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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数据研究发现， 城乡青年已婚女性在整个劳动年

龄范围内的平均就业水平相对偏低。 究其原因， 虽然个人禀赋的提升可以促进女性

就业， 但家庭责任却是挡在青年已婚女性就业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 研究发现，

丈夫的经济收入与家务劳动时间均未对青年已婚女性就业构成显著影响， 而老人帮

忙料理家务可以有效提升青年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可能性。 因此， 代际支持成为当

前青年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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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女性就业一直是家庭及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众所周知， 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发展， 推进性别平等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许多国家女性的高等

教育入学率正逐渐赶上甚至超过男性 （刘爱玉等， ２０１５）。 然而， 一旦走出校门，

性别差异又会重新体现出来， 在家务劳动的参与上及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分工模式依

然清晰可见。 如今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其他国家， 家庭中妻子的平均家务劳动比

例仍高达 ７０％左右， 远高于丈夫的 ３０％左右 （孙晓冬， ２０１８）。 而在劳动力市场中

却恰好相反， 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的调查， ２０１８ 年女性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仅为

４８ ５％ ， 比男性低 ２６ ５ 个百分点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８）。 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

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性别间的差异亦非常明显， 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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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 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６３ ７％ ， 而同期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已达 ７８ ２％

（李汪洋、 谢宇， ２０１４）。 总体而言，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水平低于男性。 此外， 女性

与男性在劳动参与上亦存在明显的模式差异。 王金营 （２０１２）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分

析发现， 自 １９８２ 年以来， 男性和女性在 １５—２４ 岁低龄组劳动参与率均大幅下降，

但此后， 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明显减慢， 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则一

直持续到 ４５ 岁左右， ４５ 岁之后其劳动参与率才又有所回升。 由此可见， 女性在整

个劳动年龄周期内的就业率波动较大。 那么， 出现这种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女性在青年期的劳动参与率会明显低于中年期呢？ 究竟是缘于个人禀赋的劣势， 还

是家庭责任的束缚呢？ 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 理论解释与研究假设

针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及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 宏观层面的原因

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整个市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中期以后， 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 下岗、 失业率剧增。 作为

对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增大的反应，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近年来的劳动参与

率均在持续下降， 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是这一整体趋势的一部分 （蔡昉、 王美

艳， ２００４； 姚先国、 谭岚， ２００５）。 其次， 经济制度变迁是影响中国城镇女性劳动

参与率下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潘锦棠， ２００２； 丁仁船， ２００８）。 从再分配经济到

市场经济， 劳动力配置权力从国家移向市场， 性别平等之意识形态的保护作用在逐

步削弱， 因此雇主有可能在理性原则的驱使下排斥女性。 当然， 作为就业主体的女

性亦可能在理性原则的作用下， 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李春玲、 李实， ２００８；

吴愈晓， ２０１０）。 最后， 任何领域的变迁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女性劳动参

与率的变化除了有上述经济因素的影响外， 作为社会福利政策内容之一的家庭政策

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通用型的家庭政策会鼓励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专注于

履行家庭责任， 而双薪型的家庭政策却会通过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来鼓励妇女

就业 （蒙克， ２０１７）。 以上关于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宏观分析或者基于市场转型

的背景， 从正式制度变革的角度深入展开， 或者以当前的人口政策调整为契机， 对

女性生育与就业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这种从宏观制度层面展开的对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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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它们在帮助我们厘清劳动参与率变化之影响因素的同时， 也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变革及制度本身的认识。

宏观制度的变迁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个人的微观行动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制

约作用。 但同时，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 个人的教育获得， 婚姻、 孩子等家庭因素亦

是个体劳动参与决策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 关于生育、 母职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已经

引起了学界的热情关注和探讨 （杨菊华， ２０１４； 於嘉、 谢宇， ２０１４； 宋健、 周宇

香， ２０１５； 甘春华， ２０１７； 杨菊华， ２０１９）。 然而， 家庭责任并不意味着女性一定要

退出劳动力市场， 其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可能会因家务劳动分工模式存在强度差异。

此外， 个人禀赋亦会对女性是否外出就业有重要影响。 并且， 以往对女性就业的研

究多集中在城镇， 对农村的研究相对稀少， 但母职是不分地域的， 尤其在城乡人口

流动巨大的今天， 对农村女性的关注不可缺少。 基于此， 本文在个人禀赋与家庭责

任的综合框架下探讨城乡青年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

（一） 个人禀赋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 工人的工作机会和劳动

报酬取决于他们在人力资本 （主要是教育程度） 方面的投资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６２）。 根

据这一逻辑， 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那么他 （她）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预期收益就

越高， 不参与劳动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 因而参与劳动的驱动力就越大 （吴愈晓，

２０１０）， 获得职业机会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女性之所以在就业机会、 薪资水平等方

面受到限制， 主要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水平有限 （杨菊华， ２０１９）。 但当我们这样

理解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时， 我们可能只是在以具体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动

来说明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的变化， 而忽略了职业规模和构成变化的结构效应

（李汪洋、 谢宇， ２０１５）。 事实上， 在现代化水平不同的产业和地区， 职业性别隔离

程度是不同的。 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上来说， 城市主要集中的是二、 三产业， 其

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较高。 因此， 活跃于其中的女性要想获得一份工作， 或者进一

步突破职业性别隔离去争取一份高工资、 高稳定、 环境好的工作， 提升自己的人力

资本是非常必要的。 此前已有研究表明， 近年来随着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她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突破性别隔离， 向白领职业扩张 （李春玲， ２００９）。 而农村主

要分布的是第一产业， 该产业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就较低， 加之土地的家庭承包制

度保证了每个人都拥有一块责任田， 这更加使得农村青年不必通过竞争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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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就业 （蔡昉、 王美艳， ２００４）。 因此， 受教育水平对农村青年的就业就显得没

那么重要了。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ａ： 在城市， 受教育水平越高， 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 １ｂ： 在农村， 受教育水平对女性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二） 家庭责任

在人力资本之外， 性别、 婚姻、 生育的交叉形成的家庭角色期待是分析男女两

性劳动参与率差异的又一重要因素。 首先， 女性主义认为， 因文化对婚后男女两性

的角色期待不一致， 已婚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故女性会在职业领域遭受更

多的限制 （杨菊华， ２０１９）。 当然， 关于性别角色分工的讨论并不全建立在文化规

制之上， 如贝克尔 （２００５： ４５—５１） 提出， 家庭内的性别分工首先取决于男女两性

在生物学上的内在差异， 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得其被赋予生产和喂养孩子的义务， 并

且女性在照料孩子的意愿和技巧方面相较于男性来讲也更高。 女性总是把时间花在

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 而男性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 由此可见， 对于年

轻女性而言， 生育及与此相应的家务负担无疑会削弱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从而成为其就业的一个阻碍因素。 与此同时， 当这一家庭分工模式成为主流的性别

分工模式后， 雇主对女性职员的歧视和不信任也会随之加剧， 最终造成适龄女性劳

动力入职难， 或者职业中断 （杨菊华， ２０１４）。

关于此， 已有众多学者围绕生育与女性就业间的关系展开了经验研究。 其中大

部分研究发现， 生育会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８； Ｓｌｅｅｂｏｓ，

２００３： １５）。 而且生育数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密切相关， 每多生育一个孩子， 女性

的劳动参与率会下降 ５％—１０％ （Ｂｌｏｍｍ， １９９４）， 收入会降低 ５％—７％ （Ｓｔａｆｆ ＆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 ２０１２； 於嘉、 谢宇， ２０１４）。 当然也有学者发现， 生育确会影响女性就

业， 但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孩子的年龄上， 而非孩子的数量上。 一般而言， 只有家中

有低龄婴幼儿时， 母亲的就业可能性才会显著降低 （宋健、 周宇香， ２０１５）， 而学

龄期子女则不会对母亲的参与劳动与否构成显著影响 （吴愈晓， ２０１０）。 本文认为，

母职会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造成影响， 但主要集中在孩子 ３ 岁以下的婴幼儿时期。

这一时期中， 婴幼儿尚未进入正式的社会教育系统， 其抚育责任基本全由家庭承担，

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可以说是全天候、 全方位的， 由此女性的工作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而当孩子一旦超过 ３ 岁进入幼儿园， 母亲受到的时间约束就会大大降低， 其重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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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由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及城乡人口流动， 这一点

对于农村和城市女性而言应该差异不大。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ａ： 在城市， 若女性有 ３ 岁以下的子女， 则其就业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

假设 ２ｂ： 在农村， 若女性有 ３ 岁以下的子女， 则其就业的可能性亦会显著

降低。

家庭内男女的性别分工除了部分取决于生物差别外， 还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从专

业化投资中的获益。 在一个有效率的家庭内， 其成员不会将全部时间和精力平均配

置到所有活动中； 相反， 他们会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其活动专业化。 如此一来，

女性会由于在家庭领域内的优势使其家务活动专业化， 而男性则会由于在市场领域

的优势使其市场活动专业化。 当然， 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性别差异在个体间有可

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例如， 有些女性更倾向于市场活动， 有些男性更倾向于家庭

活动。 但这些 “不正常” 的特征并不会在他们一出生时就立刻显现出来， 这可能要

等到十几岁甚至更晚时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于是， 大多数家庭的最佳投资策略是将

家庭资本投向女孩， 把市场资本投向男孩。 这种早期的差异化投资会对具有 “正

常” 倾向性孩子的生物特征进行强化， 对具有 “不正常” 倾向性孩子的生物特征形

成抵消。 最终生物学差异和专业化投资一起促成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务劳动领

域间的差异化分工 （贝克尔， ２００５： ４５—５１）。 在此意义上， 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也

是与其配偶分工合作的结果。 换言之， 面对家庭中的孩子或其他家务， 两性并不会

做出均分的决定。 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家庭和市场两个部门同等地配置时间和

精力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也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 在比较优

势的原则下， 大多数家庭会牺牲市场收益边际效益较低的女性而非男性的劳动参与

率来完成家庭责任。 于是， “男性养家体制” 的形成也就成为合理的了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９２）。 久而久之， 这种家庭经济分工模式还演变成了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文化

传统。 于是， 在此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已婚妇女的首要任务即是生儿育

女及其他家庭职责， 如果其外出就业， 那么获得收入应该是其主要目的。 换言之，

如果家庭中丈夫的收入足够满足经济需求， 那么实现 “财务自由” 后的妇女则更可

能选择在家照料孩子而不是工作 （宋健、 周宇香， ２０１５）。

但这一点在农村和城市可能有所差异。 一方面， 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

对较低， 人力资本有限， 其职业类型和收入相应地通常也会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低端

位置。 故已婚男性一人的收入往往不会高到足以让女性放弃有酬劳动的水平。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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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农村社会的许多生产活动属于第一产业， 其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女性很

难把自己置身生产活动之外， 单纯地做一个家务劳动的承担者。 而城市则不然， 现

代工商业的获利水平相对较高， 其对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和回报率也较高， 这就有可

能使得从业者的收入差距较大。 那么， 当丈夫的收入足够高时， 妻子放弃有酬劳动、

做全职太太就有了现实可能。 本文从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ａ： 在城市， 丈夫的收入水平越高， 女性的就业可能性越低；

假设 ３ｂ： 在农村， 丈夫的收入不会影响女性就业的可能性。

诚然， 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 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任何挑战、 发生任何变化。 性别文化同样如此， 尽管劳动力市

场和家庭领域内的性别分工依然明显， 但随着现代化与女性主义的发展， 越来越多

的女性， 尤其是年轻一代女性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她们对现存的性别分工模式越

来越感到不满， 要求在家庭内部重新对家务劳动进行安排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方面，

女性可以利用现代化带来的科技进步与市场的发展， 在市场中购买技术和家务劳动

替代品来减少对家务劳动投入； 另一方面， 在核心家庭中， 那些职业导向的妻子也

可以号召她们的丈夫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 并且去平等地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 但

这种情况在城乡间却存在较大差异： 在城市， 由于现代化水平较高， 性别平等观念

已被广泛接受， 故妻子们随着自身拥有资源的增加在家务劳动中的议价能力得到提

升； 在农村， 由于现代化水平不高， 传统的性别规范依然强大， 妻子们在家务劳动

中的议价能力却因为 “性别表演” 不会因掌握资源的增加而减少 （於嘉， ２０１４）。

因此本文认为， 城市已婚女性会通过与其丈夫重新协商家务劳动的分配而为自己赢

得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 而农村女性则不会。 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４ａ： 在城市， 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越长， 女性的就业可能性越高；

假设 ４ｂ： 在农村， 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不会对女性的就业可能性产生影响。

除了丈夫， 在扩大的家庭或家庭网络中， 父母或公婆也是职业母亲重新协商家

务分工的重要对象 （邓伟志、 徐新， ２００６： １４０）。 借助老人在家务劳动上的帮助，

已婚女性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外出工作机会， 并且在当前的城市和农村， 此种

策略均是被普遍采用的。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５ａ： 在城市， 与没有老人帮助的女性相比， 有老人帮助的女性就业可能性更高；

假设 ５ｂ： 在农村， 与没有老人帮助的女性相比， 有老人帮助的女性就业可能性

同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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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与样本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做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该调查从 ２０１０ 年正式开始， 每两年一次， 本文

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是其中第四轮全国调查———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样本。 该数据中包含了

家庭层面有效样本 １４７６３ 户， 个人有效样本 ４５３１９ 份。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青年已婚

女性就业问题， 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本文首先以青年为标准在数据全样本中截取

相关样本。 关于青年的年龄界定目前尚不统一， 一些世界性组织通常将青年的年龄

上限划在 ４５ 岁左右， 如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在 １５—４４ 周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其界定在 １６—４５ 周岁。 而在我国的官方统计或政策规划中， ３５ 岁则是一个更为

普遍的青年年龄统计指标， 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界定在 １５—３４ 岁，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发布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 也将青年的

年龄范围划定在 １４—３５ 周岁。 本文采用我国的通行标准， 将３５ 岁作为青年的年龄上

限。 ＣＦＰＳ 在个人层面的问卷设计、 调查执行与数据管理中， 将个体按年龄分为两个部

分， 其中 １６ 岁以下的使用少儿问卷、 数据进入少儿库， １６ 岁以上的使用成人问卷、

数据进入成人库。 因此， 结合 ＣＦＰＳ 的数据结构和我国的青年界定标准， 本文以 １６—

３５ 岁为标准截取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中该年龄范围内的女性样本作为经验研究的数据基础， 同

时删除了那些 “正在上学” 的个案。 此外， 因为本研究主要关注已婚女性的就业情

况， 故在婚姻状态上只保留了 “已婚” 样本， 删除了 “未婚” “同居” “离婚” “丧

偶” 部分。 除了个人禀赋之外， 本文主要关注家庭责任对青年女性就业的阻碍作用，

故在处理 “失业” 变量时， 根据未就业原因， 数据只保留了因 “照料家庭， 如生育、

照顾小孩、 做家务” 而 “失业” 或 “退出劳动力市场” 者。 最终， 删除了那些在关键

变量上有缺失的个案后， 进入模型的样本量为 １４９３， 根据 ＣＦＰＳ 数据提供的基于国家

统计局统计资料的居住地划分， 其中城镇 ８１４， 农村 ６７９。

（二） 变量与模型

１ 因变量： 就业状况

“有工作” 的样本为一类， 取值为 １， 因 “照料家庭， 如生育、 照顾小孩、 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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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而 “失业” 或 “退出劳动力市场” 者为另一类， 取值为 ０。

２ 核心自变量

受教育年限： 根据受访者回答的受教育程度， 可以转化计算出受访者的受教育

年限。 其中， 文盲 ／半文盲 ＝ ０， 小学 ＝ ６， 初中 ＝ ９，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 ＝ １２， 大

专 ＝ １５， 大学本科 ＝ １６， 硕士 ＝ １９， 博士 ＝ ２２。 这里， 本文直接使用了 ＣＦＰＳ 数据

清理技术小组给出的处理后变量———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个人问卷受访者已完成的受教育年

限 （插补）”， 该变量为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为 ０—２２ 年。

３ 岁以下的子女： 根据子女的出生年月， 可以计算出一位母亲所有子女的年龄。

当一位女性有至少一个 ３ 岁以下的子女时， 该变量取值为 １， 表示 “有三岁以下的

子女”； 反之， 当一位女性所有子女的年龄均大于 ３ 岁或没有子女时， 该变量取值

为 ０， 表示 “无三岁以下的子女”。

配偶的收入： 通过夫妻关系匹配， 可以找到已婚女性丈夫的人口学信息、 工作

情况、 家务劳动情况， 以及其与父母关系的一些相关信息。 这里本研究以丈夫在调

查前一年的 “所有工作总收入” 作为反映已婚女性配偶收入的指标， 该变量为连续

变量。 为使数据更加平稳， 本研究对该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加入模型。

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中有关于个人 “工作日及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长

（小时）” 的询问， 本研究选取丈夫 “工作日家务劳动时长” 考察其对女性就业的影

响， 该变量为连续变量。

老人帮助料理家务：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中有关于 “父亲是否帮你料理家务” 及 “母亲

是否帮你料理家务” 的询问。 通过夫妻关系匹配， 本研究把只要夫妻双方中有一位

老人 （父亲或母亲） 帮助料理家务的均归为一类， 取值为 １， 定义为 “有老人帮助

料理家务”； 反之， 夫妻双方中没有任何一位老人帮助料理家务的归为一类， 取值

为 ０， 定义为 “没有老人帮助料理家务”。

３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女性自身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其中 “年龄” 为

连续变量， 但鉴于其与女性就业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 故文中将 “年龄” 转化为

“年龄组”， 从 １６ 岁到 ３５ 岁， 每 ５ 岁为一组， 共分为 ４ 组； “健康状况” 是一个类

别变量， 在原始数据中其包含 “非常健康” “很健康” “比较健康” “一般” “不健

康” 五个类别，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本研究将前三者统一合并为 “健康”， 合并后

该变量分为 “不健康” “一般” “健康” 三类。 变量的具体描述统计情况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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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全样本 城市 农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是否就业 （否 ＝ ０） ０ ７２ ０ ４５ ０ ７３ ０ ４４ ０ ７０ ０ ４６

受教育年限 １０ ４１ ３ ７８ １１ ５９ ３ ５９ ８ ９９ ３ ５２

有无 ３ 岁以下的子女 （无 ＝ ０） ０ ４６ ０ ５０ ０ ４４ ０ ５０ ０ ４７ ０ ５０

配偶的年收入 （自然对数） ８ ７４ ３ ９８ ９ ２９ ３ ５６ ８ ０７ ４ ３５

配偶的日家务劳动时间 （小时） ０ ８７ １ １５ ０ ７５ ０ ９４ １ ０１ １ ３４

有无老人帮忙料理家务 （无 ＝ ０） ０ ７５ ０ ４３ ０ ７３ ０ ４５ ０ ７７ ０ ４２

年龄组

　 １６—２０ 岁 ０ ０２ ０ １２ ０ ０１ ０ １０ ０ ０２ ０ １５

　 ２１—２５ 岁 ０ １６ ０ ３７ ０ １３ ０ ３４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２６—３０ 岁 ０ ４７ ０ ５０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０ ４６ ０ ５０

　 ３１—３５ 岁 ０ ３５ ０ ４８ ０ ３８ ０ ４９ ０ ３２ ０ ４７

健康状况

　 不健康 ０ ０４ ０ ２０ ０ ０４ ０ １９ ０ ０５ ０ ２１

　 一般 ０ １４ ０ ３４ ０ １４ ０ ３５ ０ １３ ０ ３４

　 健康 ０ ８２ ０ ３８ ０ ８２ ０ ３８ ０ ８２ ０ ３８

样本量 １４９３ ８１４ ６７９

４ 模型

由于因变量就业状态是一个二分变量， 故本研究选择二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进行统计

估计。 模型的具体方程表达式为：

ｌｏｇ Ｐ
１ － Ｐ( ) ＝ ａ ＋ ｂ１ ｅｄｕｙ ＋ ｂ２ｋｉｄｓ ＋ ｂ３ ｉｎｃｏｍｅ＿ｓ ＋ ｂ４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ｓ ＋ ｂ５ｏｌｄｅｒ ＋ ｂ６ａｇｅ ＋ ｂ７ｈｅａｌｔｈｙ ＋ ｅ

其中， Ｐ 是指就业的概率； ａ 是常数项； ｅｄｕｙ 表示受教育年限， 是一个连续变

量； ｋｉｄｓ 代表是否有 ３ 岁以下的子女； ｉｎｃｏｍｅ＿ ｓ 是配偶的工作总收入；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ｓ

代表配偶工作日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 ｏｌｄｅｒ 表示是否有老人帮助料理家务；

ａｇｅ 与 ｈｅａｌｔｈｙ 分别代表本人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 ｂｉ 代表的是各自变量的系数； ｅ

为残差。

由于城乡女性在就业性质上有较大差异， 城市女性以正式就业为主， 而农村女

性以非正式就业为主， 正式工作的弹性较小， 而非正式工作的灵活性相对较大， 因

此， 从事两种工作的女性所感受到的家庭—工作冲突程度可能也不一样。 故本文在

模型估计时将这两个群体作为两个子样本分别对其就业概率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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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发现

表 １ 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青年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为 ７２％ ， 其中城市

（７３％ ） 略高于农村 （７０％ ）。 由此可见， 大部分的青年已婚女性仍然活跃在劳动力

市场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从女性生命历程的角度看， ３５ 岁以下青年女性的就业率

总体处于相对偏低位置。 从图 １ 可知，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３５ 岁以后女性就业率还会

继续上升， 城市女性直到 ４６—５０ 岁年龄组内达到顶峰， 农村女性的就业高峰则出现在

４１—４５ 岁年龄组内， 而后城乡女性的就业率开始分别回落。 因此， 女性的就业率并不

会在她们踏出校门后立即达到高峰。 那么，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青年女性的就业呢？

图 １　 各年龄组女性就业率变化趋势 （分城乡）

（一） 个人禀赋对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

表 ２ 报告了城乡青年已婚女性就业与否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 模型 １ 和

模型 ３ 分别是只纳入了核心自变量的城市和农村青年已婚女性就业模型， 模型 ２ 和

模型 ４ 则是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全模型。 从表 ２ 的数据结

果可知， 受教育年限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具有统计显著性， 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受

教育年限每增加 １ 年， 城市青年已婚女性的就业概率约增加 １７％ （模型 ２）， 但在模

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它却不显著。 说明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城市青年女性就业， 但对

农村青年女性却没有显著影响。 由此， 假设 １ａ 与假设 １ｂ 均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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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估计青年已婚女性就业与否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城市 农村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受教育年限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５）
０ １４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６）

有无 ３ 岁以下的子女 （无 ＝ ０） － １ ３５７∗∗∗

（０ １７７）
－ １ ２４９∗∗∗

（０ １８２）
－ １ ３１２∗∗∗

（０ １８４）
－ １ １２１∗∗∗

（０ １９１）

配偶的收入 （自然对数）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２）

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２）

有无老人帮忙料理家务 （无 ＝ ０） ０ ４８２∗

（０ １９０）
０ ４３９∗

（０ １９４）
０ ８４９∗∗∗

（０ ２０６）
０ ８７７∗∗∗

（０ ２０９）
年龄组 （１６—２０ 岁为参照组）

　 　 ２１—２５ 岁
－ ０ ３５６　
（０ ７９２）

－ ０ ５００　
（０ ５９２）

　 　 ２６—３０ 岁
０ ０９２

（０ ７７７）
－ ０ ３０５　
（０ ５７９）

　 　 ３１—３５ 岁
０ ３９９

（０ ７８５）
０ ４７４

（０ ５９６）

健康状况 （不健康为参照组）

　 　 一般
０ ０７１

（０ ４８０）
０ １０１

（０ ５２８）

　 　 健康
０ ００４

（０ ４３４）
－ ０ ２９３　
（０ ４６７）

常数项
－ ０ ５０４　
（０ ３６９）

－ ０ ５７６　
（０ ９１６）

０ ７２３∗

（０ ３１６）
０ ８９３

（０ ７９１）

样本量 ８１４ ８１４ ６７９ ６７９

Ｒ２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５ ０ ０７８ ０ １０１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４２０ ８０６　 　 － ４１６ ６８９　 　 － ３８３ ２６９　 　 － ３７３ ７８７　 　

　 　 注： （１） 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２）∗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二） 家庭责任对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

１ 母职对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阻碍作用

在家庭责任中， 母职是影响城乡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 ２ 的数

据结果显示， “有无 ３ 岁以下子女” 在 ４ 个模型中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模型 ２ 中，

控制其他因素后， 城市中有 ３ 岁以下子女的女性比没有该年龄段子女的就业概率低

７１ ３％ 。 同样在模型 ４ 中， 控制其他因素后， 农村中有 ３ 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就业概

率也比没有该年龄段子女的女性低 ６７ ４％ 。 这说明， 照料学龄前儿童确是抑制城乡

６１２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９ ４



青年已婚女性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假设 ２ａ 与假设 ２ｂ 亦得到证实。

２ 家务分担对青年已婚女性的促进作用

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后， 雇主拥有了更多的用人自主权， 同样， 劳动者也

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就业选择权， 他们不但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选择工作单位、

雇主， 也可以在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自主抉择。 当一位女性越是认同传统的

家庭性别分工时，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她越可能做出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而

不外出工作的决定。 此时， 丈夫的收入水平可能就会对已婚女性就业与否产生重要

影响。 表 ２ 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 “配偶的收入” 系数为正，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系数为负， 但却均不显著。 说明丈夫的收入水平对城乡已婚女性

的就业没有影响。 假设 ３ａ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 ３ｂ 得到了数据支持。

如果一位女性越不认同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 那么她外出工作的愿望就

会越强烈。 这时， 她就需要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自己减轻家务负担，

从而为自己赢得外出的时间和精力。 在一个核心家庭内部， 丈夫是她们最有可能

甚至是唯一可以寻求帮助的人。 如果丈夫能更多地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 妻子

外出工作无疑就有了更大的可能。 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 在表 ２ 的 ４ 个模型中，

“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 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说明丈夫的家庭劳动时间没有对城

乡青年已婚女性的就业产生影响。 假设 ４ａ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假设 ４ｂ 则得到了

数据支持。

在丈夫之外， 夫妻双方的老人 （尤其是两位老年女性） 是已婚女性可以求助的

又一可能途径。 虽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核心家庭已经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城乡家庭

结构的主导性地位， 但这绝不意味着核心家庭中的青年夫妇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相反， 老年父母对青年子女的抚幼支持可以家庭结构变动或家庭网络等多种形式实

现。 例如， 王跃生 （２０１３）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就发现， 在 ０ 岁到

５ 岁幼童组与 ２５ 岁到 ３０ 岁青年组， 三代直系家庭所占比较均较高， 这无疑是三代

直系家庭抚幼功能的体现。 因此， 老年父母也是青年已婚女性重新分配家务劳动、

争取外出就业的一大可能。 表 ２ 的数据估计结果显示， 在 ４ 个模型中， “有无老人帮

忙料理家务” 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模型 ２ 中，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城市

中有老年人帮忙料理家务的青年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概率是没有老年人帮忙料理家

务之青年女性的 １ ６ 倍。 而在农村中，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有老年人帮忙

料理家务的青年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概率达到了没有老年人帮忙之青年女性的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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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见模型 ４）。 由此可见， 以代际支持形式存在的家务分担确实可以推动城乡青年

已婚女性外出就业。 假设 ５ａ 与假设 ５ｂ 均得到证实。

五、 结论与讨论

利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数据分析发现， 目前我国城乡青年女性大部分活跃在劳动力市

场上， 但从女性生命历程角度看， １６—３５ 岁女性的就业率却相对较低。 关于青年已

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 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城市青年女性的就业， 但对农村青年女性

的就业却没有显著影响。 这是因为， 城市工业化水平高， 工作对劳动者的技术、 素

质要求较高； 而农村工业化水平低， 生产活动以传统低技能性产业为主， 工作对劳

动者技术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 故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城市女性的就业， 但对农

村女性就业却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 家庭责任， 尤其是母职对城乡青年已婚女性就业均会产生极大的限制作

用。 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 新家庭经济学认为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

响与工作部门关系密切： 在正式部门中， 工作与家庭界限分明， 因而生育会对女性

劳动参与率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而在非正式部门， 工作弹性较大， 女性可以在工

作的同时兼顾家庭， 因此生育就不会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影响 （甘春华，

２０１７）。 那么， 农业作为重要的非正式部门之一， 农村女性的就业自然应该也不会

受到生育的影响。 也正是基于此， 国内对于生育与劳动参与率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

城镇女性群体上， 对于农村女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却显示，

３ 岁以下子女的抚育同样会对农村女性就业产生抑制作用。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

可能与该年龄段孩子的生理特点和需求有关， 也可能与女性的具体就业形态有关。

具体而言， 如果是从事传统农业种植， 母亲们一般也不会把如此幼小的孩子带到生

产活动中去； 如果此前为进城务工， 那么生育、 抚幼无疑也会使得农村女性返乡失

业。 因此， 要想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具体就业类型、 就业历程等信息的加

入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 配偶的经济收入不会对城乡青年已婚女性的就业构成影响。 这一点也与

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 以往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发现， 挣得工资、 增加家庭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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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主要原因， 所以当配偶的收入足够高时， 尤其城市女性可能放

弃外出工作 （宋健、 周宇香， ２０１５； 吴愈晓等， ２０１５）。 然而， 本研究结果却显示，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配偶的收入都不会对青年女性就业产生影响。 但这究竟是丈夫

的收入未高到足以支持妻子退出劳动市场呢， 还是性别观念在起作用？ 基于数据的

限制， 本文未能控制女性的就业意愿， 故对此问题尚不能做出准确结论。 未来在获

得以上变量的情况下， 可以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最后， 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不会对城乡青年已婚女性的就业构成影响， 但老人

帮忙料理家务却可以有效地推动城乡青年已婚女性外出就业。 由此可见， 家务劳动

仍然是制约青年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 一旦在此方面获得解放， 女性外出

就业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因为本文未能有效控制市场提供的托幼服务的使用情况，

故未来女性会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市场提供的服务， 还是会继续依赖家庭

代际支持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但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策略的实施， 以及

“全面二孩” 政策后子女数量的增加、 家庭负担的加重无疑都会对当前家庭责任在

代际间重新分配格局构成挑战。 因此， 应当积极在家庭之外探索有国家和社会力量

参与的家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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