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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
) ) ) 一份来自鲁西南H 村的田野报告

郇建立

内容提要: 本文以鲁西南 H 村为个案, 从微观层面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

守家人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 村民外出打工既增加了家庭的收入, 改善了留守老

人的医疗状况, 又加重了留守女性的负担, 影响了留守子女的教育; 与此同时, 村

民外出打工还改变了既存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 冲击了传统的行为准

则、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

为了从经验层面上了解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¹ 的影响, 2006年 8月, 我们进入鲁西

南H 村进行田野调查。H 村所在的 C 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 地处鲁、豫两省 8县交界处,

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县和林业大县。根据 C 县人民政府网提供的资料, 全县目前

有剩余劳动力 30万人, 其中, 常年在外打工人数有 20万人。一位被访者说, C 县在鲁西南

这一片最穷, 而 H 村所在的 Y 镇在县里也是 /倒数的0。根据村主任和村会计的估计, 村民

的年人均纯收入在 1000元左右。村主任说, H 村有 160多户, 700多人, 1/ 3的人在外打

工, 主要是在北京、胶东地区搞建筑, 留下的老人妇女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和棉花。

我们的访谈对象包括 15位 /普通村民0 和 15位 /重要他人0 ( signif icant others)。其

中, /普通村民0 有三类: 第一类是 /儿子出去打工, 妻子和老人在家里0; 第二类是 /子女

出去打工, 老人带着小孩在家0; 第三类是 /子女带着小孩出去, 只剩下老人在家0。/ 重要

他人0 分别是村干部、村里有影响力的人、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当地商人和邮局工作人

员。在访谈中, 我们主要关心三方面的问题: ( 1) 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哪

些影响? ( 2) 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 ( 3) 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

价值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因此, 本调查报告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我们依次考察了村民外出

打工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它们大体上分别属于经济层面、社

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一、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1. 增加家庭收入/支出

在外出打工之前, 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地。村民外出打工之后, 打工变成了家庭最

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位男性村民说, /刨去化肥、农药、种子方面的开支, 每亩地的收入大

约二三百块钱0 (访谈记录 H2006SBS)。一位女性村民同样认为, /地里收不了多少钱0, 她

告诉我们, /看样子玉米不孬, 后来生芽了也没卖多少钱0 ( H2006SCA)。H 村每人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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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多地, 我们不妨按一亩半进行计算。如果一个家庭有 3口人的地, 那么, 4亩半地的全部

纯收入也就是一千多元, 很难超过两千元。如果外出打工, 村民一般每月就能挣一千元左

右。即便一位村民一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在外打工, 他的收入也是六七千元, 显然, 打工收入

是种地收入的好几倍。

村民普遍说, 子女或丈夫外出打工后家里的收入增加了。一位 50多岁的女性村民说,

以前家里孩子多, 都不够吃的; 孩子外出打工后, 收入增加了许多。她还告诉我们, 她家的

房子是 98年盖的, 钱是闺女打工挣来的, /要是不出去打工, 我家的房子还盖不起来0

(H2006HCL)。另一位 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我们, 她的丈夫在一家沙发厂打工, 一个月能

挣两千多块, 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小学, 每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大约是 2500块, 她说, /扣除

各种开支, 每年能剩下一万多块0 (H2006JGH)。

村民收入增加之后, 各项开支也随之增加。除去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开支, 村

民的花费主要是 /油盐酱醋0 方面的日常生活开支。村里商店的店主告诉我们, 商店营业额

最多的是农资方面的, 如化肥和农药; 其次是食品类, 包括奶类和烟酒。他还指出, 在消费

品种方面, 打工的家庭和不打工的家庭有很大差别, /打工的家庭买的东西相对比较多, 比

较高档, 比如奶类、饼干、方便面和烟酒等0 ( H2006SJH )。村民外出打工后, 许多家庭都

买了彩色电视、DVD、洗衣机和电冰箱, 而且还安装了电话。在 Y 镇, 一位家用电器商店

的老板说, /这几年电器的销量很不错, 家家都买一千四五的纯平彩电 ( 25英寸) , 小的、

比较便宜的都卖不动。冰箱早几年一年也卖不了五六台, 现在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三五台0

(H2006LSL)。在镇邮电所, 我们访谈了负责H 村的工作人员, 他说, /这几年电话普遍装
得比较多一些, 孩子在外面打工, 家里人都想安个电话, 联系方便0 ( H2006WMQ )。他进

一步指出, 90%的家庭都有电话, 这跟村民外出打工有直接关系。

当然, 在这些开支之外, 许多家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出, 包括医药费、学费、结婚

费用。一位年轻的女性村民说, /丈夫外出打工后, 收入比以前多, 但花销也大了, 闺女上

学要花钱, 自己看眼病也要花钱0 ( H2006GAF)。子女外出打工后, 尽管家里的收入增加

了, 但盖房娶媳妇的费用上涨得更快。一位古稀之年的男性告诉我们, /儿子结婚盖房欠了

七八千元的账0 ( H2006CMW)。另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性说, /儿子还没结婚, 春节前订的

婚, 见面礼是六千六。在结婚前, 不知道女方还要要多少钱, 我估计还得花七八千块0

(H2006HCL)。这个数目在农村并不算多, 村里的一位知情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她说,

/小孩订婚结婚花钱很普遍, 见面礼就一万多, 盖房还要四五万, 结婚前再要万八千, 都下

来要十来万0 ( H2006JYM )。显然, 在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块的村子里, 彩礼的确有些高

昂。

2. 改善留守老人医疗状况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 村里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从生理学意义上说,

他们是疾病的易感群体, 因此他们的健康状况应值得我们注意。在此, 我们先介绍 H 村的

常见病, 然后再讨论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的健康所产生的影响。

据镇卫生院院长和村医介绍, 村民的常见病是感冒、胃肠炎、支气管炎和心脑血管疾病

(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脑溢血) , 而且老年人多得心脑血管病, 小孩主要是腹泻、感冒。

赵医生告诉我们, 村民来卫生室主要是看小儿科、流行感冒、心脑血管疾病。他还说, /心

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较重。这病能治疗好, 但是老人花不起钱。轻度的花费三百多块, 重度的

就不好说了, 特别严重的就得去大医院0 ( H2006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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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笼统地说, 外出打工不仅间接促进了留守

老人的健康, 还直接改善了他们的医疗状况。首先, 外出打工促进了打工者卫生习惯的改变

和保健知识的提高, 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里的留守老人。镇卫生院的李院长说, / 原来

农村 3个月也不洗个澡, 打工带动了我们这里卫生习惯的改善0 ( H2006LJD)。其次, 村民

外出打工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后, 不仅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生活条

件, 花在老人看病上的钱也相应增加。曹院长指出, / 打工之前, 看病相对花得少啊, 没有

打工的家里他没钱, 一般病就是到下边卫生室随便拿点儿药应付应付就算了0

(H2006CYC)。赵医生说, 子女打工回来后, 基本上都带老人去县医院检查, 因为那里有很

多仪器。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在子女外出打工后及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就医状况。

一位老人略带伤感地说, /我现在腿不行, 腰也不行, 没钱, 没吃过药, 有病忍着0。随后,

她又补充说, 她有时也会在村卫生室拿点儿药, /我欠卫生室的钱, 没钱给0。老人有两个儿
子, 大儿子有病在家, 小儿子外出打工, 两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太好。 /小儿子出去打工后,

家里还是不行, 他还在我盖的坯屋里住, 一下雨就漏水0 ( H2006YXL)。可能是由于经济拮

据, 两个儿子对老人的照顾不是很多, 老人只能自食其力。

3. 加重留守女性º 劳动负担

H 村的田地不是很多, 机器耕种与收割也很普遍, 但许多活还得由人工来做。许多女性

都感觉到, 丈夫外出打工后自己变得更累了。换言之, 丈夫外出打工加重了女性的劳动负

担。/男人出去打工, 当然女人在家负担更重了, 还有孩子和那么多地呢0 ( H2006JYM)。

/丈夫出去后, 什么苦活你 (我) 都要去干, 如果他在就不用这样了 ( H2006LFL)。 / (妇

女) 既要种地, 又要接送孩子上学, 家里有老人还得照顾老人, 村里得脑血栓的比较多, 一

个人伺候不好老人, 负担很重0 ( H2006ZHQ)。

上面的访谈资料表明, 男性外出打工显然已经增加了留守女性的劳动负担。尽管如此,

妻子还是愿意让丈夫 (老伴儿) 外出打工, 因为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来钱, 才能缓解家里的

经济困难。有位 50多岁的女性哭泣着告诉我们, 两年前她家里因为给大女儿看病向亲戚朋

友借了一万多块钱 (医药费花了两万多) , 现在小女儿上大学每年要花一万多块。为了还债、

交学费, 她的老伴儿外出打工了。她坚定地说, /只要丈夫能打工挣钱, 我在家里再苦再累

也不怕0 ( H2006SCA)。另一位老年女性因为儿子结婚要花钱让老伴儿也出去打工了, 她

说, /钱不紧能让他出去打工啊! 0 /我在地里多干点儿, 虽然自己累些, 但买肥料的钱有了0
(H2006HCL)。就受惯了苦、习惯了累的农民而言, 再苦些再累些也没什么 ) ) ) 只要能挣来

钱!

4. 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双重影响

如果说外出打工对留守女性的影响 ) ) ) 劳动负担的加重 ) ) ) 是单方面的, 那么, 它对留

守子女教育的影响则是双重的。一方面, 父母打工挣钱后, 留守子女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接

受更好的教育; 另一方面, 不管是单独由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由隔代的爷爷奶奶教育孩子, 这

都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H 村没有小学, 村里的孩子一般去邻村上学, 上

小学去 C村的卓越小学 (民办学校) , 上初中去 Z 庄的育才中学 (民办学校)。当然, 村里

也有不少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让子女去县城上学。

一位 30多岁的女性告诉我们, 她有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 闺女上小学四年级, 儿子

上小学二年级, 每个孩子每年的花费大约是两千五百块, 两个孩子的费用加在一起就是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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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 H2006JGH )。如果说在县城上学费用比较高昂的话, 那么, 在村里上学的费用相对来

说会低一些, 但仍然有些高。据张校长介绍, 在卓越小学, 学生费用包括学费、书费、生活

费和住宿费, 一个孩子一年的所有花销差不多是 1500元左右。其中, 学费是 400元/年, 住

宿费是 100元/年, 书费是 100元/年, 生活费是 700元/年 ( H2006ZM S)。显然, 要不是家

里有人在外打工, 村民都很难支付这些高昂的学习费用。

如果说父亲或父母双方的外出打工为子女教育提供了经济支持, 那么, 它对孩子教育所

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卓越小学的张校长指出, /要是父母双方都不在家, 把孩

子交给他的爷爷奶奶, 这样的小孩很难管, 学习成绩通常也比较差0 (H2006ZMS)。育才中

学的王校长同样认为, 外出打工尽管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但不可避免地对学校教育也造

成一些负面影响 ( H2006WZ)。他说, 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比较到位, 但家庭

经济条件落后, 上不起学; 有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上比较富裕, 但由于管理不到位, 孩子辍

学现象比较严重。显然, 这是农村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挑战。在我们的访谈中, 上面的两

位校长都提到, 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的话, 这将对孩子教育产生恶劣的影响。

幸运的是, 在H 村, 夫妻双方都出去打工的很少。卓越小学的一位老师说, /我班里的

孩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父亲外出打工, 母亲在家里照理家务0 ( H2006ASH)。即便如此, 我

们也不能忽视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对子女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孩子的成长毕竟离不开父

亲的管教与呵护。父亲的长期缺位不仅会影响子女的学习成绩, 也会影响到他们健全人格的

形成。

二、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人际关系的变革

1. 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际关系。这里, 我们试图通过两方面来探讨外出打工

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一是外出打工者同其父母之间的关系, 二是同其子女之间的关系。在这

两种类型的亲子关系中, 外出打工者分别扮演了 /子女0 和 /父母0 的角色。

首先, 我们从 /赡养老人0 的角度看外出打工者同其父母的关系。许多老人都表示, 尽

管子女外出打工后没寄过钱, 但 /过年回家时会捎些吃的0。从子女给钱、买东西的角度看,

子女外出打工后对父母更孝敬了。为什么子女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孝敬? 除了我们很容易想

到的经济原因外, 村民指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 子女出去打工后, 都是 /老人帮助照看孩
子0。一位老年女性说, /儿子、儿媳走时, 孙子还不到两岁, 我们整天抱着跟着她, 整天喂

他0 ( H2006YAR)。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子女外出打工后对老人更加孝敬, 但这并不是因为

老人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事实上, 它在衰弱。一位老年男性指出, /现在普遍老人说话不算

数了0, 因为 /孩子出去打工, 见了世面, 吃穿好了, 见社会上人也多了0。/村里有了矛盾、
冲突, 以前是老人家长说了算, 现在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H2006SXG)。

其次, 我们从 /抚养子女0 的角度看外出打工者同其子女的关系。如果说打工者出去以

后, 他们作为子女对父母更加孝敬了, 那么, 他们作为父母对子女则更加疼爱了。这种疼爱

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 其一, 他们在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尽量让子女接受较好的学校

教育。农民为什么愿意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 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打工经历。农

民外出打后, 增长了见识, 解放了思想, 他们日益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所以, 在没

有时间、没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 他们愿意把子女送入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学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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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们在外出打工之后, 不仅更愿意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 而且, 即使子女犯了某些错误

也不加批评。育才中学的王校长说, /外出打工的父母经常和孩子分开, 一旦寒假、暑假见

到孩子, 总想着很长时间不和孩子生活在一块, 很愧疚似的, 孩子有些错误也不愿意去批评

了0 (H2006WZ)。父母疼爱子女是应该的, 但千万不要把 /疼爱0 转化为一味的 /溺爱0。
2. 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丈夫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有没有影响? 如果有, 又是哪方面的影响? 被访女性普遍表

示, 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一位结婚 5年、分家单过的女性说, /丈夫外出打工对

家庭没什么影响0 ( H2006LFL)。另一位结婚 10多年的女性也说, /丈夫外出打工对婚姻关
系没有影响0, 因为 / 一年回家 3 次, 春节、种麦、收麦都回来, 忙过之后再出去0

(H2006JGH)。还有一位年轻女性指出, /因为现在都是机器收割0, 所以丈夫出去打工对婚

姻关系没有什么影响 (H2006SJM)。村主任同样认为, 丈夫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 /几乎没

啥影响0, /他出去挣钱也是为家里嘛0 ( H2006RAS, 男性)。一位知情者进一步说, 村里

/没有因为打工闹矛盾的0 ( H2006JYM)。上面的访谈资料表明, /机器收割0、 /外出挣钱0

是夫妻关系不受影响的重要原因, 而 /夫妻之间没有因为丈夫外出打工而闹矛盾0 是夫妻关

系不受影响的证据。

村民为什么会极力表明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影响0 都是不好的方面。尽管如此, 他们的话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外出打工对夫妻关

系有一定的影响。当然, 这种影响未必是消极的。一些女性村民表示, 丈夫外出打工后对自

己更好了 ) ) ) 这可能是因为两地分居产生的思念之情。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 外出打工对夫

妻关系产生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是, 女性的家庭地位开始上升。男性外出打工后, 女性

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开始变得独立。一位年轻的女性说, /丈夫不在时, 家里的事自己

说了算; 丈夫在时, 他说了算0 ( H2006JLY)。尽管上面的访谈记录表明 /男性依旧是家里
的主人0, 但在 /谁当家作主0 问题上, 老人的看法有别于年轻的女性, 他们大都认为现在

是媳妇说了算。一位老年男性指出, /现在一般是女的说了算, 男的当不了女的家, 80%是

这样。 ( 因为 ) 这会儿男的娶个媳妇不容易, 不让当家她就会操秧子 (吵架) 0

(H2006SXG)。

3. 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的影响

在传统乡村社区中, 邻里在生产互助、日常照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至于人们会说

/远亲不如近邻0。伴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进一步说, 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

居住地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复杂化, 传统的邻里关系是否受到了影响? 村民在接受访

谈时普遍认为, 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没有影响。在村落范围内, 邻里依旧是获得社会支持的

重要源泉。需要指出的是, 在村庄范围内, 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在很多时候是重

叠的, 所以, 在很多情况下, 邻里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

那么, 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影响呢? 我们从一位老年女性村民的话中

找到了答案。她告诉我们, / (村民) 打工对亲友关系 (邻里关系) 也没有大影响0

(H2006JYM )。/没有大影响0 并不意味着 /没有影响0。她接着说出了我们随后要探讨的

/种地和种树的矛盾问题0: 一些外出打工者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杨树之后, 紧挨着的庄稼受

到了影响, 从而引发了邻里之间的矛盾。一位老年男性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在农村种

地和种树的矛盾有一点, 有本事的出去挣钱去了, 没本事的就种地0 ( H2006SXG)。当然,

这种邻里矛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外出打工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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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价值观念的转变

1. 行为准则的变化

我们在访问村会计时了解到, 许多外出打工的家庭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杨树, 然而问题

是, 树一旦长大, 两边的地就无法种了。因此, 许多留在家里的村民都反对这种做法。这就

是H 村比较突出的 /种田和种树0 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的访谈中, 许多被访者都对这种 /损人利己0 的做法表现出严重的不满。那些留
在家里的村民说, /你年轻力壮出去打工了, 你不回家把地里都栽上树, 可我出不去啊, 我

得种地吃饭啊。你挨着我的地种树了, 那我庄稼咋长啊0。一位老人以类似的口吻说, /现在

年轻人把地都栽成树, 老婆子老头子还指望着地呢; 如果地里都栽了树, 他们还不饿死! 0

更糟的是, / 如果你找栽树的讲理, 他会说, 我也没栽在你地里, 你管得着嘛0
(H2006CMW)。面对这种强硬态度, 留下的人说, /你栽树, 我就给你砍了0。

为什么H 村会出现在田地里种树的现象? 毫无疑问, 外出打工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如

果村民不外出打工, 如果家里有充足的劳动力, 谁都不会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树。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C县既是一个农业大县, 也是一个林业大县, 县里一方面提倡种

粮, 另一方面也鼓励植树造林。问题是哪些地方种田, 哪些地方栽树? 进一步说, 田地里该

不该种树? 政策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说明。村民告诉我们, 在田地里种树的事儿, 上级没有布

置, 大队也不敢管。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 /你栽我也栽0。
那么, 田地里究竟该不该栽树?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上面提到的, 哪些地方该种田, 哪

些该造林。一位老人的话反映了许多村民的心声, 他说, /在沟啦、壕啦、坎啦, 咱该栽树

就栽树, 大田地 (即大块的田地) 不能种树0。 / 20年、30年以后, (如果) 地里都成了树

了, 你再有钱上哪买粮食去?0 ( H2006SXG) 其实, 老人的话指出了农业对于人口大国的重

要性。因此, 县政府和镇政府应该明确哪些地方能够种树哪些地方不能, 以便村委会在调解

村民矛盾时有章可寻。

/种田还是种树0 引发的矛盾表明, 村民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村民的行为在

过去以社会/村落/他人为中心, 那么, 在现在, 至少有一部分村民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从这

个角度说, 社会中心观 ( social- centricity) 正在让位于自我中心观 ( egocentricity) , 村落道

德正在受到个体私利的威胁。

2. 婚姻观念的改变

村民外出打工后, 留守家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变得包容和开放, 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婚

前同居的看法上。尽管他们普遍看不惯婚前同居, 但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 事实上,

他们大都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做法。

当我们问 /你对结婚前住在一起有什么看法0 时, 村民比较普遍的回答是, /我看不

惯0。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无奈地接受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说, /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接

受也得接受0 ( H2006JLY)。一位老人也说, /这会儿这个事不好说, 看惯也得看惯, 看不惯

也得看惯0 ( H2006SZX)。当然,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 也有个别人赞成婚前同居, 例如,

有对老年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对夫妇都 60多岁了, 他们的儿子尚未结婚, 对于老两口

来说, 儿子如果能同女友住在一起, 那再好不过了, 这样的话, 他老两口就有可能省下巨额

的彩礼, 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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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问 /村里有没有这种现象0 时, 所有人都说 /村里没有这种现象0, /村里不兴这
个0。至于原因, 除了上面的 /看不惯0 之外, 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全村都姓 /宋0。一位

留在村里的宋氏女性说, 她之所以还能留在村里, 是因为丈夫家里穷, 入赘到了这里。她告

诉我们, /村里都是一个姓0, /闺女必须嫁在外村, 儿媳也必须是外村的0 ( H2006SCA)。

3. 生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 /四世同堂0、 / 五世其昌0,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农民一直坚持

/多子多福0 的生育观念, 认为 /多子必然多福0。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农民希望多要

几个孩子, 而且至少要有一个男孩。然而, 改革开放后, 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 伴随着大

批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打工, 留守家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

人, 他们不像以前那样, 一定要要几个孩子。在性别观念方面, 年轻的父母与年老的爷爷奶

奶有一定的差别: 许多年轻人依然认为要男孩好, 而老年人尤其是比较贫困的老年人则认为

要女孩好。

一位 30多岁、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说, /我愿意要男孩, 一个就够了0, 因为

/家里穷, 孩子多了养不起0 ( H2006LFL)。另一位中专毕业的女性的看法较为开通, 她说

/男孩女孩都一样0 ( H2006ZHQ )。而更多的年轻女性在接受 /男孩女孩都一样0 的同时,

又坚持认为 /还是男孩好0, 因为 /有了男孩儿没有人敢欺负自己0。我们在访谈中发现, 尽

管有些年轻的女性认为 /男孩女孩都一样0, 但第一胎是女孩的, 家里都有两个孩子, 这表

明, 她们还是希望要一个男孩的。

如果说大多数年轻女性还认为男孩好的话, 那么, 已经当了公公婆婆的老人则普遍认为

/男孩不如女孩好0。当然, 这种看法是同年轻女性地位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一位 70 多所

的老人说, /我觉得, 男孩还不如女孩。家里有几个闺女, 老头儿老婆儿就享福; 有几个儿

子, 老人就受罪了0 ( H2006SZX, 男性)。另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说, /年轻人觉得儿子好,

叫我说还是小闺女好, 现在儿子不当家0 ( H2006YXL, 女性)。需要补充的是, 在我们访谈

过的老人中,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要女儿好。刚才提到的 /赞成同居0 的那对老年夫妇明

确表示, 他们喜欢男孩。他老俩口之所以这样说,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还没

结婚, 他们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年轻媳妇地位的上升, 还没有经历过婆媳冲突带来的苦恼。因

此,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他们依旧把 /传宗接代0 视为 /神圣使命0。

结语

综上所述, 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复杂的影

响。在生活质量层面, 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和支出, 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

与此同时也加重了留守女性的负担, 影响了留守子女的教育。在人际关系层面, 外出打工改

变了既定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其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有三点, 一是老人的权威

正在下降, 二是妻子的地位逐渐上升, 三是村民更加注重自我利益。在价值观念方面, 村民

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 传统的集体主义受到了利己主

义的威胁, 社会中心观正在让位于自我中心观; 留守家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变得包容和开放,

许多村民都无奈地接受了 /婚前同居0 这样的现实; 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了冲击, 许多老年

村民认为, /要男孩不如要女孩好0。

访谈资料表明, 不管是 /普通村民0 还是 /重要他人0, 他们都知晓外出打工带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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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负面影响。他们不仅切身感受到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变革和价

值观念的转变, 还清楚地意识到外出打工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女性

告诉我们, /外出打工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不出去的好0 ( H2006LFL)。

尽管村民外出打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 但这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 ) ) 如果家庭条件允许
的话, 他们宁愿留在家乡。在此, 我们由衷希望他们早日实现这个并不算奢侈的愿望。

注释

¹ 这里提到的 / 留守家人0 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大体包括 / 留守老人0、/ 留守子女0、/ 留守妻子0 三

类人。所以 , 在探讨 /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影响0 时, 我们除了宽泛地考察家庭的收支状

况, 还分别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 / 留守老人0、/ 留守子女0 和 / 留守妻子0 的影响。

º 这里的 / 留守女性0 主要指 / 留守妻子0, 不包括外出打工者的母亲。

» 这里的 / 留守子女0 实际上就是学界关注的 / 留守儿童0。尽管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包括

他们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内心世界和学习状况 (叶敬忠、莫瑞主编, 2004) , 但在这里, 我们仅仅关注

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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