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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变化是社会发展变化

的重要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社会地

位显著提升。2009 年，全国在校的普通本专科学生

之中，女性首度超过男性，占到 50.48%，且持续上

升，2013 年这一比例达 51.74%①。2010 年，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报告显示，在中国将近 70%的女性拥有

有偿工作，远高于 53%的世界平均水平②。但是在中

国仍然存在性别阶层分化现象，中国女性多处在权

力和资源较少的阶层，在每一阶层内，男性也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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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1]。有研究还发现，受国家、市

场、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传统性别观念出现了回潮[2]

(PP103-114)。可以看出，女性社会地位正在提高，同时也

面临诸多挑战。

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职业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连[3]

(PP20-26)。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否有助于其家庭地

位的同步提高？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夫妻权力关系

是否有差异？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在家庭中

赋权对女性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妇女是否能够接受教育，外出工作，获得健康照

料的机会，实现生育自由等[4]。并且，女性对家庭资产

的掌控，不仅事关婚姻家庭权力的分配，还会影响家

庭的幸福[5](PP51-84)。因此，本文关注女性社会地位特

征、夫妻相对资源对其家庭权力的影响，并考察在不

同阶层家庭中，影响夫妻家庭权力差异的因素。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夫妻权力关系的研究，先后有资源论、

文化规范论、情感依赖论等研究的涌现，而其中相对

资源理论应用比较广泛。布拉德和沃尔夫（Robert

O. Blood & Donald M. Wolfe）认为现代社会中，相对

资源已经取代了传统父权制成为家庭权力的新来源
[6]。家庭权力“交换理论”认为当丈夫贡献的资源对妻

子的价值与妻子在婚姻外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对妻

子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丈夫的权力越大[7]

(PP133-139)。随后，不少研究也证明，婚姻权力的平衡，来

自于夫妻相对贡献的大小[8][9](PP325-336)[10](PP50-69)。除了物质

资源，还有学者考察夫妻双方所付出的相对情感资

源与家庭权力获得的关系 [11](PP355-362)。海曼·罗德曼

（Hyman Rodman）综合前人研究，又提出文化—资源

理论，夫妻间的相对资源、特定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

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这两者均会影响夫妻权力关

系[12](PP320-324)。

在阶层结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进一步考察

了相对资源与夫妻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现象。研究发

现，在中上阶层男性中，男性事业在婚姻事务中有一

种至上性[13](PP852-872)，其逻辑在于，男性是家庭经济资

源的主要提供者，所以他们应该有特权来保障他们

的事业[14](PP47-80)。但是当女性也成为家庭经济资源的

主要提供者时，这种相对资源优势并未给女性带来

地位优势 [15](PP60-82)[16](PP638-650)。对于工薪阶层的丈夫而

言，有的是“工作”而非“事业”，虽然丈夫在资源占有

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但与中产阶层相比，工薪阶层的

婚姻并没有减少男性主导的色彩[17]。如在做家务方

面，工薪家庭，尤其是妻子也在工作的工薪家庭，丈

夫更容易直接地以家务劳动的性别区隔来生产男子

气概[18]。卡伦·D. 派克(Karen D. Pyke)认为社会文化

赋予了高阶层男性在家庭中合法的主导地位，低阶

层丈夫虽没有这种优势，但会借助粗暴、直接的方

式，如虐待配偶以生产大男子主义[19] (PP527-549)。

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主导和服从的男子气概

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塑造，这种实践不仅是相对于女

性气质而言，也源自男性群体内部的对比参照[20]

(PP71-83)。工薪阶层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其他

人，处于听命服从的状态，所以他们更容易利用婚姻

来满足他们作为主导者的需求[21](PP126-138)。而中上阶层

的男性，为了显示自己更加绅士、文明，显示相对于

低层男性的优越性，会对女性表现出一种平权态度
[22] (PP259-277)。

在国内的有关研究中，相对资源理论也比较常

见。一些研究发现在中国城乡结构中，农村家庭丈夫

拥有更多实权，城市平权家庭居多[23](PP208-212)。城镇女

性对家庭实权的自我评价高于农村女性[24]。研究还

发现，已婚妇女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状况的提高

都有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善[25](PP42-47)。流动家庭中

的妇女，其家庭事务决策、家庭实权掌握情况会有所

改善[26](PP34-41)[27](PP36-42)；马冬玲认为教育和经济因素均

会影响女性家庭地位，但配偶之间的收入差、职业社

会经济地位差影响不显著[28]。陈飞强则发现夫妻相

对资源对女性家庭权力有影响作用，传统的“男权中

心文化”及传统性别分工对女性权力有负面影响[29]。

总结已有研究，学者多从资源比较的视角来分

析夫妻权力分配，国内学者在运用相对资源理论对

夫妻权力关系进行解释时，有诸多水平方向的比较

研究，但缺乏垂直阶层背景下的比较分析。因此，本

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其一，评估相对资源理论对中

国夫妻权力关系的解释力，分析女性相对社会地位

对其家庭地位的影响；其二，基于家庭社会分层的视

角，分析在不同阶层结构背景下，女性拥有相对资源

对夫妻权力关系的影响差异。

三、数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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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均为分类变量，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职业类型分为未就业者、不便分

类者、农业劳动者、生产运输工人、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各类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出于模型简约化考虑，将个体职

业分为四类，由低到高依次是从未就业者、农民（包括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职员（包括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

员、生产运输工人），负责人或技术人员（包括各类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 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的数据。该调查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继

1990 年、2000 年第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后组织的又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采用按地区发

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

样本，其中个人调查主问卷样本量为 26171 人。本研

究选择的样本为 18-64 岁初婚有偶的女性群体，剔

除一些缺失值、不合理的填答个案，最终纳入统计模

型研究的样本量为 10115 个。

2.变量描述

本研究关注的是夫妻权力关系，在问卷中，选择

“谁在家中更有实权”作为代理变量，虽然这一问题

没有将家中实权具体细化，但能够直接反映出夫妻

双方对家庭权力的主观看法。此项问题在问卷中有

3 个选项，分别是“丈夫更有实权”（夫权）、“妻子更

有实权”（妻权）、“夫妻在家实权差不多”（平权）。由

表 1 可知，当代中国家庭呈现夫妻平权的趋势，但相

对于妻权家庭 17.42%的比例，夫权家庭的比例更高

些，达 34.18%。

本文主要是基于相对资源理论的分析，因此选

择的相对资源类指标包括：妻子对家庭总收入的贡

献、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夫妻职业地位差③；文化类指

标涉及结婚年代，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标准划分前

后，以及丈夫能否倾听自己的烦恼；控制变量为婚前

家境、子女结构数量、城乡。

表 1 显示了在女性样本中，妻子对家庭总收入

的贡献比例为 39.90%，这说明当前中国家庭仍以丈

夫的经济支持为主，但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亦不

可小觑；夫妻受教育程度一样的群体达到 55.33%，

受教育度高于丈夫的妻子仅占到 13.62%；妻子职业

地位和丈夫一样的家庭占比为 64.93%，职业地位高

于丈夫的家庭占比为 12.93%，这也说明了当前社会

中同质婚居多。

研究样本在城乡分布比例较为均衡，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的夫妇占到 51.16%，独生子女家庭

也达到一半以上，在绝大多数家庭中，丈夫还是能够

倾听妻子的烦恼。

3.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谁在家中更有实权”为三分类

变量，且各类别没有天然的顺序关系，故选用多分类

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较为合适。为

实现研究目的，本文首先考察相对资源理论对中国

家庭中夫妻权力关系的解释力，其次以丈夫职业为

标准，划分不同阶层的家庭，进一步考察相对资源理

论下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亚文化差异。

四、分析结果

1.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

以夫权家庭的女性群体为参照组，比较分析不

同家庭中妻权格局和夫妻平权格局的影响因素，模

型结果见表 2。

表 1 变量描述百分比分布（%）

变量 比例

妻子在家更有实权（丈夫更有实权 =0） 17.42

夫妻在家实权差不多 48.40

妻子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 39.90

妻子受教育程度和丈夫一样 55.33

（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0）

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13.62

妻子职业地位和丈夫一样（职业地位低于丈夫 =0） 64.93

职业地位高于丈夫 12.93

婚前男方家条件更好（两家差不多 =0） 17.05

婚前女方家条件更好 20.56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 51.16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结婚 =0）

子女结构为独生子女（无子女 =0） 50.65

多子女 46.40

丈夫能够倾听自己的烦恼（不能倾听 =0） 89.31

农村（城市 =0） 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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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夫妻权力关系影响因素的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析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与夫权家庭的女性群体相比，妻子对家庭总收

入贡献越大，越有可能掌握家庭实权；夫妻受教育程

度相同或者妻子教育水平高于丈夫均有助于妻子掌

握实权；职业地位高于丈夫的妻子也越容易掌握家

庭实权；婚前女方家庭条件更好的家庭中，也越容易

形成妻子拥有实权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及以后才结婚的家庭以及多子女的家庭

中更容易出现夫权的局面；农村相比城市，更容易出

现丈夫拥有实权的家庭。

同样以夫权家庭的女性群体为参照组，在考察

夫妻平权的影响因素时，可以发现，妻子对家庭总收

入的贡献越大、教育水平越高、职业地位越高，越有

助于夫妻平权家庭格局的呈现；婚前夫妻双方家境

均衡，则有助于实现夫妻平权；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

后结婚的家庭中，更容易出现夫妻平权的趋势，结合

“妻权家庭 / 夫权家庭”对比的结果，可以发现，相对

于妻权，夫权家庭更易形成，相对于夫权，夫妻平权

家庭更容易形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未

来中国家庭将以平权的形式为趋势；多子女家庭以

及农村家庭更可能出现夫权型家庭；丈夫能倾听妻

子烦恼的家庭，则更容易出现夫妻平权。

从模型总体结果来看，资

源理论、尤其是相对资源理论

对当代中国家庭中夫妻权力关

系的形成具有较强解释力。两

性教育水平、收入、职业地位等

外部资源的占有量会影响其家

庭内部的夫妻权力关系。在获

取资源的过程中，女性在家庭

外部、市场中所习得的竞争意

识，会唤醒女性的自主意识、自

我意识，引导其在家庭内部与

丈夫开展资源博弈，因而，妻子

相对于其丈夫的社会地位、社

会资源拥有情况的解释作用更

突出。此外，文化因素，如以子

女结构为代表的生育文化，以

城乡、婚前家境为代表的父权

文化，对夫妻权力关系的塑造

也在产生影响，丈夫能否倾听

妻子的烦恼，作为父权文化“缓冲”“调解”的变量，有

助于推动夫妻平权的实现。

2.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

通过前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不同阶层家庭中

的夫妻权力关系存在差异，如何对家庭进行阶层划

分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阶

层也不断分化。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划分了当

代中国的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30]，而李路路

对社会人群的划分更为简洁概括，包括（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权力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农民）以及自雇

佣者[31](PP105-118)。在研究家庭权力关系时，通常将丈夫

职业作为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划分依据[15]。因此本

文结合本土研究和调查数据，依照家庭中丈夫的职

业依次将其所属家庭划分为中下层（包括从未就业

者和农民、中层（包括职员）、中上层（包括各类负责

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在这种划分条件下，进一

步考察相对资源理论的解释力。

通过表 3 可以发现，夫妻平权是当今中国家庭

中夫妻权力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无论哪个阶层，

妻权家庭 / 夫妻平权家

夫权家庭 庭 / 夫权家庭

妻子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 1.062*** 0.537***

妻子受教育程度和丈夫一样（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0） 0.198** 0.187***

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0.500*** 0.393***

妻子职业地位和丈夫一样（职业地位低于丈夫 =0） -0.123 0.0834

职业地位高于丈夫 0.260* 0.291***

婚前男方家条件更好（两家差不多 =0） -0.121 -0.517***

婚前女方家条件更好 0.629*** -0.139*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90 年代以前结婚 =0） -0.175** 0.167***

子女结构为独生子女（无子女 =0） 0.142 0.0479

多子女 -0.460* -0.406**

丈夫能够倾听自己的烦恼（不能倾听 =0） 0.107 0.553***

农村（城市 =0） -0.552*** -0.492***

_cons -0.943*** -0.132

N 10115

chi2 933

df 11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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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阶层夫妻权力关系影响因素的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析

表 3 不同阶层家庭与夫妻权力分布 （%）

丈夫掌握家庭实权的比例均高于妻子相应的比例。

在中下层家庭中，丈夫掌握实权的比例高达

42.76%，与中层、中上层家庭相应比例差距显著；相

比于其他阶层家庭，中层家庭中妻子掌握实权的比

例最高，中上层家庭中则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呈现夫

妻平权格局。

为了进一步分析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化现

象，同样使用多分类 logit 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以夫权家庭为参照，考察妻权家庭形成的影响

因素。在中下层家庭中，妻子对家庭总收入贡献越

大，越有利于妻权家庭的形成，同样是经济资源，婚

前女方家境更好，也越有助于妻子掌权；相比于农民

丈夫，妻子为负责人或技术员的家庭也有利于妻子

掌握实权；中层家庭中，妻子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

夫妻教育水平差、妻子职业地位、婚前家境均有显著

影响，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的家庭及多

子女家庭，也有利于丈夫掌握实权；在中上层家庭

中，仅有结婚年代变量起作用，依然是 20 世纪 90 年

代及以后结婚的家庭有助于丈夫掌权，资源类变量

的影响不再显著（见表 4）。

以夫权家庭为参照，考察夫妻平权家庭形成的

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变量在

中下层家庭、中层家庭正向影响显著；夫妻教育水平

差则仅对中层家庭、中上层家庭影响显著；在中下层

家庭中，当妻子职业等级高于丈夫时，则越有可能出

现夫妻平权；在中层家庭中，妻子与丈夫职业地位同

为职员或者高于丈夫为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时，

也更有可能出现夫妻平权；结婚年代变量仅在农民

家庭中影响显著，即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的

夫妻，更有可能出现夫妻平权；丈夫能否倾听妻子烦

恼这一变量显著影响于各个阶层家庭，丈夫越能够

倾听妻子烦恼，则越有助于夫妻平权的实现；在各阶

层家庭中，婚前家境双方均衡的家庭越有可能出现

夫妻平权；多子女的情况仅会有利于普通职员家庭

中的丈夫掌握实权。

总体来看，以丈夫职业划分家庭的社会阶层，相

对资源理论对于夫妻权力关系的解释力在不同阶层

家庭中有所差异。在中下层家庭，更看重妻子所能带

来的经济收益和职业声望，在中层家庭，妻子的资源

优势影响效用较强，在中上层家庭，似乎并不看重妻

子的资源优势。通常来讲，中上层家庭常被看作文化

开放、更具有现代性的群体，而中下层家庭相对较为

保守，父权文化色彩浓郁，囿于经济条件，会更加注

重物质资源带来的效益；中层家庭的文化开放程度

介于两者之间，女性的相对资源优势和绝对资源优

势，在这种职员家庭作用最为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说明，在保守文化向开放文化过渡、在父权思

想向两性平等观念转变的过程中，资源占有量为女

性争取家庭地位发挥了显著作用。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总计

丈夫更有实权 42.76 29.92 28.62 34.18

妻子更有实权 13.94 19.38 18.75 17.42

双方实权差不多 43.30 50.70 52.64 48.40

样本量 3487 5321 1307 10115

注：Pearson chi2(4) = 181.8815 Pr = 0.000。

自变量 中下层家庭 中层家庭 中上层家庭

妻权家庭 / 夫权家庭

妻子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 0.946*** 1.231*** 0.635

妻子受教育程度和丈夫一样（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0） 0.135 0.242* 0.221

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0.108 0.678*** 0.348

妻子职业为农民（从未就业者 =0） -0.160 0.0970 0.306

职员（商服人员和办事人员） 0.618 0.162 0.882

各类负责人或专业技术人员 1.330*** 0.532* 1.069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90 年代以前结婚 =0） -0.0393 -0.283** -0.501**

丈夫能够倾听自己的烦恼（不能倾听 =0） -0.107 0.176 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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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五、小结

本文基于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析了不同阶层家

庭中，相对资源理论对夫妻权力关系的解释力，本研

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相对资源理论能有效地解释

夫妻权力关系，夫妻的收入差异、教育差异和职业地

位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格局影响显著；第二，夫妻权

力关系在中国体现出阶层差异化发展特征，中下层

家庭更加注重经济物质资源效益，中层家庭则看重

经济、教育等资源的综合占有量，在中上层家庭中，

资源理论解释力较弱，更倾向于夫妻平权。

对于夫妻权力关系的研究，学术成果丰富，但仍

然有许多新角度、新视野值得反思和挖掘。比如，现

代社会中的女性应如何平衡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

工业社会凸显了资源的价值，当女性走进原来男性

主导的经济生产领域时，女性也开始创造出越来越

多的社会价值；同时这也是一个分层的社会，性别分

层的传统制造出两套体系分别评价男性和女性所创

造的价值，同工不同酬现象既造成男女社会地位的

不平等，也为夫妻家庭地位不平等提供了依据。本研

究发现了相对社会地位变量的有效解释力，虽然相

对社会地位变量对当代不同阶层家庭夫妻权力关系

的解释力不同，但总体上看，女性还需要获取一种相

对资源优势，取得比丈夫更高的收入、接受比丈夫更

高的教育水平、从事比丈夫更有社会威望的职业，才

有可能在夫妻权力关系博弈中获得优势。

此外，理想的家庭地位模式、夫妻权力关系是什

么呢？从调查数据来看，当代中国家庭夫妻平权现象

较为普遍。平权代表着协商，妻权或夫权类型则意味

着相对的一方需要付出更多妥协。协商或妥协，背后

能够反映出特定的性别角色规范实践，受到社会情

境变迁的影响，也受到家庭分布阶层结构化的影响。

家庭的社会分层，代表着特定家庭生活水平、发展需

求、文化理念的差异。同时，社会群体保有一种向上

学习的趋势，本研究发现，中上层家庭更加倾向夫妻

平权，更侧重平等协商，这或许代表一种夫妻权力关

系发展趋势。

婚前男方家条件更好（两家差不多 =0） -0.0627 -0.146 -0.177

婚前女方家条件更好 0.899*** 0.539*** 0.256

子女结构为独生子女（无子女 =0） 0.0162 0.0573 0.454

多子女 -0.292 -0.606* -0.417

_cons -1.525*** -1.235*** -1.897*

夫妻平权家庭 / 夫权家庭

妻子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 0.444* 0.588*** 0.349

妻子受教育程度和丈夫一样（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0） 0.151 0.163* 0.426**

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0.180 0.475*** 0.573*

妻子职业为农民（从未就业者 =0） -0.179 0.0466 -0.250

职员（商服人员和办事人员） 0.334 0.418** 0.401

各类负责人或专业技术人员 0.270 0.736*** 0.614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结婚（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结婚 =0） 0.215** 0.0988 -0.190

丈夫能够倾听自己的烦恼（不能倾听 =0） 0.759*** 0.406*** 0.711**

婚前男方家条件更好（两家差不多 =0） -0.579*** -0.466*** -0.679***

婚前女方家条件更好 -0.0378 -0.215* -0.328*

子女结构为独生子女（无子女 =0） -0.0132 0.0206 0.206

多子女 -0.364 -0.428* -0.412

_cons -0.603 -0.332 -0.447

N 3487 5321 1307

chi2 285 428 138

df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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