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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模式变迁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渊2006冤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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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景下袁提升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是实现国民幸福的题中之义遥 我国
居民家庭的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袁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越来越普遍遥 在亲子分开居住情况下袁子女对父母
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影响中老年人幸福感遥 同时袁子女住处距离远近以及亲子间联系频率也会对中老年人幸福感
产生影响遥 我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渊2006冤数据和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的经验研究发现袁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和情感交流的频率越低袁父母幸福感越差袁但经济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袁而情感交流的影响则是显著的曰非同住子女
居住距离越远袁父母幸福感反而越强袁而联系的频率越低袁幸福感越弱袁然而面对面联系频率的影响不显著袁而非面对
面联系频率的影响则是显著的遥 因此袁除了对中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外袁亲子间情感交流对中老年人幸福感更
为重要遥 中老年人越来越能够接受亲子非合住的居住模式袁在非合住而面对面联系不便时袁子女增加非面对面联系频
率也可以有效地提升中老年人幸福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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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及文献回顾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家庭的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袁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

刻变化袁另一方面家庭确实承担着多重功能袁家庭

到普遍提高袁但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平均幸福水平

居住模式变迁通过影响家庭的不同功能而对中老

[1]

的对应提升袁中国也出现了野幸福要收入悖论冶遥 此

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遥 我们将对这两个方面分别作

一背景下袁提升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我国中央和许多

详细阐释遥

地方政府当前的共识和重要施政目标遥 与此同时袁
我国正处于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袁已经迈
入老龄化社会遥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
淤

数据公报显示袁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1.776

亿袁占 13.26%袁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1.188亿袁
占 8.87%遥 因此袁提升中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是提
于

升居民生活幸福感所不能忽视的遥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袁本文中我们侧重于
从家庭这一视角研究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决定因素遥

在传统社会袁我国以大家庭居住为主袁主要是
已婚儿子及其家庭和未婚儿女与父母同住遥

[2]

而过

去一二十年里袁我国经历了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和人口
的大变革袁家庭结构尧家庭规模等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遥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以来袁生育率大幅降低袁野少子化冶和野独子化冶现象
日益普遍遥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袁约有四分
之一的家庭只有 1 个孩子袁四分之一的家庭有女无

儿遥 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袁儿子数量不足袁父母与

收稿日期院201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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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也终将降低袁居住模式会发生
[3]

亲子间相互照料的便利性和可得性袁从而对中老年

重要变化遥 另一方面袁伴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

人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遥 但是袁分开居住也有益处袁

断提高袁传统的家庭观念正在不断瓦解袁刺激着人

因为同住容易产生父子矛盾和婆媳矛盾袁影响代际

们组建核心家庭的渴望遥 出于维持独立尧享受自由尧

关系的和睦遥 并且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价值

保护隐私等原因袁年轻人更愿意自己居住遥 剧烈的

观念的转变袁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也追求独立的生

人口迁移尧频繁的人口流动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

活空间遥 那么子女住处距离究竟如何影响中老年人

平更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袁

盂

加速了子女

幸福感钥 同时袁亲子间情感交流从方式上来讲可分

与父母居住上的分离袁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分开居住

为两类袁一类是面对面的袁另一类是非面对面的渊比

成为常态的生活模式遥 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发布的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袁 我国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袁已
由 1982 年的户均 4.41 人缩小为 3.10 人袁一人户和
一代户占家庭户的比重持续上升遥

在现代社会袁 家庭的居住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袁

而家庭又承担着多种功能遥 Miller 等认为袁家庭功能

如电话尧书信尧电子邮件等冤遥 亲子同住或近距离居
住更便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曰当居住较远时袁面对
面联系的便利性下降遥 不过人们的通讯方式日趋多
样化袁电话等通讯方式的普及率大大提高袁非面对
面联系已变得十分便利遥 问题是袁从提升中老年人
幸福感的目的出发袁非面对面联系能否成为面对面

是家庭在满足其成员的生理尧心理尧生活尧发展等方

联系方式的有效替代钥 因此袁文中我们也讨论子女

面需求的能力和作用袁 或者说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尧

信息距离尧面对面联系频率和非面对面联系频率对

心理尧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

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遥

件遥

Ogburn 将家庭的功能概括为生殖尧保护尧社会

[4]

化尧规范性行为尧情感交流和提供社会地位等六个
[5]

经济学尧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对幸福感影响
因素的研究涉及的变量非常广泛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

方面遥 从以上关于家庭功能的界定可以看出袁除了

民族尧婚姻状况尧就业状况尧宗教信仰尧政治面貌尧个

经济支持袁情感交流也是家庭功能的有机构成遥 所

性和收入等个体特征袁 宏观层面则涉及收入差距尧

谓情感功能袁是指家庭成员通过交流情感尧沟通心

机会公平尧失业率尧通货膨胀率尧政治体制尧民主自

理尧通气交心袁以满足彼此间的情感需要袁获得精神

由尧贪污腐败等因素遥 [7]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

上的激励遥 [6]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袁家庭功能主要体现

幸福感袁雷秀雅通过对中日两国老年人幸福观的调

榆

在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两个维度遥 对他们来说袁随

查发现袁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因素是多重的袁包

着年龄增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袁通常退休收入有

括健康尧家庭尧物质生活尧社会参与和宗教等因素曰

所下降袁其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会有不

并且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会创建不同的幸

同程度的弱化甚至完全丧失遥 这时候袁子女的经济

福模式曰老年人的幸福不仅需要物质保障袁还需要

支持和情感支持可能会影响到其生活幸福感遥 全国

精神保障遥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新

[8]

高红英和苗元江采用随机抽样对 491

名南昌市社区老年人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袁研究发

修订了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曳袁更加

现配偶健在尧受教育程度高尧身体健康尧日常生活功

强调赡养人对老年人应当履行经济供养和精神慰

能好尧家庭关系好尧人际关系好尧有多个亲密朋友尧

籍等义务袁

虞

第十七条还明确规定院野家庭成员应当

对养老环境满意尧兴趣爱好广泛等会对老年人幸福
[9]

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袁不得忽视尧冷落老年人遥 与

感产生积极影响遥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袁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

查和访谈发现袁政府老龄工作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

老年人遥 冶因此袁从提升中老年人幸福感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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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明基于上海市长宁区的调

显著遥 [10]亓寿伟和周少甫研究了收入尧健康和医疗保

发袁需要厘清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与中老年人幸福

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袁发现收入对城镇和农村

感之间的关系遥

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袁心理健康和身体健

此外袁中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改变了三

康都有利于促进城乡老年人幸福感袁公费医疗能显

代同住的传统模式袁拉大了双方的空间距离遥 分开

著提升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合

居住产生的影响是多样的遥 亲子分开居住可能会与

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幸福感有促进作

中老年人传统的家庭观念相左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用遥 [11]宋宝安和于天琪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调查袁研

郝身永：
家庭功能、
居住模式变迁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究了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袁发现二
者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性遥

[12]

刘宏等研究了养老模

式对老年人健康渊其维度之一是幸福感冤的影响袁发
现经济与居住均独立的老年夫妻有最明显的健康
优势和主观幸福度优势袁而依靠子女供养或政府补
[13]

助的个人独居养老模式是最差的遥 综合来看袁针对
中老年人群体幸福感的探究文献较少袁仅有的文献
和研究一方面多基于简单的统计分析袁缺乏规范的
计量检验曰另一方面多以个体为单位建立老年人幸
福感与一系列变量的计量模型遥 但实际上个体首先
是家庭的一员袁家庭具有多重功能袁包括经济支持
和情感交流等袁以往的研究要么忽视了家庭这一社
会基本构成单位在中老年人幸福感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袁要么仅将家庭功能局限在经济支持这一单一
维度遥 基于此袁本文将讨论子女经济支持和情感交
流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遥 同时袁我们尚未看到
有文献在家庭居住模式变迁背景下讨论子女住处

国较普遍地以 40 岁作为中青年分界点袁愚我们将受
访者年龄限制在 40 岁以上遥 根据变量选取袁删除数
据缺失样本袁最后获得的样本数是 1377遥
渊二冤变量定义与指标度量

本文的被 解释变量 是 居 民 的 幸 福 水 平 遥 在

CGSS 问卷中袁受访者被询问野总体而言袁您对自己

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钥 冶袁受访者在野非常
不幸福冶尧野不幸福冶尧野一般冶尧野幸福冶和野非常幸福冶
之间进行选择袁我们将其依次赋值为 1尧2尧3尧4 和 5遥

通过问卷调查得来的自评幸福感虽然简单袁但恰恰
反映了幸福作为一种主观体验的本质特征遥

Veenhoven 等研究发现袁 这种度量方法具有良好的
效度和信度遥

[14]

我们要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子女对中老年

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遥 在 CGSS 问卷中袁若
受访者有已满 18 岁的子女袁 首先被询问在所有成

年子女中哪一位与受访者的联系最密切袁进而又被

距离以及亲子间联系方式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

询问在过去一年中该成年子女是否经常为受访者

响袁这也是本文后续的研究内容遥

提供以下帮助袁包括给钱和聆听心事或想法遥 我们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院第二部分考察子

将子女给钱和聆听心事分别视为子女提供的经济

女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频率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

支持和情感交流遥 受访者就提供帮助的频率渊野很经

影响曰第三部分考察子女居住距离和渊面对面尧非面

常冶尧野经常冶尧野有时冶尧野很少冶和野完全没有冶冤进行选

对面冤联系频率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曰最后是
结论与启示遥
二尧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
影响

择袁将其依次赋值为 5尧4尧3尧2 和 1遥 赋值越高袁意味
着提供的帮助频率越高遥

舆

除了上述解释变量袁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的年
龄尧年龄平方项尧性别尧婚姻状况尧户口类型尧政治面

渊一冤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6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渊CGSS冤遥 CGSS 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

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全国性尧综合性和

连续性的社会基本状况调查遥 第一期调查自 2003
至 2008 年袁共进行了五次年度调查袁公开的数据包

括 2003尧2005尧2006 和 2008袁 第二期调查渊2010要

2019冤计划每两年一次袁共五次袁目前公开了 2010
年度的调查遥 在所有公布的数据中袁仅 2006 年度的

貌尧自身健康状况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尧儿子数目和

女儿数目遥 Lykken 和 Tellegen 的研究发现袁幸福感

长期稳定变化的约一半甚至大部分可由遗传和个
性而不是生活状况来解释遥 [15]由此袁在面板数据缺乏
的情况下袁加入反映个性特征的变量袁可以有效降
低系数的估计偏误遥 在 CGSS 问卷中袁 受访者会就

野外向尧会和人交际冶的个性描述与自己实际情况的

相符程度做出判断袁1=很符合袁2=有点符合袁3=无所
谓符合不符合袁4=不太符合袁5=很不符合遥 以往研究

家庭问卷详细询问了受访者子女的联系频率等信

发现袁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袁比如

息袁满足我们的研究需要遥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

鲁元平和张克中的研究表明袁无论是对城市居民还

阶段不等抽样院区渊县冤尧街道渊镇冤尧居委会或村委

是农村居民袁亲贫式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

会尧住户和居民遥 调查问卷分为家庭卷尧农村卷和城

的正向影响遥 [16]因此袁为了控制省际异质特征对居民

市卷 3 个模块遥 初始样本点为 10151 个袁分布在大

陆除西藏尧青海和宁夏之外的 28 个省级行政区遥 我

幸福感的影响袁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省份虚拟变量遥
变量的定义和基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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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

变量的定义和基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

Happiness

生活幸福感袁有序离散变量

Age2

年龄的平方项/100

Dum_marital

婚姻状况渊已婚有配偶=1袁其他=0冤

Dum_poli

政治面貌渊中共党员=1袁其他=0冤

Personality

野外向尧会和人交际冶与自己符合程度袁从 1 到 5袁符合程度越来越低

Age

年龄

Gender

性别渊男性=1袁女性=0冤

Dum_hukou

户口渊农村=1袁城镇=0冤

Selfhealth

自评健康状况袁从 1 到 5 表示从野很不好冶到野很好冶

Familyrank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评判袁1 表示上层袁5 表示下层

3.4118

0.7341

1

30.2014

8.3212

0.4154
0.1249

Money

提供物质帮助频率袁5 表示野很经常冶袁依次递减袁1 表示野完全没有冶

3.5519
2.5505
4.0799
1.1351

Numberdau

女儿数目

Listen

听父母心事或想法的频率袁5 表示野很经常冶袁依次递减袁1 表示野完全没有冶

1.0044
2.4619
2.7328

7.5717
0.4959
0.2895
0.4930
0.3307
1.0477
0.9849
0.8995
0.8469
0.9323
1.1923
0.9977

最大值
5

41

70

0

1

16.81
0
0
0
1
1
1
0
0
1
1

49
1
1
1
5
5
5
5
6
5
5

渊三冤计量模型

可求得自变量对报告各幸福感等级的概率的边际

如果将受访者的自评幸福感视为有序离散变

影响遥 二者的经济含义是一致的袁以往文献中利用

[1]

和潘春阳等采用这种方法遥

如果将受访者回答视

为基数值袁可以直接应用 OLS 模型袁刘斌等采用这
种方法遥

Ferrer-i-Carbonell 和 Frijters 的研究发

[17]

现袁用两种方法估计出的系数或边际效应的符号和
显著性基本一致遥

[18]

为严谨起见袁 我们应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遥 用 Happy 表示受访者基

于野潜在幸福感冶渊Happy*冤报告的幸福感等级遥 潜在
幸福感是一个连续型变量袁从理论上讲数值范围界

于 渊-肄袁 +肄冤袁 受一 系因素影 响袁 故可表 示 为 院
Happy*=X 茁+着袁 其中 X 是包括 Money尧Distance 以
及其他控制变量在内的列向量袁茁 是待估的参数向
量袁着 是随机扰动项遥 选择规则是院
Happy= 袁
2

3

4

-1

Happy*

袁 其中 =1袁2袁3袁4袁5遥

是待估计的野切断点冶遥

有序 Probit 模型时也常直接考察自变量变化对 野潜
在幸福感冶的影响袁[1]本文中我们亦采取这种策略遥
渊四冤回归结果

表 2 中袁模型 1 是不加入经济支持渊Money冤和

情感交流渊Listen冤变量的回归结果袁以作为基本参

照遥 各变量对真实幸福感的影响与以往研究基本上
是一致的遥 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呈 U 型袁但不显著遥

党员身份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这可能是因
为党员身份有利于获得各种社会资源袁同时个体对
党员身份本身有较高的认同感遥 已婚有配偶对幸福
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个体自评健康状况越好袁个
体觉得越幸福袁二者显著地正相关遥 外向性程度对

潜在幸福感的影响系数是-0.1420袁在 1%的显著性水
下上显著袁说明外向性程度越高袁个体感觉越幸福遥

假设扰动项 着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渊将扰动项 着

因为外向可以广泛拓展人际关系袁以积极的心态面

P渊Happy= 渣X冤=P渊

正向影响袁因为人的需求不局限于收入尧财富等绝

的方差标准化为 1冤袁有院

-1

渣X冤=P渊

X 茁冤

其中

野切断点冶遥

0

-1

约Happy*

-1

X 茁约着

=-肄袁 5=+肄袁

渣X冤=P渊

X 茁渣X冤=椎渊

1

2

3

4

约X

-1

对生活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的

X 茁冤-

对量袁还包括人际之间的比较袁优越的社会经济地

是待估计的

显著袁然而儿子数目对幸福感的影响为负袁而女儿

有序 Probit 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袁参

数向量和切断点可以一并估出遥 茁 的估计值表示的

是自变量对野潜在幸福感冶的边际效应袁进一步计算
8

最小值

0.9078

量袁则应采用有序 Probit 或 Logit 模型分析袁何立新

椎渊

标准差

0.4350

儿子数目

茁+着

均值

54.4321

Numb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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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带来满足感遥 子女数目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
数目对幸福感的影响则是正的袁儿子更多时袁需要
负担建房渊或购房冤和结婚等大笔经济支出袁加重了
父母的经济负担遥 另外袁户口尧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
不显著袁以往的研究也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遥

郝身永：
家庭功能、
居住模式变迁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会需求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遥 [19]因此袁在分开居住模

表 2 计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Age

-0.0240

-0.0308

-0.1057

Age2

0.0302

0.0361

0.0985

Gender
Dum_marital
Dum_domilcile
Dum_poli
Selfhealth

(0.0596)

(0.0605)

(0.0905)

式下袁空间上的隔离并不能消除中老年人寻求子女
情感慰籍的心理需求袁甚至可能强化这一需求遥 由
于人对亲情的需求是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无法替代
的袁[20]相对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等家庭功能袁家庭

(0.0553)

(0.0798)

(0.0651)

(0.0698)

(0.1147)

(0.1154)

(0.1236)

(0.0734)

(0.0737)

(0.0790)

(0.0991)

(0.0989)

(0.1034)

比模型结果袁 有助于我们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定性遥

(0.0347)

(0.0347)

(0.0369)

40 岁以上袁平均年龄增大渊分别为 56.1 和 54.4冤遥 按

(0.0547)

-0.0363

(0.0653)

0.4527***
0.0315

0.1875*
0.1788***

-0.0268

0.4729***
0.0329

0.1782*

0.0130

内部的情感支持很难被迅速外化遥

0.4722***

下为青年人袁45~59 岁为中年人袁60 岁以上为老年

0.0438

见模型 3遥 限定样本的原因有两个院其一袁本文讨论

0.2019*

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划定的年龄分段是院44 岁以
人遥 我们依此将样本限定在 45 岁及以上袁回归结果

的对象是中老年人袁依据不同划分标准设定样本对

0.1796***

0.1818***

其二袁当样本限定在 45 岁及以上时袁相比于限定在
常理袁年龄越大对于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需求也

Personality

-0.1420***

-0.1404***

-0.1359***

Familyrank

-0.3719***

-0.3712***

-0.4000***

Numberson

-0.0328

-0.0272

-0.0202

Numberdau

0.0473

0.0395

0.0619

内的所有变量对幸福感影响的符号和显著性保持

0.0250

不断提升袁模型的总体解释力增加袁这说明年龄段

Money

(0.0345)
(0.0377)
(0.0444)
(0.0367)
要

Listen

要

样本量

1377

伪 R2

0.1043

(0.0344)
(0.0379)
(0.0447)

(0.0375)

会越强烈遥 如果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确实是影响中

(0.0412)

老年人幸福感的原因袁那么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频

(0.0473)

对比模型 2 和模型 3袁 包括 Money 和 Listen 在

率对潜在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应该更大遥

(0.0369)

(0.0387)

(0.0287)

(0.0314)

(0.0337)

(0.0362)

模型 3 中袁无论是 Money 还是 Listen 对潜在幸福感

0.1066

0.1151

的 0.0104 和 0.0804 提升至 0.0250 和 0.0840遥 这也

0.0104

0.0804**
1377

0.0840**
1207

注院采用稳健标准差回归遥 切断点和省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没
有报告遥 系数下方的小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遥 鄢鄢鄢尧鄢鄢和鄢分别表
示在 1%尧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遥 下表 5 和表 7 同此遥

模 型 2 是 在 模 型 1 的 基 础 上 加 入 Money 和

Listen 两个变量遥 Money 变量回归系数为正袁说明子
女所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率越低袁受访者感觉越不幸

福袁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遥 以 40 岁作为中年与青年
的分界线袁个体距离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仍有较多
年限袁他们基本上在这一年龄段仍然有工作和工作
收入袁如果收入能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袁他们寻求子
女经济支持的意愿并不强烈遥 子女倾听父母心事频

率越高袁父母越幸福袁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遥
由此说明袁对于提升中老年人幸福感而言袁亲子间

的情感交流比经济支持更为重要遥 在社会转型和人
口转变的过程中袁竞争加剧袁压力增大袁情感联络这
个维度的家庭凝聚力在满足个体的情感慰籍等社

一致袁说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遥 并且袁模型的伪 R2
越集中袁其幸福感影响因素也越具有一致性遥 同时袁

的边际影响均有提升袁其影响系数分别由模型 2 中
比较符合常理和预期袁更加证明经济支持和情感交
流频率是影响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原因遥
三尧子女住处距离和联系频率对中老年人幸福
感的影响
我们还尝试探究在亲子分开居住的居住模型
下子女住处距离和联系频率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
影响遥 本部分利用的数据同样是 CGSS渊2006冤的调
查遥 CGSS 问卷中袁受访者首先被询问渊亲生冤子女是

否都与自己住在一起遥 40 岁以上受访者中袁679 位
表示所有子女住在一起袁1069 位表示不是所有子女

都住在一起袁分别占 38.8%和 61.2%遥50 岁以上受访
者中袁有 268 位受访者回答了野是冶袁有 772 位受访
者选择了野否冶袁分别占 25.8%和 74.2%遥60 岁以上受

访者中回答野是冶与野否冶的人数分别为 52 和 350袁分
别占 8.7%和 91.3%遥 可见受访者年龄越大袁所有子
女都住在一起的可能性愈小遥 如果受访者回答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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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0 岁以上受访者长子尧次子尧长女和次女住处同自己距离的频次和频率
长子
隔壁尧同栋楼尧同街道
走路 15 分钟以内
车程 30 分钟以内

车程 30 分钟到 1 小时之间
车程 1 小时到 3 小时之间
车程 3 小时以上
合计

资料来源院根据 CGSS渊2006冤整理遥
变量

69

次子
9.8%

27

14.4%

41

106

15.0%

72

10.2%

102
92

265
706

13.0%
37.5%

100.0%
表4

9.5%

31

14.4%

177

13.0%

117

100.0%

713

38

13.4%

38

13.4%

37

103

36.3%

284

次女
4.3%

6

2.4%

98

13.7%

38

15.0%

99

13.9%

49

19.3%

191

24.8%

56

16.4%
26.8%

41
64

22.0%
16.1%
25.2%

100.0%

254

100.0%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渊样本个数院1030冤

定义

Distance

子女住处距离远近袁从 1 到 6 赋值袁赋值越小袁距离越近

4.1650

1.7165

1

6

Phone

非面对面交流的频率袁从 1 到 7 赋值袁赋值越小袁交流频率越低

4.7262

1.5128

1

7

Face

面对面交流的频率袁从 1 到 7 赋值袁赋值越小袁交流频率越低

3.9767

1.7417

1

7

野否冶袁 接着被询问不与自己同住子女的一系列信

进行回归分析袁结果的可信度不高遥 受访者是否有

息袁包括同自己的关系尧年龄尧婚姻状况尧工作状况尧

不同住子女以及所报告的不同住的子女的个数尧同

住处与自己的距离尧见面联系渊我们称为之野面对面

自己的关系上存在差异袁我们生成非同住子女住处

交流冶冤的频率以及其他方式联系渊我们称为野非面

距离和联系频率变量的规则是院先挑选长子的相关

对面交流冶冤的频率遥 调查所提供的长子和长女的信

变量信息曰在长子信息不存在时袁挑选次子的曰如果

息最多袁次子和次女的信息次之袁其他的信息很少遥

次子的信息仍不存在袁我们再依次挑选长女和次女

我们分别统计了长子尧次子尧长女和次女住处离父

的信息遥 这么做是基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

母距离的频数和频率渊见表 3冤遥 除距离在野车程 3 小
时以上冶之外袁其余距离分布均比较均匀袁并且相对
而言袁儿子各距离分布的方差较女儿住处距离分布

有野养儿防老冶的传统观念袁又十分讲究野长幼有
序冶遥

控制变量的选取也与前面相同袁结合 Distance尧

的方差小遥 长子和次子有较高比例距离在 野车程 3

Face 和 Phone 变量的信息袁同样将受访者限定在年

则分别只有 26.8%和 25.2%遥

限于篇幅袁我们在此仅列出 3 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描

小时以上冶渊分别为 37.5%和 36.3%冤袁而长女和次女

表 3 中所列示的住处距离渊Distance冤袁从上到下

被依次被赋值为 1尧2尧3尧4尧5 和 6遥 住处距离越远袁所

赋的值越大遥 受访者还被询问与子女联系的频率袁
包括面对面联系的频率和非面对面联系的频率遥 我
们用受访者对野多久见一次面冶的回答表示面对面
联系的频率遥 非面对面性的联系是指通过书信尧电
话尧E-mail 等方式的联系遥 面对面联系的频率渊Face冤
和非面对面性的联系频率渊Phone冤均包括院几乎每
天尧一周数次尧约一周一次尧约一月一次尧一年数次尧
约一年一次尧一年小于一次袁各频率依次被赋值为
7尧6尧5尧4尧3尧2 和 1遥 赋值越大袁表示联系频率越高遥

我们没有在前面 1377 个样本的基础上再附加

以下条件清理样本院与受访者不同住袁并且提供了
受访者长子尧长女尧次子或次女的信息的遥 因为这样
筛选出的样本过少袁仅有 537 个遥 基于 537 个样本
10

长女

龄 40 岁以上袁最后我们形成的有效样本数为 1030遥
述性统计袁如表 4 所示遥

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与前面相同袁此处不再赘

述袁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遥

表 5 中的模型 1 是不加入三个核心解释变量

的回归结果遥 与表 2 中的模型 1 对比袁仅政治面貌

虚拟变量的显著性发生变化袁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上不再显著遥 但是袁p 值=0.119袁比较接近 10%的显
著性水平遥 模型 2 是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 3 个核心

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遥 回归结果显示袁非同住子女
住处距离对受访者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住处距离的回归系数为正似乎不太容易理解袁可能
是因为样本中长子尧次子尧长女和次女住处是最远
的野车程在 3 小时以上冶的占 31.83%袁大多数子女住

处在车程 3 小时以内袁这对于交通越来越便捷的现

代社会来讲袁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遥 另外袁随

郝身永：
家庭功能、
居住模式变迁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着独立意识的增强袁人们越来越追求相对独立自由
的生活空间袁分开居住也可以避免婆媳矛盾袁反而
更易于维持家庭和睦遥 人们对于居住模式本身的观
念已经在发生变化袁这也从侧面反映人们越来越接
受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模式遥 佐证的事实是袁 根据

CGSS渊2006冤袁当受访者被询问野三代渊老年人尧已婚
子女尧孙子女冤同住在一起袁理不理想冶时袁10151 个
受访者中有 3208 位受访者回答袁 其中 1908 位受访

表6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三代同住的看法

受访者年龄

认为理想

认为不理想

合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60 岁渊含冤以上

229

66.40%

116

33.60%

345

40 岁渊含冤~50 岁

423

57.50%

313

42.50%

736

50 岁渊含冤~60 岁

420

64.60%

230

35.40%

650

资料来源院根据CGSS渊2006冤计算整理遥

但是袁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非面对面联系袁联系

者认为理想袁占 59.5%遥分年龄段统计发现袁60 岁及以

的频率越高袁潜在幸福感就越强遥 这与前面情感交流

60 岁 之 间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三 代 同 住 不 理 想 的 占

也表明袁日常生活中的联系尧沟通和交流本身是情

上受访者中袁33.6%认为三代同住不理想袁 介于 50~
35.4%袁年龄介于 40~50 岁之间的受访者认为三代同
住不理想的则占到 42.5%渊见表 6冤遥 这表明越是年
轻的群体袁越不能接受三代同住的居住模式遥
表5

居住距离和联系频率对潜在幸福感的影响

解释变量
Age
Age2
Gender
Dum_marital
Dum_domicile
Dum_poli
Selfhealth

模型 1

0.0125

模型 2

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遥 当人们在观念上越来越接受亲
子非同住的居住模式时袁对于见面联系的心理需求

(0.1068)

面对面方式来实现遥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袁当亲子分

0.0156

-0.0342

以替代的内在心理需求袁这种需求更需要以其他非

-0.0021

-0.0018

0.0404

开居住而使见面联系有不同程度的不便时袁非面对

0.0131

0.0117

(0.0681)
(0.0621)

(0.0680)
(0.0620)

(0.0935)

(0.0770)

(0.0771)

(0.0819)

故而对中老年人的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0.1376)

(0.1383)

(0.1446)

上遥 从回归结果看袁子女住处距离的正向影响仍显著袁

(0.0824)

(0.0844)

(0.0907)

是不显著和显著的袁这与模型 2 的结果保持一致遥 并

(0.1143)

(0.1171)

(0.0408)

(0.0426)

际效应变大袁这也比较符合常理遥 因为年龄增大时袁

(0.0417)

会下降遥 而越是年龄增大袁对子女情感交流的需求愈

0.5120***
0.0242
0.1774

(0.1137)

0.1945***

(0.0409)

0.4877***
0.0580

0.1820

0.1941***

0.0433

0.4922***

0.1688

且从回归结果看袁与模型 2 相比袁住处距离对潜在

0.2025***

Familyrank

-0.3753***

-0.3695***

-0.3825***

Numberson

-0.0069

(0.0440)

(0.0386)
(0.0444)
0.0090

模型 3 同样是将样本限制在年龄 45 岁及以

面对面联系频率和非面对面联系频率的影响分别

-0.0920**

(0.0387)

面的沟通频率也能够体现亲子间感情的亲密程度袁

0.0873

-0.0900**

(0.0476)
0.0100

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下降袁而非面对面联系频率的边
对于生活照料的需求会更多袁住处距离的正向效应
加强烈袁非面对面交流频率的边际效应有所提升遥
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袁我们也尝试了以下提取

(0.0500)

(0.0498)

(0.0525)

住处距离和交流频率指标的方法院 依次提取长子尧

(0.0420)

(0.0420)

(0.0441)

优先提取长子和长女信息袁 次子和次女信息次之袁

(0.0310)

(0.0319)

(0.0313)

(0.0326)

前提下袁 将新提取指标作为变量度量引入模型袁回

(0.0267)

(0.0287)

40 岁以上受访者袁模型域则是将受访者年龄限定在

0.1160

0.1216

0.0541
要

Face

要

Phone

要

样本量

1030

伪 R2

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袁而非面对面联系的频率的

就会有一定的弱化袁但是情感需求是一种刚性且难

-0.0906**

Distance

感交流和心理慰籍的外在表现形式遥 面对面联系频

模型 3

Personality

Numberdau

频率对中老年父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形成呼应遥 这

0.1120

0.0616

0.0777**
0.0446

0.0479*
1030

0.0800*

长女尧次子和次女的信息袁即根据野长幼有序冶原则袁

0.0594*

但在长子和长女之间尧次子和次女之间分别优先提

0.0173

取长子和次子的信息遥 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

0.0598**

归结果如表 7 所示遥 余与前面类似袁模型玉仍是针对

914

45 岁及以上遥 结果显示袁距离对真实幸福感的影响

为正袁模型玉中显著袁在模型域中变量不再显著袁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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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0.105袁极其接近 10%的显著性水平遥 面对面交
流频率和非面对面交流频率对真实幸福感的影响

均为正袁分别是不显著和显著的袁这与前面的回归
结果保持一致遥
表7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阅istance
Face
Phone
样本量
伪 R2

模型玉

模型域

0.0719**

0.0529

渊0.0316冤

渊0.0326冤

渊0.0317冤

渊0.0329冤

渊0.0265冤

渊0.0284冤

0.1157

0.1214

0.0413

0.0137

0.0493*

0.0607**

1,030

914

四尧结论与启示
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袁 家庭规模小型化尧
家庭类型核心化尧家庭结构简单化尧家庭形态多样
化袁使得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功能与需求对应结构
和均衡条件都发生了改变遥

[21]

居住模式的变化使得

家庭功能的现实野供给冶不断演变袁但家庭情感慰籍
功能的心理需求的演变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袁中
老年人对家庭功能尤其是情感支持功能的野需求冶却
是刚性的遥 此时袁 供给和需求之间就可能产生不均
衡遥 在当前社会袁一些子女的时间被工作和个人娱乐
挤占袁疏于对父母的探望尧陪伴和交流袁或者深受享
乐主义价值观念影响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野啃老族冶
中的一员袁却漠视父母情感交流的需要袁这已经引
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遥
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袁一方面袁对中老年人尤
其是因退休而收入大幅下降的老年人来说袁子女的
经济支持是必要的遥 在独生子女越来越普遍的情况
下袁子女经济赡养的负担加重袁因此应加强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和完善袁社区和社会需要承担更多的责
任遥 另一方面袁家庭的功能外化只是部分外化袁家庭
的情感支持功能实际上很难迅速地尧 全部地外化遥
子女对父母的帮助和支持绝不能局限于经济支持袁
情感交流和心理慰籍对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意义
更大袁物质并不能补偿对父母漠不关心所造成的精
神需求的伤害遥 新修订的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曳更强
调子女的精神赡养义务袁然而精神赡养的义务很难
强制执行袁因此需要进行合理引导袁发扬中华民族
尊老敬老和讲孝道的文化传统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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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结论形成呼应的是袁 在居住模式变迁尧
亲子分开居住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袁人们对居住
模式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袁野三代同堂冶的居住模式
越来越不可延续遥 但是袁随着距离的适当拉大袁父母
对子女面对面和非面对面沟通的心理需求仍然强
烈袁这直接影响到其生活幸福感遥 尤其是相对于面
对面联系频率袁非面对面联系频率的正向影响是显
著的遥 因此袁在分开居住模式下袁当面对面联系变得
不再十分便利时袁子女需要注重与父母非面对面形
式的情感交流袁增加交流频率袁聆听父母心事袁这是
对面对面联系有效的替代袁大大有益于中老人幸福
感的提升遥
注

释院

淤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袁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或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0%即为老龄化
社会遥

于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
布的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曳渊第 1 号冤袁网址
是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53.htm遥

盂 家庭核心化指核心家庭在所有家庭中不断增长的过程袁

而核心家庭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袁 家庭的成员是夫妻两
人及其未婚孩子遥 如果一个社会家庭核心化袁 则一般而
言袁子女结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遥

榆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中老年父母这一群体的生活幸福感而

不是老年群体袁多数人自评健康状况良好袁所以我们不考
虑子女的生活照料对其幸福感的影响遥

虞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曳第十四条规定院赡
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尧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
上慰藉的义务袁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遥

愚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将 18~40 岁界定为青年人口遥 同时
我们考虑袁根据男性 22 岁和女性 20 岁的法定结婚年龄袁

当父母 40 岁时袁子女基本上跨过 18 岁袁步入成年袁此时
分析子女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等对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
较有意义遥

舆 当然袁经济帮助的频率并不等价于经济帮助数额的大小袁

也可能帮助很少但每次帮助数额很大遥 但从统计上讲袁我
们近似地认为袁经济帮助的频率越高袁数额也越多遥

余 限于篇幅袁我们没有报告其他控制变量尧省虚拟变量和切
断点的回归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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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unction, the Change of Living Mode and Happiness of the Wrinkly and the Elderly
要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渊2006冤
要要
HAO Shen-yong

渊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冤
Abstract: With the degree of the population aging deepened the number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is growing. So pro鄄
mot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wrinkly and the elderly is very important. The living mode of family is changing greatly, that is,
many young people don't choose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The change of living mode has an effect on the happiness the
wrinkly and the elderly through impacting finic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sons and daughters to their par鄄
ents. Also, when sons and daughters live separately with their parents, the distance and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between
them also impact patents' happines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 using Ordered Probit model,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finic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is positive, which is separately not significant and signifi鄄
cant. The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arents' happiness, which is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mmuni鄄
cation frequency in the way of face to face on parents' happiness is not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mmuni鄄
cation frequency in other ways is significant. We learn from above results is that besides necessary finical support,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important for parents' happiness. Also, parents are more and more willing to choose to live separately
with their children. When this indeed happened,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is helpful for parents' happiness.
Key words: the function of the family; living mode; the wrinkly and the elderly; life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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