厂厂长

刘长喜老人说:“谢友长很有本事 ,做一手好菜 。他自己在家卤板鸭 ,让儿媳妇挑着担子在村上

卖。他脾气大 ,儿女们都怕他。”谢友长老人说:“前三年我家就可以搞 4间平顶(房),儿子要

盖 ,我没给他搞 。”可见老人在家的权力是很大的 。外出就业以后儿子的翅膀这两年已渐渐硬

起来 ,面对这些 ,老人也慢慢软下来 ,“现在我们准备搞二层楼 ,前几天儿子他们回来要从窑厂

出砖 ,我没同意 。”但是他又说:“儿子要盖房肯定按浙江 、江苏那边样式搞。”

2.妻子参政

妻子参政是指妻子参与“家政” ,对家庭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 ,丈夫也愿意倾听她们的意

见 ,有时她们还拿主导意见 ,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提高。牌坊村张明长小学二年级文化 ,

会木工 ,爱人初中毕业 ,夫妻俩一起外出做过板鸭 ,有 2个小孩 ,父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外出

回来以后张明长在家做家具卖 ,爱人在村面粉厂当会计 。张明长说:“家里一般事情(我)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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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言 ,意指“不利索” 。
在北京当包工头 , 1995年一年赌博 、送礼 、请客吃饭花 64万元。



属协商 ,大事我说了算。”可见 ,老人的意见已无足轻重 ,年轻一代已是家庭的中心 ,在这一中心

里权力的重心仍在丈夫一边 ,不过妻子的意见已被重视 。

少数妻子外出以后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外出就业返乡后任乡敬老院院长的谢士兰在一个

大家庭中率先外出就业 ,先是当保姆 ,后是让丈夫和她一起外出到江苏做板鸭 ,做板鸭有了钱

之后她为三个小叔子娶妻盖房 ,先后把 4 个小叔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带出去和她一起做生意 。

在这个有 18口人的大家庭中她成了“总管”。在谢士兰家里 ,不仅是老人处于权力的边缘 ,就

是丈夫也处于次要地位 ,她居主导地位 。

三 、权力 、权威与团结

在人们外出就业过程中 ,一方面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动 ,另一方面是家庭权力关

系的转换 。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并未对家庭团结造成震荡 ,相反 ,家庭成员之间更加团结 ,感

情更加深厚 。家庭团结更加紧密的原因在于 ,人们外出就业引发或加速的家庭权力结构变动

所产生的权力秩序 ,先赋性因素减少 ,自致性因素增多 ,人们在外出就业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实

践表明了自己的实力 ,从而在家庭中建立起较高的权力地位。新的权力是以个人品质与能力

为基础的 ,大家对它是自愿服从 ,因而这种权力实际上已是权威 。权威与权力相比不具有强制

性的因素 ,韦伯认为权威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权力 ,而合法性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 ,“所谓信

仰体系 ,就是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 ,它为统治的

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转引自苏国勋 , 1988 ,189-190)韦伯认为有 3种权威(authority)或统

治(domination)类型:传统型 、法理型以及卡里斯马型。农村家庭权力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在

“法理”的帮助下由传统权威向个人魅力型转型过渡。当然这种所谓个人魅力型权威获得以后

又会受到“法理”的保护而制度化为一种“法理 ———个人魅力型权威” 。权威的授予与获得是以

自愿为基础的 ,詹姆斯·柯尔曼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权威是指拥有控制他人行动的权

力” ,而权威的授予与获得是人们经过思考为了增进个人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是行动者之

间社会交换的结果。

在家庭内部旧的权威衰落 ,新的权威生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并没

有引起家庭成员关系的紧张 、家庭结构的混乱与无序。另外 ,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的情感因素增

多 ,特别是婚姻逐渐以爱情为基础 ,这些又有利于家庭内部形成以个人能力与品质为基础的新

型权威。家庭团结与家庭权威是相互促进的 ,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有利于认同 、产生新的权威 ,

新权威又有利于加强团结 。因劳动力外出就业而使家庭内部出现的新的权威人物 ,由于其个

人继续社会化 ,现代性增加 ,因而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威是新型的 ,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的基础 。

不过 ,农村家庭传统结构影响力仍然很大 ,要想彻底实现权力结构转型 ,建立完全新型权

威要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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