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
———焦点小组访问的定性资料分析

熊　跃　根

　　内容提要:我国是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国家 ,而成年子女是老年人家庭照顾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讨子女对老人照顾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目前城市老

人家庭照顾过程中的问题和需要。本文通过焦点小组的方法 ,从对部分老人子女的

访问中得到有关子女对“孝” 、老人照顾需要的看法 ,以及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

等定性资料 。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城市里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在老人照顾中仍然起

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同时反映出以女性照顾者为主的性别化趋势和照顾过程中

出现的资源不足及冲突。基于研究资料 ,作者初步讨论了未来城市老人照顾服务发

展应注意的问题和政策导向。

老年人是社会的智者 ,也是社会的财富。然而 ,人到晚年由于健康状况的退化 、社会经济

地位的相应下降 ,他们的需要和问题容易被人们忽视。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上注重家庭养老

的国度里 ,作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要照顾者之一 ,成年子女成为了老年父母的重要支持网

络。因此 ,通过子女了解老人的照顾需要和代际关系是深入了解老人家庭照顾情况的一个不

可缺少的步骤。子女对老人照顾问题的看法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人在家庭照顾层面上出现

的问题和老人照顾的需要 ,对这些问题和需要的回应不仅是社会工作者的职责 ,也是社会关切

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论文作为一项定性研究 ,是以 1997年 4月研究者对吉林省长春市 200名

60岁及以上居家老人问卷调查的结果为基础 ,采用“焦点小组访问”(Focus group interview)的

方法对部分老人子女进行访谈 ,目的是对老人家庭照顾的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从而在统计数

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有关老人照顾在家庭层面上的情境化资料(Contex tualized data)。

一 、研究的问题

在老人的非正规照顾网络中 ,子女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在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动

态帮助关系中 ,涉及到情感 、互惠和子女对父母的责任等文化传统因素(Sprit ze & Logan ,

1992)。过去有研究表明 ,在家庭照顾的背景下 ,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日常互动和支持对老人的

身心健康有很明显的影响(Quinn ,1982;Lang lie , 1977)。费孝通先生曾指出 ,在中国的家庭结

构关系中 ,子女赡养父母的方式不同于西方 ,它是一种“反哺模式” ,即下一代对上一代的赡养 。

在传统的伦理文化中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它体现了养儿防老这样一个均衡互惠原则 ,成

为维系家庭经济共同体的纽带 。不过 ,从 80年代我国城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出现了一

些新的抚养关系 ,如“逆反哺模式” ,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年老父母在经济上支持子女的一种反向

抚育关系(车茂娟 ,1990)。在城市中老年父母为未婚子女筹备结婚用品和费用 ,即是这种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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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突出表现 。在我国城市老年家庭中 ,有很大比例的老年人虽同子女分开居住 ,但维持着

分而不离的生活模式 ,父母与子女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基于两代人的相互需要

而决定的 ,一方面父母可以继续从子女方面得到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安慰 ,另一方面子女

亦可从父母那里得到管教和帮助。以往的研究表明 ,老人通常会居住在至少一个子女居住地

附近或选择与子女同住 ,老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子女保持频繁的互动 ,子女作为照顾父母的支持

者 ,同时又从父母那获得帮助 ,代际之间维持着一种互惠关系(Ballard Reisch , 1991;Shanas et.

al.,1968;Bultena , 1969;Knipscheer and Bevers , 1985;Petrow sky , 1976;Qureshi and Walker ,

1989;Walker ,1996 ,p.12)。

在中国 ,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照顾是天经地义的 ,它成为传统价值伦理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 ,家庭养老世代被推崇。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国目前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

主 ,以子女为核心的非正规照顾网络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国内学者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状

况的研究不少 ,但从照顾者尤其是从老人子女的角度来研究照顾问题的成果尚不多见 ,也未形

成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本文尝试在传统的问卷调查基础上 ,结合焦点小组访谈法选择一

部分被访老人的子女 ,对他们进行访问 ,以深入理解老人家庭照顾的情形。

二 、研究方法:家庭照顾者焦点小组访问

作为一种有效的定性资料收集方法和策略 ,焦点小组访问法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

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尤其在社会学 、市场学 、新闻传播学等领域 。在老年学和社会工作研究

中 ,焦点小组方法的优点亦得到了学者的认同 。焦点小组方法通常会配合另一种资料收集方

法加以使用 ,最常见的是将焦点小组方法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这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

方法与定性方法整合的一个代表性例证 。这种结合主要包括 ,用焦点小组方法来配合问卷测

量所采用的工具(Fuller et al., 1993 , pp.89—104);用焦点小组来改善调查问卷(O′Brien ,

1993 ,pp.105—117);将焦点小组同问卷调查作为互补的研究工具(Coyne and Calarco , 1995;

Wolff et al.,1993 ,pp.118—136)。焦点小组作为一种资料收集的具体技术 ,它可以帮助研究

者重新回到所研究的问题上去 ,这一资料收集过程所得到的丰富和有价值的信息 ,将有助于研

究者对研究问题和假设的再检验 ,发现或检验理论。焦点小组中多个参与者的讨论和对问题

的回应 ,既可以帮助研究者解释某一现象及其成因 ,也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信息 ,从而深入探

索所研究的问题 。研究者对老人子女(家庭照顾者)进行焦点小组式的资料收集 ,其作用在于

充分了解研究对象 ,评估老人及照顾者的需要 ,找出正规照顾与非正规照顾之间的服务差距 ,

从而制定服务推行模式的正确路向 。作为一种定性方法 ,焦点小组能提供问卷调查方法所难

以获得的资料 ,因此在收集定性资料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焦点小组访问”这一方法的优

点及局限性 ,国内已有学者做过详细的介绍 ,本文不再赘述(李冬莉 , 1998)。

(一)小组参与者选取及构成。本研究中的老人子女焦点小组参与者由居民委员会干部和

一位老人志愿者介绍 ,10名老人子女组成两个小组 ,在内容相同的一份讨论大纲指引下就问

题进行讨论。老人照顾者子女访问对象分为两个焦点小组 ,每个小组由 5人构成 ,讨论两次 ,

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 。由于小组在成员构成和个人特质上的差异性 ,在相同的一份访问大纲

下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其时间长短并不相同 。本研究中的两个焦点小组成员都来自被访老人

的子女 ,在两个小组的 10名老人子女中 ,焦点小组(1)有男性 2人 ,女性 3人 , 5名子女都已结

婚并有未成年子女 , 2名男性与老人合居 , 3名女性与父母分居 ,小组成员年龄介于 36—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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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焦点小组(2)有男性 1人 ,女性 4人 ,只有 1名女性未婚 ,其余 4人已婚 ,已婚的 4人中只

有 1名女性没有小孩 ,其他 3人各有未成年子女 1名 ,小组成员中有 2名女性和 1名男性成员

与父母同住 ,其余 2人与父母分居 ,小组成员年龄介于 29 —45岁之间 。

(二)焦点小组的进行 。比起具备一定规模的问卷访问 ,焦点小组方法在操作上相对较为

容易控制 ,但会比单个的访问复杂一些。两个小组访问在 1997年 5 月 15-24 日先后完成 。

每个小组分别进行了一次讨论 ,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在这一资料收集过程中 ,研究者担任两

个小组的讨论主持人(Moderator),同时聘请了一名研究助理协助进行笔录和录音工作 。第一

个小组是在被访者所住居民楼里的居民俱乐部内完成的;第二个小组是在被访的一个老人家

中完成的 。焦点小组在讨论主持人的启发和引导下 ,围绕研究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这些主题

包括:老人子女对照顾父母的责任和“孝”的态度和看法;老人照顾过程中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

间的代际关系;子女对老人照顾需要的看法;子女在日常照顾老人过程中的困难和压力。

讨论分别采用录音、笔录和备忘录等方法协助完成 ,研究人员(包括讨论主持人和记录员)

是主要的手段 ,其它具体采用的工具包括微型录音机、记录本 、笔 、纸和参加焦点小组的邀请信

等。具体的程序和步骤研究者参照了斯图尔特(D.W.Stew art)和塞姆达沙尼(P.N.Sham-

dasani)两位学者于 1990年出版的《焦点小组:理论和实践》(Focus Groups:Theo ry and Prac-

tice)中阐述的方法和原则 ,其中包括:第一 ,挑选研究助理 ,帮助记录和录音;第二 ,检查和试用

录音设备 ,包括电源 、录音功能 ,选择合适的磁带;第三 ,准备记录所需的文具;第四 ,在焦点小

组开始前 ,主持人说明讨论过程中采用录音来进行研究 ,但录音材料只作研究用 ,小组成员若

不接受可自由离开。

三 、小组访问资料分析

在对焦点小组讨论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时 ,研究者先采用主要概念或主题突出分类的方

法来对资料进行编码 。第一 ,根据问题本身来归类;第二 ,根据突出的概念和看法来分类 。然

后将这些涉及的内容整理出来 ,以“剪贴技术”(Cut-and-Paste technique)呈现资料 ,用“主题分

类”方式进行分析 ,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 ,虽然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研究者本

人主观判断的影响 ,但同多数定性研究一样 ,它的解释性分析在资料的基础上反映了研究者的

观察和理解(Stewart &Shamdasni ,1990)。本研究小组资料分析的深度或密度由研究本身的

探索性目的决定 ,同时 ,这些资料同它们在未来服务推展计划中的重要性和实践性相关。需要

指出的是 ,为避免歧义和错误的理解 ,研究者在资料呈现时保留了小组成员本人的语言 ,这样

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情境中理解他们的情感和看法 。

主题一:子女对照顾父母责任和“孝”的看法

“孝”和养老敬老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被强调的要素。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和脱离理论

(Disengagement theory),老人在晚年由于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 ,其社会

关系以家庭和同辈社群网络为主 ,老人照顾的责任由非正规系统中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

来承担 。而代际间关系的和谐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子女对照顾老人的责任承担和日常的

互动因素的影响 。在小组访问中 ,老人子女基本上都从传统的观念表达了对照顾父母责任和

孝的一般看法 ,当研究者问及小组成员对于如何看待照顾父母的责任这一问题时 ,谈话资料显

示 ,子女们都认为这是做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 。他们的看法

显示照顾父母仍是基于情感和回报并成为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一项不可推诿的责任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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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另一方面 ,子女把照顾老人的责任 、孝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到一起 ,即代际间的团结受到子

女的典范效应(Model effect)影响 ,比如有子女谈到如自己不好好对待父母 ,等将来自己进入

老年的时候便很可能得不到子女的尊敬和照顾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 、传统的观念 ,它对照顾者

角色的承担起着某种意义上的粘合作用 。由于小组成员各自在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和职业背

景上的差异性 ,子女在表达孝和责任的看法上也存在一些差别 ,比如男性的看法更为直接 ,而

女性则会更为具体 ,叙说时会主动将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同照顾父母的责任联系在一起 。但

是 ,由于多数子女都处在中年阶段 ,已婚育有子女 ,他们的同辈人的人生特征又具很大的相似

性 ,因此在对孝和责任的看法上显示了很高的一致性。下面的谈话资料说明了上述主题:

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

(W先生):“父母养育之恩 ,(我们作为子女)应当回报 。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

母亲 ,(子女)回报父母理所应当 ,做儿女的应该照顾好老人 。”

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

(M 女士):“照顾父母(我们子女)都尽力而为 ,这是一种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 。

(平时)我们经常回来 ,尽力减少老人的孤独感 。”

(Y女士):“照顾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 ,做子女的根本不能推托。我有空就过

来看看父母 ,帮老人做一些家务。”

孝敬老人照顾父母是人的本性

(N女士):“我认为父母生养我们很不容易 ,孝敬老人 ,照顾父母是应该的。我认

为一个人必须孝顺父母 ,这体现了人的本性。”

从自己的将来反思

(F 先生):“我们从自己对老人照顾这一件事上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老人活着

的时候 ,(我们子女)就应当尽孝心。老人在感情上很脆弱 、很孤独 ,他们需要子女的

亲情关怀。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所以这也成为(我们子女的)一种托辞 ,(我觉得)

我们子女应尽量多拿出一些时间照顾父母。”

自己做父母后的“回声效应”(Echo effect)

(R女士):“父母对(我们)女儿的爱是无私的 ,女儿对父母的爱就差点 ,(我自己)

有了小孩体会深了。没有小孩之前对父母说话简直就是反叛 ,有了小孩之后 ,对孝敬

父母体会深 ,所以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子女应尽的责任

(T 先生):“孝是中华民族美德 ,父母养你小 ,老了你应养他们 ,这是应该做的。”

(K女士):“我与魏大哥的看法差不多。我们养父母 ,我们自己也有老的一天 ,孩

子也会跟着我们学。一个看自己子女 ,一个是看自己将来。”

照顾父母是一种可选择的行为(Selective behavior)

(H 女士):“古代父母子女住在一起 ,女儿出嫁就与父母隔离了 ,一年回一次 。对

于现代女性来说 ,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氛围 ,要照顾母亲 ,一天都可以照顾她 。

但现在我长大了 ,要有自己的生活。有条件的话 ,我自己生活 。现在通讯发达 ,我可

以打电话问他日常生活状况。如果他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问一下关心一下 ,作为医生

我会给她买药 ,告诉她吃药按时。我母亲有冠心病 ,但还没有到不能自理的程度 。×

×整天尽子女义务 ,照顾(父母)一日三餐 ,现在没有谁有时间 ,只能一周两三次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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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指父母),真住医院了 ,只能尽子女义务照顾他 、看他 ,平时只能问下他需要 ,再

凭自己判断看一看他需要什么照顾 。”

(X女士):“对我来讲 ,孝敬父母自然是理所应当的 ,但有时因为工作或学业上的

原因 ,我觉得有时反而会受父母照顾多一些。我们现在搬过去和父母住在一起 ,平时

可以和父母多一些交流 ,从生活上也可对父母加以照顾 。我先生在高校工作 ,平时不

用坐班 ,所以家务活他也干不少。”

从上述子女对照顾父母的责任或“孝”的看法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普遍的印象是 ,几乎所

有子女在表达自己的照顾角色时 ,都将“责任”或“孝”自然地合理化 ,同时将照顾父母的道德期

待与自己的成长或对自己子女的范式效应相结合。总结上面子女的谈话 ,子女对照顾父母的

责任或对“孝”的理解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第一 ,子女孝敬父母 、照顾父母是一

种天经地义的事情 ,是理所应当的;第二 ,子女把照顾父母的责任或“孝”视为一种代际传递 ,同

时 ,自己现在的行为就是为子女未来提供榜样 ,子女将照顾责任与自我生命周期联系在一起 ,

一方面反映出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个缺乏全面性、制度化的社

会保障体制的社会里 ,人们还需要依赖家庭的照顾 ,尤其是子女的照顾和赡养;第三 ,上述谈话

材料一个突显的事实是 ,子女把照顾父母的责任与自己做父母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从而感到将

子女抚养成人的艰辛和不易 ,这种心理强化了照顾父母的动机。

从上面的子女谈话可看出 ,在目前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形下 ,子女对父母的照顾责任

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以“孝”为突出的价值规范在老人与子女间的照顾关系上还有

很强的粘合作用 ,这也是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提倡孝敬父母、鼓励子女承担照顾父母责任的一个

基础 。

主题二:老人照顾过程中的代际互惠和母女关系

从以往的研究和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顾主要包括经济方面的支

持 、家务方面的协助 、情绪和心理上的关怀等 ,子女对父母照顾的具体形式又受子女的性别、年

龄 、收入 、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 。调查表明:成年子女中 ,已婚的儿子对父母经济上的照顾比较

多 ,例如老年人生活费和部分医疗费的承担、房屋搬迁后的装修费用等;而女儿对父母的照顾

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方面 ,比如做饭、洗衣 、室内清洁等家务上的协助 ,以及女儿同父母

日常交流和互动 ,在情绪和心理上给老年父母的安慰。

1.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惠

在老人照顾过程中 ,成年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受到老年人和子女各自社会经济状况的影

响 ,两代人的照顾关系基本围绕子女回报父母和父母照顾子女两条主线发展。在照顾过程中 ,

两代之间的互惠性支持表现在父母为子女提供照顾的同时 ,也对子女生活上和情绪上给予帮

助 ,包括家务上的支持 ,为子女提供建议等。子女对父母的照顾事务包括经济上的帮助 ,日常

生活上的照料(包括在特别情形下对父母的照顾 ,比如老人住院时的护理)和情感上的支持。

代际间的互惠体现了老人照顾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一个中心内容 ,父母和子女各自的年龄 、

子女数 、婚姻状况(比如老人是否丧偶 ,子女是否已结婚)、居住模式 、经济和健康状况是老人与

成年子女之间建立这种代际互惠关系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另外 ,文化上的传统如孝的观念也

影响着这种互惠关系的维系。从焦点小组的讨论中 ,研究者发现代际间的互惠关系中以子女

对老人的支持和帮助为主 ,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家务的协助 、精神上的安慰等;而老人对子女的

帮助基本上体现在家务上的支持 ,老人从经济上回馈给子女的较少 ,一方面小组成员都已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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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业 ,另一方面老人多数靠退休金维持生活 ,经济上支持子女的能力也很低 。对一些健康状况

较差的老人而言 ,他们则主要靠家人来照顾自己 ,对子女的支持帮助也大大减少 ,从体力和财

力上已经不能承担起更多的照顾子女的责任 。但对多数身体健康的老人而言 ,承担家务和照

看孙子女是他们回馈子女照顾帮助的普遍形式。

子女困难 ,老人经济上自我照顾

(W先生):“老人有时心里烦 ,我们(子女)得劝他。比如 ,(父母)有时和子女生

气 ,我们就劝老人别生气 ,身体要紧 。经济上呢 ,(因为)老人待在家腻歪 ,总想出去卖

点儿东西或在家收拾收拾 。我妈现在(生病)吃药 ,我们都拿钱。老人最需要关怀照

顾 ,经济上最需要。我单位不开支 ,我妈在家难受 ,自己就出去挣点儿钱。”

子女共同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

(M 女士):“我们家我是个儿媳妇 ,家里就(我丈夫)一个儿子 ,三个姑娘 。我们

照顾老太太主要是精神上的安慰。我每周都回家陪她 ,家里姊妹几个经济上都可以 ,

就老姑娘差一点 。她给精简下来了 ,谁都没和她攀比 ,她(平时)来要是赶上了 ,就拿

钱去买菜。我们在就拿钱买菜 ,几个姑娘都一样 。老太太的钱就留着我们不在时买

点什么。我觉得(老人)精神上的安慰最重要 ,钱的方面对我老婆婆不太主要 ,她一个

人刚来这楼 ,胆子比较小 ,害怕 ,邻居一个老人还去世了 。我们就过来多陪陪老人 ,作

为儿子儿媳是义务。二姑娘近 ,就白天过来陪她妈 ,我们就周五 、周六回来 ,给老人多

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N女士):“我妈一个人在家 ,我姐过来 ,我们也经常过来(陪老人)。现在我们

(子女)关心我妈可以说非常细心。现在她有糖尿病 ,我们就带她化验 、看病 、开药什

么的。我家孩子都挺团结的 ,有点什么事都过来 ,尽到孝心了 ,老人也不在乎吃什么

喝什么 ,有钱儿女不孝就不快乐。”

经济上对父母的支持

(F 先生):“我父亲身体不太好 ,工资不能及时开 ,所以心里挺不平衡 。我们子女

常回来 ,有时也给父母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老人比较容易满足 ,其实多一点爱心 ,有问

题也不怕。”

子女家务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

(Y女士):“的确如此。有时看我父亲就像一个老小孩一样 ,特别容易满足 。我

们回来尽量多陪他说说话 ,每周都回家帮着做家务 ,天气好我就陪我爸出去散散步 ,

但我爸腿不好 ,所以又不能走太远 。”

(K女士):“我们同父母不住在一起 ,不过每周都抽空回来看看老人。平时老人

需要点啥我们都想办法满足 ,父母年纪还不算太大 ,身体也还好 ,所以家务上他们都

能自己做 ,我周末回来有时帮老人做做饭 。”

子女对老人生活上的照料(个人照顾)

(T 先生):“我母亲年纪大 ,行动不太方便 ,基本上都呆在家里 ,平时生活都要靠

我们料理。不过老人大小便还能自理 ,我们只是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 。”

父母经济上支持子女 ,子女精神上对父母的安慰

(R女士):“我父母身体还好 ,平时大家忙也没有特别的照顾他们 ,不过差不多过

几天我就会打电话回来问问父母的情况 ,我自己在医院工作 ,老人要是生病 ,我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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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去照顾。从经济上来讲我因为刚工作不久 ,现在又有小孩 ,所以父母反过来支

持我更多一些。我父母都在做买卖 ,经济上还可以。老人有时忙 ,情绪不太好 ,我有

时回来和他们聊聊天 ,安慰一下老人 ,这也算一种照顾吧。”

子女与父母合居时双方互相的照顾

(H 女士):“我和父母住在一起 ,平时都能从生活上给老人一些照顾 ,我母亲身体

不太好 ,所以我对她较多一点关心 ,加上自己做医生的职业 ,这方面可能要好一些 。

父母对我也挺照顾 ,有时他们对我的学业也很关心 ,从精神上不断支持我。”

(X女士):“我和我先生今年春节前搬回家和父母一起住 ,所以我们平时都能互

相照顾 。我平时在公司很忙 ,晚上回来有时还要做一些公司的事 ,家务有时父母做 ,

有时是我先生做 。经济上我们比较好 ,所以老人需要点啥都能做到 ,平时也给父母

钱 ,不过老人都不舍得花 。”

2.老人照顾过程中的母女关系和照顾者的性别差异

从照顾本身的性别和社会分工来看 ,非正规的家庭照顾和正规的院舍式照顾基本上是女

性的工作 ,照顾这一领域的文献表明 ,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Walker ,1982)。在中

国传统文化里虽然有“养儿防老”的说法 ,但在日常生活的照顾中 ,女性尤其是母亲或女儿则承

担较多的责任 ,这一点和西方社会是非常一致的(Zhu &Xu , 1994)。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

顾上 ,中年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在老人照顾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她们所具有的“多重角

色” ,在家里中年妇女可能既是母亲 ,又同时是女儿和儿媳 ,在工作单位则是一名职员或负责

人 ,对老年父母而言 ,她们是期待中的照顾者 。女性照顾者的多重角色使得她们在生活中要比

一般人承受更多的压力 ,尤其是“角色丛”(role set)带来的紧张 ,社会学家总结为“角色张力”

(Role st rain)。在老人照顾的照顾者性别差异上 ,过去的研究表明男女性在照顾责任的分担和

照顾的具体行为方面存在很明显的差别(Montgomery ,1992;Lee , 1992)。从本研究中的焦点

小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 ,老人子女中女儿与父母间的日常互动更为密切 ,她们对自己父母或公

婆的照顾更多体现在对老人生活的关怀上 ,比如帮父母做家务 、陪老人聊天 、陪老人外出看病

就医等。在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中 ,母亲与女儿之间存在一种很明显的依恋情结(Attachment),

母女的女性特征和角色的相似性使得她们在生活中有较多的情感互动和交流。在传统中国文

化里 ,一般来说女儿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间的关系较为亲密。中国东北有句俗语“老姑娘是

妈的贴身小棉袄” ,意思是说家中最小的女儿通常最受母亲的疼爱 ,因此母女间关系极为亲密 。

N 女士在家中 6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 ,访问时其父亲因患癌症刚去世一个月 ,其母已过

古稀之年 。N女士告诉笔者 ,在她父亲患重病住院期间 ,她们姊妹兄弟 6人轮流在医院照顾父

亲。当 N女士父亲癌症晚期时 ,为了尽全力照顾病重的父亲 ,N 女士毅然辞去了在国营企业

的工作。其父过世后 ,为了给处于悲伤孤寂之中的老母亲多一点安慰和照顾 ,N 女士在失业的

情况下仍然每周都回母亲那儿 ,帮助买菜 、做饭 、收拾屋子 ,陪老人说话和出外散心。访谈中 N

女士还告诉笔者 ,她的妹妹是全家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的 ,用东北方言讲是“老疙瘩” ,她结婚

了 ,人到中年 ,在市电车公司上班。由于单位效益不是很好 ,每天只上半天班 ,因此几乎每天都

来看望和陪伴她母亲 ,帮忙做家务 。后来为方便照顾母亲 ,N 女士的妹妹就自己一人搬过来与

她母亲住在一起 。除了讲述她自己照顾父母的经历 , N 女士还告诉笔者她们姊妹兄弟间平时

照顾老人过程中融洽的关系 ,她的言语极为朴实。

(N 女士):“(现在)我母亲一个人在家 ,母亲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 ,我们经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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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我妹妹现在与母亲同住。我们子女很团结 ,所以照顾父母很好 ,大家没有分歧。”

子女照顾老人的具体形式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物质上的给予 ,还包括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家

务劳动以及精神上的慰藉 ,现在城市年轻人也开始注重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在讨论子女照

顾父母的具体经验时研究者发现 ,子女中男女两性在照顾内容 、方式和细节上有明显的不同 。

男性比较侧重在经济和物质方面的给予 ,而女性更多是在生活细节上对父母的照顾 ,比如关心

父母的身体和情绪状况 ,帮老人做家务 ,包括打扫收拾屋子 、洗衣被 、做饭等 。老人身体不舒服

时 ,女儿常陪老人去医院就诊;而平时女儿会较关注老人的情绪和心理状况 ,如陪老人说话 、唠

家常 ,表现较多从言语间去关心和安慰老人。另外 ,在多子女家庭中 ,由于不同子女照顾能力

的差异 ,加上传统上老人会较多选择同儿子一起居住 ,老年人家庭照顾关系中通常会出现以长

子(或是大儿媳)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局面;另一种照顾责任的分担是子女共同照顾父母 ,尤其

是老年父母在患病住院或发生其它大的事件时子女之间照顾父母的责任分担更为明显。

媳妇对公公婆婆的照顾

(K女士):“我平时在公司也挺忙 ,不过每周还能抽出一两天时间回家看看 。公

公婆婆身体还好 ,年纪也不是很大 ,他们生活都能自己照料 ,因为平时只有他们老两

口在家 ,所以我们有空还是多回来看看 ,老人需要点啥我们也知道。有时周日回来陪

老人玩玩牌什么的 ,或是帮她们捎点菜回来 ,做顿饭 ,收拾收拾家务。”

母女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在当冲突出现时彼此所采取的处理手法 ,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善表

达 ,情感方面的沟通也更细腻。母亲与女儿的联系纽带可能使得她们往往会因为一次冲突而

紧密 ,在 R女士看来 ,自己的事业和照顾责任之间的冲突引起了母女间情感上的交锋 ,老人的

唠叨是情绪的一种惯常表达手法 ,而女性的忍受和宽容又使得母女代际间情感冲突成为一种

两代人认同的交流方式 ,下面的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母女间不同的期望所产生的代际冲突

(R女士):“我有工作 ,在医院平时要倒班 ,我自己忙着读一个本科文凭 ,所以有

时照顾父母也有点力不从心。我母亲现在在干个体卖服装 ,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挺忙

的 ,我要上班又帮不上她的忙 ,我母亲有时就埋怨我不帮家里做事。要钱的时候来找

我 ,忙的时候你不来帮我 。周一 、周四我没工作就过去帮她 ,她就不理解 ,我也挺委屈

的 ,毕竟我自己也有生活 、工作要安排料理啊 。所以我母亲说我的时候 ,这时我一般

就笑一下 ,听她唠叨 ,也不顶嘴过去就算了 ,母女之间没什么好埋怨的 。”

母女在生活细节上的彼此关切表现出很深的人情味 ,男性会趋向于较多从工具性的层面

来关心帮助老年父母 ,比较直接和简练 ,但女性尤其是女儿同母亲之间可能有更多的情感沟

通。另一方面 ,在母女间产生冲突时 ,女儿在处理两代之间的权力关系上与男性相比 ,可能会

表现得较为容忍和平和。上述焦点小组中的 R女士与母亲之间的代际关系即显示出 , R女士

对母亲有很强的情感上的投射(Emotional ref lect ion),在对待母女间生活中的冲突时 ,她避免

挑战母亲的权威 ,在她看来母女间的代际一致性(Intergenerational consensus)是自然的。

母女之间在生活上彼此照顾时情感的建立

(H 女士):“平时照顾父母从生活上思想上都有 ,具体讲生活方面就是常问问母

亲 ,看她有什么需要 ,从精神上关心他们 ,我回来总要和我母亲唠唠家常。我母亲身

体不好 ,所以也比较多关心她的健康情况 ,看到母亲挺疲惫的就多问问 。我当医生知

道怎么用药和治疗 ,所以看病也挺方便。经济上我们做子女的挺紧张 ,父母搭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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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工作以后父母也照顾我 ,经常还给钱 ,怕我不要 ,我母亲都硬塞给我或偷着放进我

的包里 ,我回家后发现了就放在一起 ,舍不得花 ,这种心情不一样 。”

工作上的安排使父母照顾女儿

(X女士):“我平时工作太忙 ,早出晚归 ,除了晚上或周末 ,很少有时间照顾父母 ,

我现在和我先生搬回我父母家 ,和老人一起住 ,所以平时也多一些机会照顾他们 。晚

上一起聊聊天 ,帮父母做一些家务 ,我们下班回来时把菜给带回来。我们要工作忙不

开 ,倒是要靠父母照顾我们了 ,好在老两口身体还挺好的。”

主题三:子女对老人需要的看法

由于每个老人家庭子女数目和构成上的差异 ,加上老人本身经济和健康状况方面的分别 ,

老人在居家生活方面的需要也不尽相同 。那些年龄大 、退休早和身体状况差的老人 ,因为本身

收入较低 ,医疗费开支大 ,在经济上的需要就相对很强 。由于老人生活多俭朴 ,对有一定经济

收入的老人来说 ,他们会尽量不给子女增加经济上的负担 ,子女在精神上给他们的安慰就显得

更重要 ,如陪老人说话解闷 ,给老人以精神上的支持 。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 ,社会上开

始强调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意思就是鼓励老人子女多关心老年父母精神上的需要 。对那

些高龄老人来说 ,影响老人居家照顾需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的健康状况 ,一些老年慢性疾

病使得他们在医疗健康上的需要增强。对文化程度较高和家庭环境较好的老人来讲 ,他们对

闲暇生活的安排会比较注重 ,因此对社区内的娱乐设施的需要就显得突出。子女尤其是与父

母一起居住 ,或经常与父母保持接触的子女 ,他们通常会较多了解父母的日常照顾需要 ,老人

的需要与其经济状况 、健康状况和居住模式等因素有很直接的关联 。但从焦点小组的讨论来

看 ,子女对老年父母的需要基本上界定在日常生活基本需要的层面上 ,主要包括经济上的需

要 、精神方面的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照顾。

经济上的需要

(W先生):“对我父母来讲 ,他们老人现在经济上的需要最重要。”

(F 先生):“经济上的保障 ,工资能给发 ,医药费给报 ,老人就满足了 。”

精神上的需要(包括休闲娱乐)

(M 女士):“我妈她不缺钱 ,生活上不缺啥 ,唯一精神上的安慰最重要 。”

(N女士):“我母亲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 。”

(R女士):“我父母年纪还不算太大 ,身体也还可以 ,平时大家都要忙自己的事 ,

他们也不需特别的照顾 ,只是有时老人心情不太好时 ,需要多一些关心 、安慰 ,平时也

常给父母打电话 ,问问有什么需要 。我是护士 ,所以父母在健康方面的需要我比较容

易多关注一些。”

(K女士):“老人有时寂寞 ,需要多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X女士):“我个人觉得父母在精神上的安慰和平时的休闲娱乐很重要。”

(H 女士):“平时就会想想父母缺什么 ,尽自己所能给他们买点 ,过年过生日时 ,

不管什么事都推开 ,与父母聚一下 ,同他们聊一些日常琐事 。我觉得父母最切身的需

要是精神上的需要。他们也不缺钱 ,主要是精神上的快乐。”

医疗健康和休闲娱乐方面的需要

(Y女士):“我父亲更需要医疗方面的服务 ,如能就近看病就医啦 。另外 ,社区内

如能增加一些老人的休闲娱乐设施 ,多一点活动场所 ,老人的需要就基本能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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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方面的照顾

(T 先生):“我母亲因为年龄比较大 ,平时基本上不出去 ,但自己还能上厕所 ,自

己能自理。平时主要是比较多关心老人的饮食起居方面 ,看看有什么需要照顾的。”

从焦点小组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老人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是影响老人日常照顾需要的

主要因素 。离退休老人在工资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生活方面的担忧较少 ,他们比较关注的是自

己和配偶的健康状况 ,以及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安排。在子女看来 ,老人的需要因健康状况 、

年龄和居住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多数子女尤其是女性认为 ,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保障以

后 ,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和照顾;对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来说 ,子女较为关切的是老人的

医疗问题 ,由于老人中老年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 ,老年人看病就医是一个需要照顾者花金钱 、

时间和精力去应付的事件 ,尤其是在子女就业的情形下 ,子女照顾者为照顾父母常常要面对来

自照顾责任和工作安排之间的冲突和压力。总体来看 ,子女对老人需要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方面:第一 ,对健康状况欠佳的老人而言 ,医疗方面的需要最重要;第二 ,较年轻的离退休

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单位保障的前提下 ,他们的闲暇时间的安排和精神方面的满足是主要的

内容;第三 ,对老年家庭妇女或独居的老人而言 ,他们经济上的保障是生活上的第一需要 。

主题四:子女日常照顾父母的压力

在以往的研究中 ,子女照顾父母尤其是照顾病弱的父母时会遇到资源上的不足 ,如金钱 、

物质以及服务短缺等困难;或是由于照顾者本身的健康程度 、就业上的安排与照顾任务产生了

一定的冲突 ,对照顾者形成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紧张(Morycz ,1985)。由于被访的绝大多数老人

都能自理 ,在小组访谈中 ,多数子女认为照顾的压力并不大 ,而主要的困难多来自老人自身经

济状况的恶化或医疗健康方面的负担。另外 ,也有子女提到居住社区缺少集中的老人活动中

心 ,所以老人的休闲娱乐显得较为单调 。但是对丧偶后独居的老人来说 ,他们的日常照顾仍是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由于子女不在身边 ,平时遇到的困难会比一般老人要多 ,尤其是当独居

老人健康状况不佳时 ,他们所需要的照顾更具体 ,因此家庭成员中子女的压力就比较大。他们

会出现就业与照顾老人的冲突 ,或是要改变以往的生活节奏和习惯来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

女性失业时照顾丧偶老人的压力

(N女士):“我父亲住院时为了照顾他 ,我把工作辞了 ,现在还没有找单位。我爸

为了我们吃了很多苦 ,所以我们再怎么也值。我爸才去世几个月 ,剩我母亲一个人在

家 ,所以现在我们担心的主要是我妈的身体 ,她自己又没生活保障 ,完全要靠我们子

女来照顾 ,我们做子女的很团结 ,大家一起承担 ,所以压力也就小些。”

职业女性在照顾父母与工作上的冲突及压力

(Y女士);“这点我也有同感 ,我们要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的家 ,作为女性很难 。我

自己在单位担任行政职务 ,白天事情比较多。我父亲身体不太好 ,出门也不方便 ,在

家主要靠我妈照顾 ,我们住的地方离父母家很近 ,所以晚上有空差不多都要去看看父

母 ,帮他们做一点家务。”

经济上紧张对男性照顾者的心理压力

(W 先生):“我单位不开支 ,所以从经济上自己无力去照顾父母 ,我母亲还自己

出去挣钱 ,反而受到父母的照顾 ,心理也挺不好受 。”

子女多 ,共同照顾父母 ,未感觉到照顾压力

(M 女士):“我单位离家近 ,能常回来 ,另外我先生家里兄弟姐妹也多 ,大家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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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商量 ,所以没太感觉照顾上的困难和压力 。”

(H 女士):“我父母亲身体都挺好的 ,平时也不太需要照顾 ,所以也没什么困难。”

(T 先生):“我母亲和我们住一块 ,老人身体也好 ,平时照顾上的事情都可以做

到 ,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时间上不充裕

(F 先生):“就我自己看来 ,主要的困难是时间 ,有时事情忙不开 ,我父亲退休在

家 ,单位开不出支 ,心情不太好 ,我们尽量多安慰安慰他 ,平时我们子女从经济上也帮

老人一把。”

(K女士):“困难倒没什么 ,我父母他们身体也还好 ,主要是有时工作太忙 ,公司

事一多平时就很少能过来看看老人 ,所以只有周末才能回来帮老人做做家务。”

(X女士):“我感觉就是工作上一忙家里就顾不上 ,好在我父母他们身体还不错 ,

不太需要照顾 ,家务活我和我丈夫平时在家基本上都做 。”

来自工作、照顾子女与父母多方面的压力

(R女士):“我在医院工作 ,平时要倒班 ,女儿又比较小 ,才两岁 ,所以尽量抽时间

回家看看父母他们。有时感到自己也挺累的 ,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比较大 ,父母有时

也念叨怎么不回家啊 ,我也想多关心一些老人 ,可是有时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

从上述小组成员的讨论中可看出 ,子女的多重角色与作为老人照顾者之间产生的冲突 ,以

及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遇到的压力 ,因为照顾老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予过程 ,而是涉及时

间 、情感和责任的全面关怀过程 ,尤其对中年女性而言 ,这种照顾压力不仅来自对双方老人的

照顾 ,而且要照顾未成年子女 ,在就业和操持家务的基础上 ,对两代人照顾的压力可见一斑 。

英国一位学者曾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 ,批评政府强力倡导的社区照顾(Community care)对

家庭照顾者尤其是对女性的不公正 ,因为在很多时候 ,在资源不足 、院舍照顾管理欠佳的情形

下 ,社区照顾就逐渐蜕变成家庭照顾(Family care),而家庭照顾最后就成为妇女照顾(Woman

care)的代名词(Walker ,1982)。在我们国家目前社区照顾能力还十分有限 ,因此为老人家庭

照顾者 ,特别是为女性提供必要的家庭支援服务就成为整个社会需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一个

社会福利服务发展方向。

四 、结　　论

定性资料的研究结果表明:“孝”仍是子女照顾老人的一种主要原动力;老人的居家照顾需

要因其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不同 ,但仍以经济和健康医疗两方面的需要为主;子女与老人在

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一种互惠支持的代际关系;在老人照顾过程中基本上以女性照顾者为主 ,呈

现出照顾角色的性别不平等;在企业职工失业严重的情况下 ,子女作为照顾者面临较大的压

力 ,就业和照顾老人的双重压力会对照顾者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作者认为:除强调传统家

庭照顾的正面功能外 ,还要看到当今社会经济背景和高龄化趋势下家庭照顾的局限性 。作者

指出 ,一方面未来社会要扩大正规照顾的范围 ,另一方面要为家庭照顾者建立相应的支援服务

系统 ,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养老” 。本文只是从有限的层面和深度对城市老人照顾做出一点

阐释性说明 ,但提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给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深入探讨当前

我国城市面临的高龄化和社会经济转型下形成的新的代际关系和老人照顾的需要及其困难 ,

将有助于国家从社会政策的层面 ,对未来人口高龄化形势下赡养和照顾老人提前做出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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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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