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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基于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本文揭示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

代化浪潮下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存的新图景。养老保险

逐渐成为中国城镇老年人经济独立的基石，协助达成当代老年人“分而不

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方式。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进

一步对代际关系产生了交互作用，形塑了社会化养老与家庭支持并存且互为

补充的养老预期。今后，政府应不断优化职能定位，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

量，依靠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的合力来破解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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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我国，家庭一直承担着主要的养老责任，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保障、服务

保障与精神保障。过去几十年，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的巨大变迁，改变

了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结构( 马春华等，2011 ) 。

现代化消解了传统的长幼尊卑和家族观念，亲子平等、情感沟通和理解等现代家

庭文化观念逐渐兴起( Yan，2016; 张新辉、李建新，2019 ) 。在现代化浪潮下，由

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迁的共同作用，家庭代际传统“反馈模

式”( 费孝通，1983) 的互哺功能和传承功能呈现急剧弱化态势。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

社会成员在养老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选择方式。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已经实现了制度“全覆盖”，特别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升，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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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

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金保险待遇水平。



2020 年已经实现了“16 连涨”。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看，无论是社会化机构养

老还是居家养老服务，均在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

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进而形成人们复杂的养老预期和

养老方式偏好。家庭不再是唯一承担养老育幼传统功能的结构主体。

人口快速老龄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

的预期寿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9 年，中国 60 岁以

上人口数达到 2. 54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18%，而 65 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总

人口的 1 /8( 国家统计局，2020a) 。老年人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抚养比高，将

是未来半个世纪我国人口的新常态( 李建民，2015) ，养老压力日益增大。

与农村家庭结构相比，城镇家庭结构的变化进程更为迅速，养老保险制度更

加完善，因此呈现出更为剧烈而深刻的变迁。现代化变迁既宏观地作用于一代

和多代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个体差异，进而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家庭变迁过程

中，代际关系变化与社会化养老之间并不是单纯地对立或替代，而是相互融合、

互为补充。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模式的变迁也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

张力与团结、多样性与变动性并存的过程，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多样化的交互与

组合。现代化变迁中家庭代际关系变化将如何改变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与预期?

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代际关系、个体现代化差异与

养老保险又将如何共同作用于老年人的生活，影响老年人的养老预期? 这些既

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二、研究框架: 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对社会成员而言，家庭保障是一种内生的基础性保障，以代际关系理论解释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熊跃根，1998) 。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的

重要养老方式，家庭承担着厚重的养老期望。然而，现代化变迁引发的家庭结

构、代际关系和孝道观念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冲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力

量逐渐显现。研究表明，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

求模式的主体，但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 陆杰华、张莉，2018) 。

( 一) 现代化下的孝道观念、代际关系与养老方式

现代化理论被普遍认为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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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化变迁会引发个体认知、家庭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导

致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松散，子女赡养父母的观念逐渐淡化，代际的凝聚力和支

持随之减少，老年人的地位不断下降 ( 胡安宁，2017; 马春华等，2011; Whyte，

2005) 。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被过度简化，扭曲了现代化对老年人地位和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实影响( Aboderin，2004) ，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

代际关系既有稳定延续的一面，又有发生变动或被调整的另一面 ( 王跃生，

2019) 。

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团结。尽

管现代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代际关系的作用，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并没有出现孝道和代际关系沦丧的现象 ( 汤一介，

2009) 。传统文化和责任伦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不能忽视其对家庭

养老的影响( 杨善华、贺常梅，2004)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情境下，代际关系

为抚育—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且互为补充( 王跃生，2012) 。代际

关系中基于血缘的情感和责任仍是家庭认同的基础，个体的自反性行动并未导

致家庭的个体化，而是再造了代际责任伦理和团结( 刘汶蓉，2016) 。所以，虽然

孝道观念和代际关系已经弱化，却仍可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发挥约束作用( 罗玉

峰等，2015) ，家庭养老仍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方式。

团结的留存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减少。相反，在以文化多元、绝对权威消解、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特征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冲突

增多( 石金群，2016) 。代际关系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新态势，这进一步

加深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了代际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代际互动、代际冲突( 王树新，2004 ) 、代际互惠( 许琪、王金水，2019 ) 、代际亲密

( 阎云翔、杨 雯 琦，2017 ) 以 及 融 合 了 团 结 与 冲 突 的 代 际 矛 盾 ( ambivalence )

( Park，2014) 等。大量研究关注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关系的变迁、孝道文

化的转型甚至衰退，特别是一些基于个案分析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家庭结构的多

元化、流动性以及基于个体利益的策略性建构; 在代际关系方面侧重于揭示家庭

内部的矛盾、压力和结构不平等( 刘汶蓉，2016) 。

孝道文化与代际关系的转变是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家庭中的个人

还未从前现代的孝道传统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在后现代式的风险压力下更

深地嵌入了代际关系之中( 石金群，2016) 。孝道的内涵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

父母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义务，转向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

并存的双元模型，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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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 胡安宁，2017) ，权变孝行模式成为社会发

展趋势的产物( 李琬予等，2014) 。基于“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的赡养不到

位予以体谅，子女以实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作为“孝”的补充( 杨善华、贺常梅，

2004) ，从而产生了“孝而不顺”的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阎云翔、

杨雯琦，2017) ，“伦理转向”导致了下位优先分配原则( 狄金华、郑丹丹，2016 ) 。

因此，由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依赖式养老”受到了严峻挑战，独立于子女的现

代化养老模式开始兴起并成为当代养老方式的重要选择。无论缘于主观还是客

观因素，家庭的养老功能无疑在逐渐弱化，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日益严重( 于长永

等，2017) 。

( 二) 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密切相关，

两者存在着直接互动关系( 郑功成，2000 ) 。有学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仍有欠缺( 马春华，2016) ，国家提供的福利尚不足以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无忧

( 林如萍、黄秋华，2014) 。

事实上，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从长期的试验性改革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的改革体现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目标方向。2009 年，我

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 年《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也于 2011 年推行，并于 2014 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19 年末，全

国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 1. 23 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领取待遇人数为 1. 60 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 ，两

项合计超过了 60 岁以上人口总数。① 养老金待遇也有了显著提升。2005 年出

台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根据在职职工的工资

和物价变动情况对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动态调整，截至 2020 年已实现了“16 连

涨”。根据 2019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年初年末参保离退休人员

总数推算，当年全国人均城镇职工基本退休金约为 40839 元。

目前学界有关社会保障与家庭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际经济支持

层面，存在“挤入”与“挤出”两种效应。部分研究认为养老保险金的领取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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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 2019 年末，我国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合计为 2. 83 亿人，已经超出了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数 2. 54 亿人( 国家统计局，2020b) ，原因之一在于一些人的退休年龄不到 60 岁。



少子女的经 济 支 持，从 而 产 生“替 代 效 应”( Becker，1974 ; 张 川 川、陈 斌 开，

2014 ) 。例如，由于城市退休职工能够享受退休金待遇，从而减轻了子女的养

老负担，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赡养需求大大降低( 王跃生，2019 ) 。但同时，社

会保障制度会增加子女的代际支持，从而与家庭养老产生“协同效应”，老年人

的福祉得到提升( 胡宏伟等，2012; 朱火云，2019 ) 。但是仅从代际支持角度，特

别是经济供养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是典型的老龄化

国家，老年人的健康和精神需求会明显提高( 姚远，2001) ，养老照护需求也会相

应提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

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 杨善华、贺常梅，2004) ，因而他们的养老预期

值得研究。

养老预期是指人们对自身老年生活的预计和期望( 蒲新微、王宇超，2016) 。

相对于当前养老来源、居住方式等事后结果变量而言，养老预期的变化能够更好

地反映养老观念所受到的影响。因为其不仅反映了养老风险化解途径的合理

性，而且反映了老年人在面对养老风险时的基本诉求。基于养老预期变化所得

到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好的政策前瞻性，能提高养老规划的合意性和有效性( 张

川川等，2017) 。还有学者讨论了不同职业居民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 蒲

新微，2015) 、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聂爱霞等，2015) 和养老方式选择

( Fu et al．，2017) 等问题，人民智库还曾发布“中国公众的养老预期调查”( 赵紫

燕、黄溪，2017) 。然而，在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下，将养老保险制度嵌入于家庭结

构和代际关系变迁的研究还有待挖掘。目前对养老预期的考察通常分别针对养

老意愿、养老方式、经济支持需求等，维度相对单一。

综上所述，学界对代际关系与养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理论基础与实证

分析对本文具有借鉴意义，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第一，颇为关注养老保险制度架构等议题，但缺乏对养老保险社会

效益的考察，特别是未能追踪近年来迅速扩面的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影响。第二，

相应争论的解释机制往往偏重某一点而不计其余，鲜有研究将代际关系、养老保

险和养老预期放入同一图景的综合分析。第三，往往把现代化视为经济社会变

迁的宏观背景，而忽视了老年人的自反性与个体差异，未能考虑个体现代化水平

差异及其影响。第四，对养老预期的界定较为狭窄，未能对养老与护理方式偏

好、赡养预期和养老焦虑进行全面考察。第五，实证研究中定量与定性分析未能

有效结合，解释机制分析不够全面。因此，本文将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和目

标，通过混合研究来综合理解这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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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模型: 养老预期的影响因素

( 一) 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化变迁下中国老

年人的代际关系、养老需求与主观福祉”( 71704181 ) 。调查选取地理区域以及

城市规模、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北京( 华北地区超大城市) 、武
汉( 华中地区超大城市) 、重庆( 西南地区超大城市) 和赤峰( 东北地区中等城市)

作为本次研究的调研地。抽样采用多阶段概率分层抽样方法( PPS) ，在每个城

市抽取三个区，初级抽样单位为市级( 含直辖市) 行政区。在实地考察、绘制社区

住宅或社区活动中心抽样框之后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在街道办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招募或家访老年人，以 60 岁以上老年人为主，也包括部分 50 －59 岁的准

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代际关系、养老预期、主观

福祉等。总计发放问卷 1400 份，回收问卷 1371 份，回收率为 97. 93%。①

图 1 本文分析框架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养老预期。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将养老预

期定义为( 准) 老年人对于养老的期待、焦虑与偏好，具体操作化指标包括养老

焦虑、赡养预期、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偏好( 详见表 1 ) 。自变量

为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②其中养老保险的测量较为直观，即为领取养老保险的

金额; 代际关系的测量相对困难，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父母代际关系质量量表

( Intergenerational Ｒelationship Quality Scale for Aging Chinese Parents) 。该量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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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剔除养老院样本，仅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样本进行分析，总量为 1237。
本文主要关注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即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等，不包括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



含 13 项条目，是在修正后的代际团结理论的基础上开发而来并通过实证研究得

到验证( Bai，2018) ，其中包含经济互惠、居住距离、接触频率、思想观念等多项测

量指标。个体现代化水平是重要的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本研究选用中国老年

多元个体现代化量表(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Chinese Individual Modernity for
Elders) ( Bai et al．，2016) 进行测量。上述均为成熟的汉化量表，已被相关研究证

实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除核心变量外，本文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特征

( 子女数、子女经济状况) 、经济紧张程度、健康状况及居住城市作为其他控制

变量。

表 1 主要变量的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实际取值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养老焦虑
三项焦虑指标累计加总，取值范围为 3 －
15，分数越高表明越焦虑

0 － 15 5. 92 3. 67

经济焦虑

养老金焦虑

照料焦虑

不担心 = 1，不太担心 = 2，一般 = 3，比较担
心 = 4，非常担心 = 5

1 － 5 2. 14 1. 50

1 － 5 1. 64 1. 29

1 － 5 2. 23 1. 56

赡养预期
四项期待指标得分累计加总，取值范围为
4 － 20，分数越高表明赡养预期越高

0 － 20 11. 82 5. 22

经济支持

精神情感

日常照料

疾病护理

不需要 = 1，不太需要 = 2，一般 = 3，比较需
要 = 4，非常需要 = 5

1 － 5 2. 26 1. 55

1 － 5 3. 97 1. 33

1 － 5 2. 73 1. 71

1 － 5 3. 34 1. 63

养老方式 机构养老 = 0，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 = 1 0 － 1 0. 85 0. 36

护理方式 机构护理 = 0，居家护理 = 1 0 － 1 0. 68 0. 46

护理人
非家人( 保姆 /护工等) 护理 = 0，家人护
理 = 1

0 － 1 0. 58 0. 49

解释变量

养老保险数额 上年基本养老保险金额( 万元) 0 － 34 3. 74 3. 25

代际关系
取值范围为 13 － 65，分数越高表明代际关
系越好

21 － 65 47. 56 6. 83

控制变量

年龄 实际年龄( 岁) ，取值范围为 50 － 99 50 － 93 67. 98 9. 15

性别 女 = 0，男 = 1 0 － 1 0. 45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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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实际取值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中学、中专或技校 = 2，大
专及本科 = 3，硕士及以上 = 4

1 － 4 1. 95 0. 70

婚姻状况
无配偶( 含 未 婚、离 婚、丧 偶 等 ) = 0，有
配偶 = 1

0 － 1 0. 76 0. 43

子女数 子女的个数( 人) 0 － 8 2. 18 1. 29

子女经济状况
非常紧张 = 1，比较紧张 = 2，还可以 = 3，比
较宽裕 = 4，非常富裕 = 5

1 － 5 3. 22 0. 67

经济紧张程度
比较宽裕 = 1，略有结余 = 2，收支平衡 = 3，
有些紧张 = 4，比较紧张 = 5

1 － 5 2. 48 1. 04

健康状况 取值范围为 1 － 100，分数越高表明越健康 1 － 100 72. 88 16. 35

个体现代化程度
取值范围为 25 － 175，分数越高表明程度
越强

56 － 150 105. 55 17. 84

居住地区

赤峰

重庆

武汉

北京

否 = 0，是 = 1

0 － 1 0. 28 0. 45

0 － 1 0. 21 0. 41

0 － 1 0. 27 0. 44

0 － 1 0. 24 0. 43

(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定义和赋值如表 1 所示。关于被解释变量，受访者的养老焦虑平

均值为 5. 92 分，说明我国老年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养老焦虑。具体到养老

焦虑的各个方面，由于退休金的发放有国家财政为后盾，老年人整体上对退休

金的焦虑要明显低于对经济和照料问题的焦虑。被访者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

的预期需求( 简称赡养预期) 均值为 11. 82 分，在精神情感方面的赡养预期均

值为 3. 97 分，远高于其他维度，说明相对于有形的经济和照料外，老年人普遍

期望子女能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持。在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上，

偏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占 85% ，机构养老占 15% ; 偏好居家护理的占 68% ，机

构护理的占 32% ; 偏好家人护理的占 58% ，非家人( 保姆照顾、专业人员上门

服务、托老所等) 护理的占 42%。这表明家庭仍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养老场域

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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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变量方面，被访者年平均养老保险领取额①为 3. 74 万元，与我国

2019 年人均城镇职工养老金水平较为接近。在代际关系方面，从总体上看，受

访者代际关系均值为 47. 56 分( 每项 3. 66 分) ，介于一般水平和较好之间。

在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 68 岁; 性别比大致平衡; 平均文化

程度为中低层次; 有配偶者占 76%，无配偶( 含未婚、离婚、丧偶等) 者约占 24% ;

人均子女数为 2 － 3 人; 子女经济状况、个体现代化略高于一般水平，均值分别为

3. 22 分、105. 55 分( 平均每项 4. 2 分) ; 个人经济紧张程度均值为 2. 48 分，平均

经济状况略高于一般水平; 健康状况均值为 72. 88 分。

( 三) 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个体特质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等变量对养老预期

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Expectationi = C + αXi + βCovi + μi ( 1)

其中，因变量 Expectationi 表示一系列养老预期，Xi 代表解释变量( 代际关系

和养老保险) ，Covi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C 表示常数项，α 代表代际关系和养老

保险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影响效应，β 代表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μi 为随机扰动

项。表 2 的五个模型分别展示了解释变量对受访者养老焦虑、赡养预期以及养

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选择偏好的影响。

表 2 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对养老预期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养老焦虑
模型 2:

赡养预期
模型 3:

养老方式
模型 4:

护理方式
模型 5:
护理人

年龄
0. 007

( 0. 015)
0. 037*

( 0. 019)
0. 003

( 0. 002)
0. 005＊＊＊

( 0. 002)
0. 005*

( 0. 002)

性别
－ 0. 604＊＊＊

( 0. 199)
0. 049

( 0. 247)
0. 003

( 0. 022)
－ 0. 006
( 0. 028)

0. 054＊＊

( 0. 027)

文化程度
0. 393＊＊

( 0. 163)
－ 0. 628＊＊＊

( 0. 202)
－ 0. 034*

( 0. 018)
－ 0. 031
( 0. 023)

－ 0. 083＊＊＊

( 0. 022)

婚姻状况
－ 0. 121
( 0. 243)

－ 0. 295
( 0. 301)

0. 074＊＊＊

( 0. 027)
0. 071＊＊

( 0. 034)

0. 033
( 0. 033)

子女数量
－ 0. 231＊＊

( 0. 102)
0. 689＊＊＊

( 0. 126)
0. 030＊＊＊

( 0. 011)
0. 041＊＊＊

( 0. 014)
0. 071＊＊＊

( 0. 014)

861

社会学研究 2021． 2

① 基本养老保险数额作 winsor 1%截尾处理。



续表 2

变量
模型 1:

养老焦虑
模型 2:

赡养预期
模型 3:

养老方式
模型 4:

护理方式
模型 5:
护理人

子女经济状况
－ 0. 724＊＊＊

( 0. 157)
0. 157

( 0. 194)
0. 004

( 0. 017)
－ 0. 022
( 0. 022)

0. 010
( 0. 021)

经济紧张程度
0. 923＊＊＊

( 0. 112)
0. 375＊＊＊

( 0. 139)
0. 006

( 0. 013)
0. 027*

( 0. 016)
0. 038＊＊

( 0. 015)

健康状况
－ 0. 393＊＊＊

( 0. 103)
－ 0. 353＊＊＊

( 0. 128)
－ 0. 008
( 0. 011)

－ 0. 015
( 0. 014)

－ 0. 003
( 0. 014)

个体现代化程度
－ 0. 507＊＊＊

( 0. 112)
－ 0. 313＊＊

( 0. 139)
－ 0. 052＊＊＊

( 0. 012)
－ 0. 102＊＊＊

( 0. 016)
－ 0. 094＊＊＊

( 0. 015)

居住地区( 赤峰 = 0)

重庆
0. 025

( 0. 343)
－ 4. 334＊＊＊

( 0. 424)
0. 038

( 0. 038)
－ 0. 032
( 0. 047)

0. 159＊＊＊

( 0. 045)

武汉
－ 0. 762＊＊

( 0. 319)
－ 7. 301＊＊＊

( 0. 394)
0. 032

( 0. 035)
－ 0. 103＊＊

( 0. 044)
0. 260＊＊＊

( 0. 044)

北京
0. 881＊＊＊

( 0. 336)
－ 5. 592＊＊＊

( 0. 414)
－ 0. 006
( 0. 038)

－ 0. 109＊＊

( 0. 047)
0. 049

( 0. 045)

养老保险数额
－ 0. 089
( 0. 125)

－ 0. 459＊＊＊

( 0. 155)
－ 0. 024*

( 0. 014)
－ 0. 036＊＊

( 0. 017)
－ 0. 054＊＊＊

( 0. 017)

代际关系
－ 0. 260＊＊＊

( 0. 100)
0. 286＊＊

( 0. 124)
0. 037＊＊＊

( 0. 011)
0. 045＊＊＊

( 0. 014)
0. 059＊＊＊

( 0. 013)

截距
5. 593＊＊＊

( 1. 297)
13. 138＊＊＊

( 1. 607)
0. 571＊＊＊

( 0. 144)
0. 291

( 0. 179)
－ 0. 040
( 0. 174)

Ｒ2 0. 244 0. 407 0. 098 0. 143 0. 301

样本量 1144 1144 1075 1083 1064

注: ( 1) 个体现代化程度、健康状况、养老保险数额、代际关系均做了标准化处理。( 2 ) 括号内为标准

误，* P ＜ 0. 1，＊＊P ＜ 0. 05，＊＊＊P ＜ 0. 01。

从表 2 可以看出，首先，代际关系对养老预期的各项指标普遍具有显著影

响。老年人的代际关系越好，其养老焦虑程度就越低; 赡养预期越高，越倾向于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更愿意居家护理和选择家人作为护理人。这一结果充分

说明代际关系是决定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代际关系增强了老年

人对家庭和子女的信任感，降低了老年人的养老焦虑感，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家庭

养老和护理。即使在大多数老年人并未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下，代际关系依

然在形塑养老预期方面发挥了较强的功能，体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其次，

养老保险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赡养预期，领取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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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这说明养老保险作为老年人晚年收入的重要来源，也

为老年人承担养老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护理费用创造了条件，极大增强了老年人

自身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其对子女的依赖。

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外，还有一些控制变量值得关注，显示出老年人的养老

预期逐渐从传统依赖向现代理性过渡。社会人口特征、子女特征、个人经济社会

地位、个体现代化水平以及地区因素等均对养老预期具有显著影响。( 1) 年龄

越大，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越高，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和家人护理。

( 2) 男性的养老焦虑低于女性，且男性更加偏好家人护理。( 3) 文化程度越高的

老年人养老焦虑程度越高，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越低，越倾向于选择

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对家庭和家人的赡养依赖程度越低。( 4) 相比无配偶

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社区养老和家庭护理。( 5) 子女

数量越多，养老焦虑程度越低，赡养预期程度越高，更加倾向于居家社区养老和

家庭、家人护理，这充分体现了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资源性特征。( 6) 子女经济

状况对老年人养老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其他养老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紧张程度越高，其养老焦虑程度和赡养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和家人

护理。( 7) 老年人养老预期大多取决于自身而非子女经济状况，逐渐从依赖子

女向经济自立转变，具有经济理性的特征。( 8) 健康状况对养老焦虑和赡养预

期具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程度越低，说明健康状况

较好的老年人具备一定自力更生的能力，对养老的担忧度和子女的依赖程度越

低。( 9) 各项养老预期均受到个体现代化水平的显著影响。现代性水平越高，

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程度越低，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并选择非家人护

理，这说明现代化变迁改变了个人传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

影响是显著且普遍的。随着个体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独立自顾”“乐观进取”等

个体现代性思想( 杨国枢，1989) 逐渐深入人心，这使得老年人逐步减少对家庭

和子女的依赖，在看待养老问题上更加积极、乐观。( 10) 养老预期存在地区上

的异质性，超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相比，养老预期存在显著差异。

个人、家庭与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影响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在当今中国现代

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下，个体现代化水平受到不断变迁的社会结

构与制度的影响( Yang，1998 ) 。赡养预期是养老预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

们对自己的子女为自身提供的代际支持的预期。而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

的预期一般比年轻一代的赡养预期更高( Pillemer et al．，2010) ，通常可细分为经

济支持、精神慰藉、日常照料与疾病护理( 刘一伟，2016; 王琼，2016 ) 。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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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现代化变迁下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赡养预期的关系，本文在对赡养预期的

各项分析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和代际关系与个体现

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得到如下方程。

SEi = C + αXi + βCovi + γPensioni IＲi + δIMi IＲi + μi ( 2)

其中，因变量 SEi 表示赡养预期 ( Support Expectation ) ，IＲi 表示代际关系

( Intergenerational Ｒelationship) ，Pensioni 代表养老保险，IMi 代表个体现代化程

度( Individual Modernity) ，Covi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C 表示常数项，γ 表示养老

保险对老年人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δ 表示个体现代化程度对老年人赡养预期

的调节效应。

表 3 养老保险与个体现代化程度对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

模型 6:
经济支持

模型 7:
精神情感

模型 8:
日常照料

模型 9:
疾病护理

模型 10:
总体预期

个体现代化程度
－ 0. 164＊＊＊

( 0. 047)
0. 015

( 0. 041)
－ 0. 157＊＊＊

( 0. 047)
－ 0. 114＊＊

( 0. 050)
－ 0. 386＊＊＊

( 0. 140)

养老保险数额
－ 0. 325＊＊＊

( 0. 053)
－ 0. 092＊＊

( 0. 047)
－ 0. 059
( 0. 053)

－ 0. 106*

( 0. 057)
－ 0. 527＊＊＊

( 0. 158)

代际关系
0. 063

( 0. 042)
0. 035

( 0. 036)
0. 014

( 0. 042)
0. 137＊＊＊

( 0. 045)
0. 322＊＊＊

( 0. 124)

代际关系 × 养老保险数额
－ 0. 073＊＊

( 0. 034)
－ 0. 036
( 0. 029)

0. 000
( 0. 034)

－ 0. 062*

( 0. 036)
－ 0. 252＊＊

( 0. 101)

代际关系 ×个体现代化程度
－ 0. 002
( 0. 034)

－ 0. 024
( 0. 029)

－ 0. 080＊＊

( 0. 034)
－ 0. 082＊＊

( 0. 036)
－ 0. 210＊＊

( 0. 101)

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
3. 460＊＊＊

( 0. 546)
3. 723＊＊＊

( 0. 478)
3. 474＊＊＊

( 0. 549)
2. 661＊＊＊

( 0. 590)
12. 738＊＊＊

( 1. 604)

Ｒ2 0. 303 0. 222 0. 419 0. 259 0. 413

样本量 1115 1113 1111 1112 1144

注: ( 1) 变量标准化处理同表 2。(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 10，＊＊P ＜ 0. 05，＊＊＊P ＜ 0. 01。

在表 3 的模型 6 － 9 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体现代化水平显著降

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养老保险则

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精神情感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模型

10 是对整体赡养预期的考察，其中个体现代化和养老保险的作用延续了上述规

律。因而再次验证了个体现代化与养老保险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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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就越低。

具体而言，在模型 6 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养老

保险能够削弱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预期的正向关系。

模型 7 中代际关系对子女精神慰藉预期的影响为正，而养老保险、代际关系

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以及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为负，但均不显

著。这说明老年人对不能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子女持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杨

善华、贺常梅，2004) ，他们对子女精神慰藉的需求并不是刚性的。在模型 8 中，

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意味着代际关系对子女日常照

料预期的正向影响被高个体现代化水平所削弱。在模型 9 和模型 10 中，代际关

系与养老保险、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代际关系对子女疾病

护理期待和整体赡养预期的正向影响会被较高的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水平削

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关键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理解老年人赡养

预期得以满足的机制。

综上，城市老年人的代际关系对其养老焦虑、养老方式( 包括护理方式和护

理人选择偏好) 以及赡养预期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养老保险作为老年人的主要

收入来源，对提高他们的自养能力和经济自主性、减轻对子女的依赖性、转变养

老预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个体现代化水平不仅深

刻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而且也对代际关系和养老预期产生了一定的调

节作用。养老保险与个体现代化对老年人的赡养预期具有双重影响。下文将通

过定性研究对上述机制做进一步分析。

四、独立互惠的代际关系与“自立式”养老预期

为进一步理解我国老年人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的现状并阐释三

者之间的交织互动，课题组在北京、武汉、赤峰、重庆等地对 30 位老年人进行了

定性访谈。通过判断抽样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包括不同年龄、文化、健康程度、

经济状况、居住方式与代际关系等。采用“个案逻辑”与“序贯访谈法”来决定样

本的选取及数量( Small，2009) 。研究者还参与了民政部养老服务事业规划与评

估工作，赴街道社区及养老产业公司进行调研，以期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视角诠释定量结果并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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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现代化变迁与代际关系新形态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现代化转型。个体在国家各项政策改变和市场经济浪潮

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发现和改造自我，形成了强调风险、亲密、自我表达和自我

依赖的文化( 阎云翔，2013) 。现代化转型同样作用于家庭代际关系之中。老年

父母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又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老年

人的自理能力是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身体健康是生活独立的基石。“我自己

现在可以自理，思维敏捷，能够做饭，不需要别人来照顾”( 个案 23，男，79 岁) 。

社会经 济 地 位 越 高，人 们 在 晚 年 生 活 中 的 个 人 主 义 取 向 越 强 ( Dykstra ＆

Fokkema，2011) 。一位离休教授表示:“老伴去世两年多了，三个儿子都有工作、

有自己生活。我雇了保姆照顾( 自己的) 生活”( 个案 12，男，92 岁) 。除去这些

关键因素，个体现代化水平差异对养老预期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与前文

回归检验结果相一致，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受访者在养老预期方面表现得相对独

立，而相对传统的受访者则较为排斥社会化养老和照护方式。

上述状况不能简单归结于“孝道衰落”抑或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

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 钟晓慧、何式凝，2014) 。“孝道”仍然是

维系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行为原则之一。二者的不同在

于，长幼尊卑有序的权威性孝道以及要求子女事亲、尊亲、顺亲的传统价值已受

到极大挑战，家庭关系以和谐互惠为目标，父母期待与子女形成融洽互助的关

系。受访者普遍认为家庭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甚至表示“年纪大了根本不会

去考虑个人利益”，这可谓是“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阎云翔、杨

雯琦，2017) 的现实诠释。多数代际关系主体在结构和个体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

衡，家庭代际关系成为个体抵御风险的最后堡垒( 石金群，2016 ) 。回归结果与

定性访谈也证实，代际关系越好，父母的养老焦虑越小，未来养老形态也愈发依

赖家庭。家庭代际关系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展现出韧性与弹性、团结与

张力并存的新图景。例如，在现代化和技术化浪潮下，个体化与代际关系产生了

新型交互，科技发展为看似相悖的自立居住形态与代际情感亲密提供了条件，尤

其对于与子女分居两地的老人来说，网络和智能手机有利于提升代际沟通的频

次与质量，提升亲密度。“女儿在澳大利亚十年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连视频，想

说话就说话，反正也不花钱”( 个案 3，女，61 岁) ，有调查对象如是说。

( 二) 制度化的养老保险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导致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产生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变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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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经济发展，其中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大多数城镇老

年人而言，退休金是主要收入来源，是代际团结与经济自立的基石。不少被访者

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连年调待表达了满意的态度，期待国泰民安，退休金

能够持续上调。他们对退休金的按时足额发放非常有信心。“关于工资( 退休

金) 没什么可担心的，国家每年都自动给涨钱。每月都定时打来退休簿，我们都

很有保障”( 个案 20，女，73 岁) 。退休职工对于养老保险政策和自身权益福利

相当关心和了解。“政府在退休金方面做得很成功，你只要活着就一直发，去世

后还能给家属再发三个月”( 个案 21，男，77 岁) 。有一位被访者结合时势表达

了隐约的担忧，其中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知天命”的人生观。“如果国家

经济倒退回去，退休金就容易被砍掉一点，现在担心也没用，这不是个人的事

情”( 个案 23，男，79 岁) 。

现代养老保险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在成为深入人心的固定制度安排后，不但

保障和提升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甚至改变了养老预期以及代际关系对养老

预期的影响。养老保险带来的自给自足导致父母对子女的刚性经济需求减少，

这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对于子女赡养的需求和期待。“有养老金什么都可以靠

自己，不用指望孩子，钱在手里，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 个案 6，男，65 岁) 。对

父母而言，成年子女的赡养由传统刚需逐渐变为弹性支持，常常出现家庭内部资

源的下行流动，不少受访者曾经或打算资助子女成家立业，这种资源配置被比喻

为“水流下不流上”。但是父母在减少对子女物质要求的同时，或会更加渴望与

其进行语言沟通与情感交流，提出代际亲密团结的需求。“儿女养老很重要，不

是从经济上，更重要是照顾和关心我们”( 个案 21，男，77 岁) 。也或会演变为相

对独立甚至疏离的代际关系。“子女就是时不常打电话问候，来都不用来。我

有钱能吃能动，老百姓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个案 13，男，69 岁) 。从而可以看出

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情感需求呈现分化。

( 三) 养老预期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与西方文献相对照，我国的养老问题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

首先，如前文回归模型所示，子女数量与代际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子

女能够极大地降低养老焦虑并促使老年人选择家庭照护，这一点在定性访谈中反

复得到验证。例如:“子女愿意的话，肯定是子女照顾的好”( 个案8，女，65 岁) ，“心里

还是希望儿女多来看看，不买东西没事，主要还是陪伴”( 个案 21，男，77 岁)。

其次，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不仅导致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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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以及养老方式的社会化，而且能够削弱代际关系对于养老赡养预期的影响。

面对代际关系调整与养老支持的平衡难题，不少被访者在经济自立的基础上注

重自立自主和团结互惠，选择了“分而不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模式。

“最理想就是身体健康，孩子住近一点，享受天伦之乐，自己也能有些精神生活

和娱乐活动”( 个案 4，女，62 岁) 。“自立式养老”既是个体化的结果，也是个体

化的原因，更是一种现实选择。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行需求并非简

单的线性发展。这一点可以呼应前文回归分析中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在代际

关系与养老预期之间的调节作用。

再次，绝大多数老年人期待居家养老，那么谁将是养老资源的提供者? 选项趋

于未定或多元。事实上，“自立式养老”背后隐含了配偶照护的元素，问卷和访谈

结果均显示，80%以上的被访者目前主要是自我照护或配偶照护，子女作为主力照

护者的仅占 1 /8。家庭照护的主要支持多来自于配偶，其次才是子女，配偶对子女

照护起到了挤出或替代效应。当前我国老年人需要代际赡养的时间已经大幅推

后，关于未来不能自理时期的养老生活，受访者对子女抱有一定期望，但也理解现

实中存在诸多瓶颈，保持期待与体谅并存的心态。“子女还得养家糊口呢，不可能辞

了工作照顾我”( 个案 18，女，66 岁)。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方式也表示接纳，“到时候

看情况，儿子儿媳有精力就让他们照顾，不行就请专人来嘛”( 个案 6，男，65 岁)。

最后，定性访谈还揭示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所持有的“国家责任逻辑”。出

于“全能型政府”( 周黎安，2019) 传统思维的延续，不少受访者在养老问题上对

国家抱有极大期待，有些甚至认为这是“政府义务”。“我们不爱听‘几个年轻人

养活一个老人’( 的说法) 。过去我们创造了多少价值! 将来政府对老年人提供

基本照顾服务应该是一种义务”( 个案 17，男，73 岁) 。“希望将来国家出现一个

产业，在社区有专门负责养老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按个铃，就有( 人) 上门服

务”( 个案 7，男，71 岁) 。这与受访者对养老保险的信任与依赖几乎如出一辙，

也对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提出了要求。

( 四) 能否破解养老服务中的“不可能三角”?

关于社会化照护的形态和方式，通常机构养老似乎是最终选择和最后防线。

“我和老伴约定，谁先走，剩下的人就去敬老院，那里条件挺好，也不孤独”( 个案

24，女，78 岁) 。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首先，经济成本是重要制约因

素。“北京养老院太贵，好点儿的一个月一万多，押金就得几十万。谁都想去，

挣几千的去得了吗”( 个案 13，男，69 岁) 。其次，养老院不易满足老年人带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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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点、习惯的多元化的需求。“大家层次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 个案 16，男，

80 岁) 。最后，老年人担心会隔断与原有家庭、亲朋和社区的联系。出于对自由

度、舒适度、性价比和社会联系的考虑，能够自理的老人基本不会选择机构养老。

自理老人对于“传说中的”社区居家养老更加充满期待，例如老年食堂、上

门服务等。“市里有托儿所一样的托老所，我们希望政府在郊区也设立这种机

构。现在国家发展快，也许等我们老了就有社区养老了”( 个案 27，女，63 岁) 。

北京市西城区等地已开展老年食堂试点，对高龄老人有一定吸引力。然而老年

人相对节俭且形成了个自生活习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首先考虑性价比与质

量。因此，虽然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面对养老服务的成本仍

是捉襟见肘。未富先老的人口经济国情决定了我国养老适宜走中低端路线。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养老照护模式将逐渐朝向社会化养老方式转型，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将选择由专业人员提供部分照料，而家庭提供辅助支持和保障功能，

形成半融合、半替代的养老照护方式。民众期待国家承担更多养老责任，着力发

展养老事业，提供高质平价的社区居家服务。然而，结合民众需求和对民政部与

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作者认为当前养老照料中存在一个价格、质量和数量

的“不可能三角”，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机构照护，养老服务都很难同时兼具完

备、优质且平价的优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高龄老人比例不断上

升，护理需求也会随之上涨，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就会浮出水面，成为考验家

庭经济实力、代际关系和养老服务建设的重大问题。

那么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是否遥不可及? 课题组曾深度调研过一家上海民

营养老服务公司，其理念为“养老，在家就好”( Ageing in Place) : 通过在城市社

区开设小而精的照护中心，就近提供康复式日托、上门服务、术后康复和喘息服

务等多种照料服务; 通过开发智能养老产品和服务需求监测汇报系统，提高照护

效能并节省人力成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本优势在于政府提供了低价场地并结

合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政策来刺激消费，因此能够部分克服“不可能三角”。综

上，养老服务领域的发展出路在于深化“放管服”以纳入市场力量，结合科技发

展培育养老服务领域的优良机构。

五、结论与思考

基于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本文得以揭示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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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和全覆盖的养老保险制度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

存的新图景。父母与成年子女建立起了变革形态的代际团结，其中蕴含了经济

理性、独立自主和团结互惠等重要元素。不断扩面和提升的养老保险待遇使得

经济自立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新兴的重要因素，与代际关系和现代化变迁共同形

成交互作用，塑造了当代老年人“分而不离、重心下移、团结互惠、经济理性、自

力更生的体谅式养老模式”并形塑了社会化养老与家庭支持并存的养老预期。

养老是我国的重大民生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 21 世纪上半叶持续加深，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将于 2026 年前后超过 3 亿，2035 年将超过 4 亿，2055 年达到峰值

4. 88 亿，占比将达到 35. 6% ( United Nations，2019) 。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老

人比重的不断增加，并且伴随身体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养老保险和照料护理

的压力与日俱增。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本研究对理解我国家

庭代际关系变迁和养老问题具有如下意义与启示。

第一，我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

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家庭建设一直以来都是

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安宁，2017) 。我们需要顺应孝道文化的现代化变

迁趋势，做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并重( 邬沧萍、谢楠，2011)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

承继传统孝道文化中尊老敬老的总体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要以平等对话、情感理

解等现代化平等思想取代等级和服从观念，塑造新型孝道文化并构建优质代际

关系，实现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互惠，提升整体福祉。

第二，基本养老保险是大多数城镇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他们独立自主

的基石。因此，保证基本养老保险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

社会意义。此外，国家还应积极发展养老保险的第二和第三支柱，适度提升养老

保险水平与可持续性( 郭瑜、张寅凯，2019) ，以进一步夯实老年人的经济基础，

减轻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负担压力。

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和压力都将不断释

放。政府应着力引导养老事业发展，与社会、市场和家庭共同优化资源配置，以

克服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的过程也是政府实现治理

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养老服务事业的责任主体和养老服务产业的监管主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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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放管服”改革中寻求“有效职能”，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优质服

务，是提高老年人福祉的关键问题。此外，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利用

科技进步推进智慧养老，以节省人力成本，提高照护效能。

本文从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的角度关注城镇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预期，探

讨现代化变迁背景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两者之间并存和

相互补充的关系，对验证和扩展既有的代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探索。文章分析了

家庭代际关系对父母养老预期的影响，探讨了养老保险待遇获取对于老年人代

际关系和养老预期的影响，向前延伸了养老保险社会效益的研究，使理论解释更

为贴近实际情况，这有助于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展望未来，研究工作应当进一

步扩展到农村，结论将会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另外，本文重点从父母一方来探讨

代际关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期待，未来的重要拓展方向是与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孝

行结合起来，以描绘当代中国代际关系的双边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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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elite universities，family background hardly displays its effect，and selective attrition

effect is prominent． In other universities，on the contrary，family background shows a strong effec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ocational colleges，neither cultur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 nor meritocracy reveal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of students． The fast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ompetition rules．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or selective elimination hypothesis

cannot provide a full explanation for the changes in today＇s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the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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