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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的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分析 

李连友 李磊 万叶 
 

摘要：作为应对社会压力，转移抚幼负担的家庭策略，隔代抚养对提高社会生育

水平无疑具有照护红利。然而，由于价值理念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养老与抚幼家

庭政策的缺失，社会服务支持的滞后与不足，以及家庭照料责任的分配不均衡，

致使老年人面临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的角色转换矛盾，表现为期望冲突、能力冲

突、时间冲突与行为冲突四个方面，由此给老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关系与社会和

谐带来消极影响，这与积极老龄化理念及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强化理念

指引、政策保障、服务供给与家庭支持，是化解老年人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角色

冲突，实现长幼共融与老少同乐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隔代抚养；社会参与；角色冲突；积极老龄化；全面二孩政策 

 

隔代抚养是当前我国多元化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重要形态之一，在经历了

20 世纪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变迁发展之后，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参与或者独

立抚养孙辈的隔代抚养成为家庭应对育幼压力的主要途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

心 2014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比例高达 66.47％，由

祖辈参与照料 0~3 岁儿童的比例占总数的 60％～70％。[1]照料、抚育孙辈，俨然

已成为当代中国老年人主流的晚年生活方式。一方面，血脉传承和家庭绵延的情

结使得老年人十分关注自身对于儿孙的责任。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家庭抚育功

能的急剧变迁以及社会抚幼服务的滞后，致使儿童抚养的压力越来越多地转嫁到

祖辈身上。学界早有研究关注到隔代抚养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消极影响，认

为它将促使祖辈提早退休，减少甚至放弃休闲活动[2][3]，但从积极老龄化视角与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分析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之间角色转换困境的研究

几乎是空白。事实上，老年人的这一角色转换冲突，不仅与国家促进老年人身心

健康、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老龄化理念相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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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面放开二孩以提高社会生育率的政策激励效应①。为此，本文将基于社会角

色理论，分析老年人在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过程中角色冲突的具体表现以及内在

致因，在此基础上，从社会政策层面寻求化解这一矛盾的具体路径，以期实现老

有所为与幼有所育的共同发展。 

一、分析框架：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转换困境的理论嵌入 

在研究个体行为与社会互动活动方面，社会角色理论被广泛应用。自 20 世

纪 30 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将“角色”这一戏剧舞台术语应用至实

际生活中人群互动活动的分析时起，社会角色理论逐渐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②。

社会角色理论以角色概念为核心来解释人类行为，强调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角

色行为的形成和完善，认为每个人都是群居动物，因而个体的生活一定是依托群

体而存在的，就像是戏剧舞台上的演员必须按照剧本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个

体的行为也必然受到群体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制约。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以及社会

参与方式的变化调整，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当个体在社会生活

中承担多项角色与单一角色责任时，角色之间与单一角色内部容易发生矛盾、对

立和抵触，从而引起个体内部心理冲突，最终妨碍个体角色扮演的正常进行。[4] 

对于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而言，从“退出工作岗位”到“回归家庭照料”，

原有角色的消退与新角色的适应，多种角色扮演之间的冲突无疑会增加老年人在

社会与家庭角色转换过程中的难度。而个体晚年期能否合乎规范地扮演不同的角

色，能否成功地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顺利转换，关乎其健康身心的养成，更关乎

其角色行为扮演产生的社会互动活动质量。由此可见，社会角色理论为解释老年

人在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过程中的角色冲突提供了理论逻辑与研究视角，通过分

析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转换困境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从

社会政策层面实施调适冲突，化解矛盾的干预策略。 

二、冲突来源：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转换困境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从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再

 
①全面二孩政策以来，出生人口连续两年远远低于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末中国大陆全年出

生人口 1723 万人，比 2016 年下降 63 万，人口出生率为 12.43‰，下降 0.52‰，其中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

愿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经济压力，时间成本与无人照料。 
②角色理论来源于符号互动论，其中互动理论以乔治·赫伯特·米德为代表。米德独创性的提出了一套“自

我”理论，认为自我在交互性行为中得到建构和重建，而角色是处于一定地位并按照相应行为规范和行为

模式行动的人。自他之后，社会学和心理学频频使用“角色”一词。 



到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老年人社会关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逐渐由“单位-家庭”

的维系转向“家庭-社会”的维系，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个体原有角色的丧失、

新角色的适应和转换。然而，由于隔代抚养的介入，使得老年人角色扮演和转换

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角色冲突，这些冲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

和晚年生活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期望冲突 

角色期望是指对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应承担的责任和应有的行为表现的一种

预期和设想，可分为他人或社会对个体的期望和个体对自身的期望两种。[6]费孝

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亲缘社会，是一个很看重血缘关系的社会。[7]受根深蒂

固的家本位文化影响，照料孙子女是诸多老人心中认定的对家庭付出和贡献最大

的支持方式，也是家庭和社会整体对祖辈的共同期待。目前，社会上认为祖辈照

料孙子女是天职的观点仍然占有很大比例，家人对他（她）们参与社会活动大多

不理解，埋怨他（她）们忽视家庭。为此，祖辈们只能妥协，优先顾及家庭。换

言之，社会整体仍然高度期待祖辈（尤其是女性）以照顾家庭为优先考虑，这与

老年人追求自由参与社会活动，拥有闲暇时间以实现其社交娱乐的期待相冲突。

其次，从老年人参与隔代抚养的动机来看，有出于代际交换动机的，也有出于互

惠利他动机的，在代际交换动机下，老年人期望通过照料孙子女以换取自身经济

保障以及日后老病时需要的照料帮助。[8][9]然而，由于目前中国育儿成本的不断

提升，加之高房价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养老育幼“两头沉”的困境，严重扭曲家

庭内部资源的配置，尊老不足，爱幼有余，致使经济与非经济“啃老”现象成为

常态[10]，这使得老年人期待从子女身上获得回馈的互换诉求变成无奈的空盼。 

（二）能力冲突 

不同的角色需要掌握不同的角色技能，按其内容可分为认知技能与活动技能

两类。在隔代抚养过程中，老年人角色冲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力上的冲突。

一方面，祖辈与年轻父母，由于年龄差异、生活习惯，致使各自在育儿理念、抚

育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易造成家庭矛盾，甚至演变成激烈冲突，增加祖辈

心理负担。经历过饥寒年代的祖辈，在抚育孙辈的过程中，倾向于按照传统育儿

方式进行养育，认为只要吃饱穿暖，长得好就是健康成长，对饮食习惯、营养搭

配不甚了解，这与年轻父母的精细化育儿理念完全不同。同时，由于祖辈教育水



平、文化认知的限制，在与家人的交流沟通，特别是对孙辈的情感需求和能力培

养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形成只要管好小孩身体，确保其平安、健康就万

事大吉，而弱化对孙辈知识与技能的培育，这恰恰又成为年轻父母抱怨祖辈未尽

职抚育的主要原因，使得老人在隔代抚养过程中的辛勤付出成为费力不讨好的苦

差事。另一方面，隔代抚养强度大，费神费力，非常考验照料者的身体素质，照

顾 0~3 岁的婴幼儿更是如此。但由于生物机能的衰退，老年人身体方面往往更容

易受到疾病与疼痛的干扰，在承担高强度的育儿活动过程中，他们常常感觉身心

疲惫却无处诉苦。因为照顾孙辈而落下疾病，加重身体负担的例子比比皆是，这

也是近年来诸多祖辈在子女二孩生育过程中选择“集体撤退”的主要原因。[11]

可以说，认知技能和身体机能的限制，是老年人隔代抚养有心无力、角色冲突的

主要体现。 

（三）时间冲突 

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冲突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在于时间冲突。带

孩子期间，祖辈要负责洗衣做饭、家居卫生、上学接送，遛弯玩耍等事务，长时

间困于儿童照顾，也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老人要牺牲自己参与社会活动甚

至是正常休息的时间。抚养孙辈需要白天黑夜无休止的细心呵护，在大部分老人

眼里，其实带孩子比正常上班更累，肩负的劳动与责任更大，他们将带孩子称为

“上岗”或“上班”，把休息时段称为“下岗” 或“下班”，高强度的服务与

时间投入，将他们闲空时间几乎全部挤压，成为“永不停歇的车轱辘”。这种无

喘息的隔代抚养付出和社会参与在时间方面的冲突，让广大老年人被迫选择提早

离开社会回归家庭并放弃自由的退休生活安排。由于工作成就感的缺失，社会互

动的减少，老年人从“社会人、单位人”沦为家庭照料者，失落感油然而生。每

天碎片化的闲暇时间与有限的活动内容及范围造成差序格局的社交动态，最终强

化老年人的社会不利融入，给祖辈带来心理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孤独，损害老人

的身心健康，让其在“孩奴”的角色中苦苦挣扎。[12] 

（四）行为冲突 

由荷尔迈斯( Holmes) 和瑞赫( Rahe) 提出的“应激源—压力”范式，认为

外界应激源与资源的相互作用会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为解释老年

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行为冲突提供了支持。[13]对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而言，应



激源通常包括老年人从进入到接受隔代抚养角色的沉淀条件和转变过程，因为祖

父母照料角色与个体社会角色的转换冲突，会给老年人带来行为选择的压力。此

外，由于隔代抚养涉及三代主体的互动协调，在协商失败的情境下，主体间的行

为冲突便不可避免。例如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的角色安排，会强化年轻父母的“孩

子化”角色，造成年轻父母的职责缺失与角色缺失。[14]同时在与儿孙的互动过程

中，如果出现代际叛逆与家庭抗争，出于对儿孙的包容，作为相对弱势的老年人

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和自我牺牲，由此激化家庭内部矛盾。最后，由于照顾孙辈

而脱离乡土场域成为老漂族的入城老人，不得已与老伴分居，造成乡愁的无处寄

托与婚姻质量的下降。 

三、冲突致因：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转换困境的影响因素 

隔代抚养既为年轻父母减轻了幼儿照护的压力，缓和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又为政府分担了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的责任，舒缓了社会托幼服务供给的张力，

这对提高社会生育率无疑具有照护红利。然而，对于老年人面临的隔代抚养与社

会参与角色转换困境，不管是政府、社会，还是家庭成员，鲜少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而这一困境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社会环境、政策规范、家庭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一）价值理念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其照顾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一个民

族的未来则可以从其照顾儿童的态度和方法中预测。[15]隔代抚养的主体主要包括

祖辈、父辈与孙辈，在隔代抚养这一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角色互动不仅体现了养

老和育儿的态度与方法，而且还衍生出其他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模式，因而需要

引起重视。当前，中国隔代抚养模式中老年人的角色冲突与隔代抚养观念的滞后

及变形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孝文化的衰落，以“抚育－反哺”为特

征的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不断弱化[16]，随着小孩数量的减少，家庭向上赡养的功能

被向下抚育的功能逐渐挤占，相较于满足老年人的福祉而言，孩子的需求和利益

总是被优先保障。部分年轻父母甚至为了满足自我需求而无视父母利益，向他们

无节制的索取，衍生为“隔代抚养剥削论”或“义务论”，强化了老年人隔代抚

养角色的刻板建构。另外，由于包容性社会理念与社会价值的缺失，致使老年人

从工作岗位回归家庭以后，很难有机会再重新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老年歧视、

老年包袱论与无用论的社会环境无形中加大了老年人在家庭参与和社会参与角



色转换过程的难度与压力。 

（二）养老与抚幼家庭政策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单位制为特点的国家主导型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养老与育儿事务趋于私人化、市场化，家庭养老与抚幼

责任重新回归，代际捆绑式解决家庭照料问题的历史“惯习”被延续下来。[17]

加之，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家庭结构趋向于核心化、小型化，生活成本的剧

增以及社会信任的不足，致使新生家庭面临更大的养老与抚幼压力。尽管近年来，

国家愈发重视育幼和养老问题，并针对女性就业、幼儿照护、养老照料等进行了

诸多的政策设计，但这些政策由于家庭与社会性别视角的缺失，往往陷入“去家

庭化”与“再家庭化”的矛盾之中。[18]特别是家庭生活权利的概念、核心家庭养

老与抚幼的问题并没有被充分考虑在当前的劳动就业制度之内，家庭原本“关

爱、互惠乃至利他”的幸福价值正遭受偏重于职业和社会地位晋升文化观念的严

重侵蚀。[19]目前，由于年轻父母育婴假与养老照料假的缺失，限制他们家庭照料

职责的履行，而企业层面性别歧视的存在，更加让年轻女性（母亲）无力平衡工

作家庭职责。可以说，在家庭政策失效的背景下，年轻夫妇在经济成本、时间、

精力上均难以兼顾家庭照料事宜，这就使隔代抚养成为家庭应对社会转型、承受

时代“变迁之痛”的无奈选择。 

（三）社会服务支持的滞后与不足 

老年人面临的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冲突所折射出来的其实也是我国抚

幼与养老服务的缺失。托幼方面，社会服务发展滞后，质量层次不齐。目前我国

公立幼儿园和绝大多数私立幼儿园的入园年龄在三周岁左右，部分民办托幼所虽

然提供 0~3 岁幼儿的照护服务，但存在收费过高、服务时间短、服务质量不高等

问题。与此同时，月嫂、保姆等的家政服务行情逐年上涨，找到合适的保姆非常

困难，再加上网络媒体对保姆虐童事件的曝光，社会整体对保姆托育服务信任度

不高，进一步制约了这一行业的发展。老年人社会参与服务支持方面，虽然，随

着近年来社区景观公园免费开放的不断增多，老年人休闲健身、带孙遛娃的场地

有了一定扩展，但就近便利的老年人社交空间与社会活动参与平台远未满足个体

多元化的需求与期待，特别缺少适合祖孙共同参与的多元文化服务活动机会，这

是老年人难以实现隔代抚养与社会互动同步进行的现实制约。 



（四）经济理性与情感依赖下的家庭妥协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子女成长发展的期

盼。在父母年轻之时，为了给子女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他们

在职场工作中奋力拼搏；当子女长大成家面对工作与家庭照护的矛盾冲突，已步

入老年的父母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发展前途、减轻子女的家庭负担而选择承担照顾

孙辈的责任。从经济理性层面来看，祖辈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要低于年轻父

母，为最大化保证家庭经济收入，祖辈往往会选择牺牲自己来维系子女的工作。

祖辈、父辈、孙辈三代之间以隔代抚养行为为核心的代际互动，一方面既实现了

家庭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但

是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种代际之间的补偿机制在实现“合而共生”的同

时忽略了祖辈的个人利益。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父母三分之二的生命历程都是

在为子女付出，尤其是在晚年时期“抑己顺亲”、承担高强度的育儿活动，更是

祖辈对家庭共同利益的无私付出与无奈妥协。 

四、冲突化解：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转换困境的调适路径 

隔代抚养作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种家庭互动模式，又是二孩时代应

对育幼压力的必然选择。化解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的角色冲突，实现老有

所为与幼有所育的共同发展，需要从价值理念、政府保障、社会服务、家庭策略

等方面共同努力。 

（一）强化理念引领：化解期望冲突 

尽管隔代抚养现象在我国存在已久，但传统意义上的隔代抚养已经无法适应

社会环境的急速变迁，为此要积极探索能够适应新时代变化、实现长幼共融、老

少同乐的中国式隔代抚养模式，让祖辈既能通过照顾孙辈缓解家庭育幼压力、发

挥余热，又能在含饴弄孙中进行社会参与、颐养天年。首先，要转变隔代抚养观

念，将隔代抚养剥削论或义务论转化为代际依存和互惠共赢观念，化解代际矛盾

与冲突，增强个体化背景下的“代际团结”。调整家庭资源的分配格局，重视并

满足老年人享受愉悦老年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要倡导全社会强化对隔代

抚养老年人的价值认同，充分肯定老年人进行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并营造开放

包容、孝老敬亲的社会氛围，帮助老年人适应角色环境转变，确保老年人在承担

隔代抚养责任时有信心破解社会融入障碍、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有能力实现自



我价值，以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最后，老年人也要树立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树

立“儿孙自有儿孙福”，守护健康为儿孙的理念，化解自己内心关于隔代抚养与

社会参与的矛盾，减轻隔代抚养的心理负担，主动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实现自

我发展。 

（二）强化政府保障：化解时间冲突 

解决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冲突要注重发挥政府在隔代抚养中的

政策引导作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强化隔代抚养过程中老年人的权益保护，着力

解决家庭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育儿、养老、就业等政策之间的有机联

动，确保生育保障与养老保障的整体提升，满足老年人自身发展和抚养孙辈的双

重需要。一要强化政府对新生家庭的经济支持。可通过增设儿童抚养补贴、实施

有利于家庭养老与育儿的税收和住房政策，减轻家庭成员因为养老和育儿面临的

经济压力，鼓励参与隔代抚养的老人与年轻父母共同生活，增进家庭成员的融合，

促进家庭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家庭养老与抚幼能力。二要引导企业将“工

作-家庭”责任平衡理念纳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强化对年轻夫妇儿童哺育、

照护的时间支持，确保女性在生育期和哺乳期内的工作收入，以减轻双职父母的

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实现劳动工作与子女抚育的平衡，进而化解老年人在隔代

抚养与社会参与之间的时间冲突。三要强化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支持，引导企

业、社区、社团、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为隔代抚养老年人提供更多适合其参加的

社交学习与娱乐休闲活动机会，拓宽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渠道，灵活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方式。 

（三）强化社会服务：化解能力冲突 

社区作为提供便民服务的重要载体，具有贴近百姓需求、整合资源的优势。

依托社区完善隔代抚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柔性环境支持，打造社区隔代抚养平

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和育儿的全方位服务，有利于化解老年人隔代抚养与社会

参与的能力冲突。其一，应强化社区服务整合，充分利用已有基础设施和公共资

源，为隔代抚养家庭就近便利提供日间托育服务，由社区志愿者或具备专业资质

的相关人员提供临时性的婴幼儿照顾，让老人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其二，关注

隔代抚养老年人心理状况，在社区内设立心理辅导室，免费为隔代抚养家庭提供

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老人了解家庭人际关系与矛盾处理技巧，为照料者提供量



血压、免费体检等便捷医疗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成员或志愿者为隔代抚养老年

人提供“一对一”上门志愿服务，减轻老人照料压力。其三，强化社区老年大学

与幼儿托管一体化设施建设，利用老年大学、老年课堂或社区学院来增设隔代抚

养相关课程，开展“早教培训”项目，定期组织免费育儿保健等讲座和咨询体验，

帮助老人获取科学有效的育儿保健知识，提高老年人参与隔代抚养的角色技能水

平。并通过广泛开展如“祖孙课堂”等多种形式的适合老年人与孙辈共同参与、

共同成长的社区活动，促进家庭成员互动，增进祖孙感情，让老年人学习休闲与

抚养孙辈两不误。 

（四）强化家庭支持：化解行为冲突 

家庭是人类进行养老与抚幼行为最基本的活动单位。从家庭层面来看，老年

人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所面临的角色冲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

的弱化及育儿功能的变形。为此，提升家庭养老与抚幼能力，有利于化解老人隔

代抚养与社会参与的行为冲突。首先，应明晰家庭成员在幼儿抚养中的角色定位。

根据家庭成员与家庭收入构成等对隔代抚养家庭中年轻父母与祖父母的经济责

任进行明确划定，抚养幼儿应该由有承担能力的父辈承担经济责任[20]，并强化家

庭成员及社会对幼儿安全责任的分担，减轻隔代抚养老年人的角色压力。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童的成长与发展阶段，父母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因此，

必须强化父母在幼儿抚育中的主体责任。祖父母作为幼儿抚养的辅助者，可以在

年轻父母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帮助，但不可过分“越权”。其次，要正

确认识家庭的养老功能，引导慈孝文化有效回归。年轻父母不仅要关心儿童在隔

代抚养过程中的身心健康发展，也要关注祖辈的生活起居、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

权益，支持祖辈参加社会活动，为老人尽可能多地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促进家

庭资源向老人转移，帮助老人分担孩子抚养教育责任。再次，要充分利用节假日

机会参加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类活动，强化祖辈与父辈、孙辈之间的互动，增进

家庭代际团结。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和祖辈共同商讨，多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解

决分歧，多理解、包容老人的生活习惯，汲取老年人在抚养幼儿方面的丰富经验，

提升祖辈在隔代抚养过程中的获得感。老年人自己也应积极适应新环境，自发组

织活动，融入社区与社会，培育同龄隔代抚养者之间的互助关系。 



 

五、结语 

隔代抚养作为家庭应对抚幼压力的一种折中策略，是社会结构性压力在家庭

中的呈现和子代不得已将家庭面临的社会压力向父母转移的结果。[21]如图 1 所

示，本文基于社会角色理论，深入探讨了老年人面临的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角色

转换矛盾，具体表现为期望冲突、能力冲突、时间冲突与行为冲突四个方面，由

此给老年人身心健康带来了消极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家庭关系和社会和谐稳定。

进一步分析发现，价值理念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养老与抚幼家庭政策的缺失，社

会服务支持的滞后，以及家庭责任的不平衡分配是这一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国

家、社会、家庭在享受老年人提供照护红利的同时，应该对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

人给予相应的保障和支持。为此，要强化理念指引，摒弃隔代抚养剥削论或义务

论，肯定老年人隔代抚养的社会价值，正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本诉求；强化政

策保障，确保家庭照料能力的整体提升，扩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平台与机会，促

进老年人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强化社会服务供给，减轻老年人隔代抚养照料压

力，让老年人学习休闲与抚养孙辈互不耽误；强化家庭支持，明确隔代抚养各主



体的责任与义务，促进家庭成员互动与代际和谐。以上措施有利于化解老年人隔

代抚养与社会参与之间的角色冲突，以此实现长幼共融与老少同乐，让我们的祖

辈在含饴弄孙中感受到颐养天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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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Conflict and Adjust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Rais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ro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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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amily strategy to cope with social pressures and shift the burden of 
childcar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will undoubtedly have a care bonus for improving 
social fertility. However,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valu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lack of policies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care families, the lag and inadequacy of social 
service support,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amily care responsibilities, the elderly 
face the role transi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Contradictions are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conflicts of expectations, conflicts of 
ability, conflicts of time, and conflicts of behaviors, thereby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family relations, and social harmony. .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guidelines, policy guarantees, service provision and family 
suppor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the role conflicts between elderly generation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e long-term integration with young and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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