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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湖南省 964 份调查数据
陈飞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

要：基于湖南省 964 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问卷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家务劳

动时间、伙食情况、有无被欺凌的经历、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和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
的家庭生活满意度都有着显著影响。年龄每增大 1 年，满意度得分增加 0.008 分；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呈正 U 型；
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和探亲频率这两个变量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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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964 survey data of Hunan
CHEN Fei-qiang
(Feminological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The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Data analysis of “survey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in Hunan province” shows that age, health condition, the time of housework, diet, bullying
experiences, worries about the change of marital emotion and stability of marital family are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The rural left-behind women who are older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family life;
and the time of housework has a positive U-type effect on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their husbands’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and return home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women;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

度开展了研究。王嘉顺[2]、许传新[3-4]、郭喜亮[5]、

村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而众多妇女由于各

陈英[6]等各自对所研究区域的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

种原因留守农村，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妇女

满意度(婚姻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释性分

①

群体。据初步统计，全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 6 000

析。李昌俊[7]基于河北省 200 多个村的 388 名留守

至 7 000 万之多。不容置疑的是，农村留守妇女不

妇女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客观条件、对留守的认知、

仅目前广泛存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家庭状况和生产任务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村留守

都会存在 。作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与城市化过

妇女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发现文化程度、需要照顾

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学界开展了广泛

老人的数量、住房情况、家庭月收入、家庭结构、

的探讨，其中不少专家从农村留守妇女自身主观感

与丈夫和公婆的关系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生

受(如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的角

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不足的是，该研究仅采用单

[1]

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别探讨各影响变量对留守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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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未能排除其他变量对所分析
的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分析所得到的变量关
系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因此，笔者拟运用多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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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探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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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劳动因素的假设。主要负责家庭生产
经营活动和日常家务劳动的农村留守妇女，由于承

响因素。

担的家庭事务多、压力大，因而比无须负责该项事

一、研究视角与基本假设

务的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要低；劳动强

满意度是人们对物质精神状况方面的一种主

度和压力越大、越难以承受，家庭生活满意度将越

观上的心理满足程度。生活满意度是个人依照自己

低；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家庭生活满意度越低；个

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

人生产收入越高，越有资本来改善其家庭生活，因

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生活满意度分为领域

而家庭生活满意度也越高；有过城市打工经历的农

生活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领域生活满意度是

村留守妇女，由于经历更多、见识更广，进行比较

对个体具有重要影响的生活领域如家庭、学校、环

的对象也更多且层次越高，对家庭生活的要求也可

境的具体评价，整体生活满意度指个体在领域判断

能越高，因而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可能比没有城市打

[8]

[9]

之上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 。本研究将农
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界定为个体对家庭生

工经历的农村留守妇女要低。
(3) 日常生活因素的假设。睡眠时间越充足，
说明其家庭事务的负担可能会越轻，压力越小，因

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和认知评价。
一般而言，影响个人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包

而家庭生活满意度可能会越高；如果丈夫外出打工

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个体的人格特

之后，伙食情况比以前更好了，其家庭生活满意度

征、价值观念、自我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取向

也可能越高，相反，如果丈夫外出打工之后，伙食

等与认知有关的因素，后者主要指个体实际生活和

情况比以前更差了，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就可能降

工作的环境、自身健康状况、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

低；如果在丈夫外出打工期间，遭遇被欺凌的情况

[9]

生活事件、社会关系、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因素 。

(如遇到被抢、被盗、被骗、被打、被骂、小孩被欺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村留守

负、遭遇强奸等情况)，则会对其家庭生活满意度产

妇女独特的人口特征和家庭关系，将影响家庭生活

生负面影响。

满意度的变量分为人口特征、生产劳动、日常生活、

(4) 家庭因素的假设。丈夫打工获得的收入越

家庭、夫妻关系等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均包含若干

高，意味着其家庭收入越高、家庭资本越雄厚，越

个具体变量。人口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

有能力改善其家庭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其

体健康状况；生产劳动包括是否主要负责家庭生产

家庭生活满意度将越高；如果丈夫外出打工后，家

经营活动、劳动强度和压力、是否主要负责日常家

里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得到改善，家庭生活满意将越

务劳动、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个人年收入、

高；丈夫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村留守妇女可能越

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经历；日常生活包括睡眠时

适应留守生活，因而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反而会可能

间、伙食情况、被欺凌的经历；家庭包括丈夫打工

越高；与公婆同住的农村留守妇女，由于公婆可以

收入、丈夫打工后家里经济状况是否改善、丈夫外

帮忙分担家庭事务和照顾孩子，因此家庭生活满意

出务工的时间、家庭结构(主要指是否与公婆同住)、

度可能更高；和家里长辈相处越融洽，其家庭生活

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夫妻关系包括丈夫外出打

满意度也越高。

工期间的联系频率、丈夫的探亲频率、是否担心婚

(5) 夫妻因素的假设。如果丈夫在外出打工期

姻感情会发生变化、婚姻家庭的稳定性。根据上述

间与留守妻子的联系频率越大，说明外出务工丈夫

分析框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对家庭事务和留守妻子更关心，且更多的联系有助

(1) 人口特征因素的假设。农村留守妇女的年

于更好地消除彼此之间的担心，加深相互之间的信

龄越大，其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

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降低夫妻两地分居的距

对家庭生活状况的要求也可能越高，因而其家庭生

离感，提升留守妻子的婚姻幸福感，进而提高其家

活满意度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留守妇女要低；身

庭生活满意度；如果丈夫的探亲频率越高，夫妻见

体健康状况越佳，其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

面的机会就越多，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越长，且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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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回家能够帮助留守妻子分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因

1 120 份，回收问卷 1 120 份，经问卷整理和技术检

此，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就越高；担心婚姻感情会发

验，有效问卷为 964 份。

生变化的农村留守妇女，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将显著

调查样本平均年龄为 39.24 岁；其中，20~29

降低；丈夫外出打工后婚姻家庭仍然保持稳定的农

岁的占 15.2%，30~39 岁的占 35%，40~49 岁的占

村留守妇女，比那些婚姻家庭不稳定的农村留守妇

38%，50 岁以上的占 11.8%。文化程度方面，初中

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要高。

及以下占 69.3%，高中(中专)占 25.8%，而大专以上
占 4.9%。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因变量的测量方面，家庭生活满意度根据调查

数据来源于 2012 年湖南省妇联办公室和湖南

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丈夫外出务工期间，您

省妇女干部学校于联合开展“湖南省留守妇女调

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满意吗”来测量，该问题的

研”。该调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

答案分别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

调查对象为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对象的抽取

很不满意”，分别赋值为 5、4、3、2、1 分。

采用四阶段抽样方法选取样本。第一阶段抽样单元

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妇女对家庭生活表示

为县(市)，在湖南省 14 个地级市(州)各选择一个留

“比较满意”的人最多，占 45.6%；其次是表示“一

守妇女相对集中的县，共计 14 个样本县。第二阶

般”的，占 38.0%；表示“非常满意”
、
“不太满意”

段抽样单元为乡(镇)，在各样本县中分别抽取 2 个

和“很不满意”的人分别占 8.6%、7.0%、0.8%。

留守妇女相对集中的乡镇。第三阶段抽样单元为
村，每个样本乡镇随机抽取 4 个村。第四阶段抽样
单元为家庭户，每个样本村在本村的所有留守妇女
家庭中随机抽选有留守妇女的家庭 10 户，由被抽
中家庭的留守妇女作为被访者。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均值得分为 3.544
分，略高于中位数 3，可见，总体而言，农村留守
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大致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39.240
3.549

8.558
0.838

受教育程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生产劳动情况
是否主要负责家庭生产经营活动

0 .745

0 .436

日均家务劳动时间

劳动强度和压力是否可以承受

0 .830

0 .376

0.848

0.359

个人年收入
有没有到城市打工的经历
日常生活情况
睡眠时间

1.730
0 .570

0.828
0.495

5~7小时
8小时及以上
被欺凌的经历
家庭情况
丈夫的打工收入
丈夫打工后家里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丈夫外出务工时间长短
是否与公婆同住
夫妻关系
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
每天都联系
每周一次
每月一两次
是否担心婚姻感情发生变化

0 .430

0 .495

0 .534
0 .262

个体特征
年龄
身体健康状况

是否主要负责日常家务劳动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0.539
0.259
0.049

0.499
0.438
0.215

1~2小时

0.438

0.496

3~4小时
5小时及以上

0.414

0.493

0.080

0.272

更好了

0.245

0.430

0 .499
0 .440

更差了

0.016

0.125

3.070
0 .922
3.010
0 .542

0 .919
0 .269
1.211
0 .492

和家里长辈相处情况
相处融洽
相处一般

0.793
0.186

0.405
0.390

0 .193
0.539
0 .248
0.280

0 .395
0 .490
0 .432
0 .449

丈夫探亲频率
每周一次以上
每月一两次
每半年一两次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0.116
0.156
0.334
0.867

0.321
0.363
0.472
0.340

伙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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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的测量方面，人口特征变量：年龄，按
调查对象的实际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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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不稳定”(包括问题中的“有一点不稳定”
和“很不稳定”两项答案)为 0。

下”为参照类；身体健康状况，按“很好、较好、
一般、不太好、很不好”分别赋值 5、4、3、2、1
分，处理为连续型变量。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进行

生产劳动因素：是否负责家里的生产经营活

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动，劳动强度和压力是否可以承受，是否主要负责

析方法探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日常家务劳动，有没有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经历，

因素，并予以分析说明。

凡回答“是”为 1，
“否”为 0；平均每天用于家务

表 2 是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多元回

劳动的时间，分为“1 小时以内、1~2 小时、3~4

归 分 析 结 果。 从 回 归 模型 的 拟 合 度来 看 ， 调 整

小时、5 小时及以上”四类，以“1 小时以内”为

R2=0.207，也就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达

参照类；个人生产收入，问卷中答案分为 7 个收入

到 20.7%，说明本研究所关注的自变量对农村留守

区间，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按 1~7 赋值。

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解释力，这在一定

日常生活因素：睡眠时间，分为“5 小时以下、
5~7 小时、8 小时及以上”三类，以“5 小时以下”
为参照类；伙食情况，分为“比以前吃得更好、和

程度上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农村留守妇女家庭
生活满意度解释框架的合理性。
由回归分析模型可以看到，研究框架所涉及的

以前差不多、越来越差”三类，以“和以前差不多”

五个维度的变量中，个体特征、个人生产生活状况、

为参照类；被欺凌的经历(问卷中问及：丈夫外出务

个人日常生活状况和夫妻关系等四个维度各自所

工期间，您是否遇到被抢、被盗、被骗、被打、被

包含的变量中，都有至少一个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

骂、小孩被欺负、遭遇强奸等情况，调查对象只要

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仅有家庭情况所包

遇到过上述一种情况，就定义有过被欺凌的经历)，

含的各个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

“有”为 1，
“无”为 0。

都没有显著影响。

家庭因素：丈夫打工收入，问卷中答案分为 7
个收入区间，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赋值 1、2、

1．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
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

3、4、5、6、7 分；丈夫外出打工后家里经济状况

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其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是否改善，“是”为 1，“否”为 0；丈夫外出务工

而受教育程度则没有显著影响。

时间长短，分为“1 年以内、1~3 年、3~6 年、6~9

农村留守妇女年龄越大，其家庭生活满意度也

年、9 年以上”五类，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赋

就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年龄每增大 1 年，家

值 1、2、3、4、5 分；家庭结构，主要指是否与公

庭生活满意度得分就增加 0.008 分。可能的原因是，

婆同住，“是”为 1，“否”为 0；和家里长辈的相

越年轻则外出接触世面的机会更广，可能对家庭生

处情况，分为“融洽、一般、不融洽”三类，以“不

活质量的客观需求也更高，而在农村，她们的需求

融洽”为参照类。

难以得到切实的满足，因而家庭生活满意度差。同

夫妻因素：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分

时，从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来看，社会比较是满足

为“每天都联系、每周至少 1 次、每月一两次、每

感产生的主要心理机制之一，这种比较可以是个体

半年一两次或更少”四类，以“每半年一两次或更

与其他个体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可以是个体与其自

少”为参照类；丈夫的探亲频率，分为“每周一次

身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如果个体以现在的生

及以上、每月一两次、每半年一两次、每年一次或

活状况与以前进行比较，可能会提升满足感，而如

更少”四类，以“每年一次或更少”为参照类；是

果个体以自身与那些生活状况更好的个体进行比

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是”为 1，“否”为

较，则可能会降低满足感。对于年轻的农村留守妇

0；丈夫外出打工后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稳定”(包

女而言，她们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更多，因而在家

括问题中的“非常稳定”和“比较稳定”两项答案)

庭生活情况的比较上更可能倾向于不同个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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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可能受到

能会倾向于个体自身经历上的纵向比较，将自身现

那些家庭生活状况更好的家庭妇女的影响而出现消

在的家庭生活与以前进行比较，更容易得到满足。

极评价；对于年龄更大的农村留守妇女，她们更可
表 2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回归系数

变

量

回归系数

个体特征
年龄

0.008(.091)+

受教育程度(参照类：小学及以下)

身体健康状况

0.213(.218)***

初中

-0.007(-0.007)

高中、中专

0.049(0.029)

大专及以上

0.060(0.017)

个人生产劳动情况
是否主要负责家庭生产经营活动

0.019(0.011)

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参照类：1小时以下)

劳动强度和压力是否可以承受

-0.083(-0.041)

1~2小时

-0.268(-0.175)*

个人年收入

-0.036(-0.038)

3~4小时

-0.190(-0.124)

5小时及以上

-0.212(-0.075)

是否主要负责日常家务劳动
有没有到城市打工的经历

0.070(0.034)
0.036(0.023)

个人日常生活情况
睡眠时间(参照类：5小时以下)

伙食情况(参照类：和以前差不多)

5~7小时

-0.143(-0.093)

更好了

0.076(0.042)

8小时及以上

-0.042 (-0.028)

更差了

-0.629(-0.076)*

被欺凌的经历

-0.158(-0.091)*

家庭情况
丈夫的打工收入

0.034(0.040)

和家里长辈相处情况(参照类：不融洽)

丈夫打工后家里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0.084(0.028)

相处融洽

0.140(0.076)

丈夫外出务工时间长短

-0.019(-0.029)

相处一般

-0.026(-0.014)

是否与公婆同住

-0.039(-0.025)

夫妻关系
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参照类：每半年一两次或更少)

丈夫探亲频率(参照类：每年一次或更少)

每天都联系

每周一次以上

0.062(0.030)

每周一次

-0.219(-0.143)

每月一两次

每月一两次

-0.073(-0.041)

每半年一两次

-0.245(-0.147)***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是否担心婚姻感情发生变化

0.048(0.020)
0.084(0.041)
-0.024(-0.015)
0.307(0.139)**

2

常量=2.446***； 调整R =.207； F=5.795，Sig.=.000
注：+P≤0.1；* P≤0.05；** P≤0.01；*** P≤0. 001；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从健康状况来看，身体状况越好，家庭生活满

务劳动时间来看，与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在 1 小

意度越高。显然，身体状况越好，越能顺利地承担

时以内的相比，家务劳动时间在 1~2 小时之间的家

起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日常家务劳动的重任；同时，

庭生活满意度更低，而家务劳动时间在 2 小时以上

身体越健康，农村留守妇女也就会活得更顺心，因

的家庭满意度与之则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

而其家庭生活满意度也可能更高。而身体状况不好

明，家务劳动时间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正 U

对家庭生活具有不利影响，因为不佳的身体状况必

型，也就是说，随着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家庭生

然会影响到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及其家庭的生产、生

活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但当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到

活、心理等方方面面，从而降低其家庭生活满意度。

一定时点之后，家庭生活满意度反而随之上升。

2．生产劳动因素的影响

是否主要负责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主要负

生产劳动因素的 6 个变量中，只有关于家务劳

责日常家务劳动等变量影响不显著，这与研究假设

动时间这一变量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而关

不符。可能的原因是，在留守家庭中，家庭义务的

于其他 5 个变量的研究假设都没有得到证实。从家

分配模式由于丈夫外出打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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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留守妇女需要承受更多更重的生产劳动和生活

感情发生变化和婚姻家庭的稳定性这两个变量影

负担。这种承担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响显著。从回归分析模型可看到，担心婚姻感情发

但如果自身素质和能力足够应付，那么就会给她们

生变化的比不担心的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

带来一种成就感，并转化为家庭生活的满足感。另

意度要低；认为婚姻家庭稳定的与认为婚姻家庭不

外，就日常家务劳动而言，由于传统观念一直强调

稳定的相比，其家庭生活满意度更高。“婚姻是人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农村地区受

类关系中最亲密的一种，其质量是由配偶双方共同

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更深，因而很多农村留守妇女

创造与巩固的，在整个家庭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已经内化了家务劳动是女性事务的观点；在这种社

作用”[11]。因此，可以说，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

会环境中，那些负责日常家务劳动的农村留守妇

姻关系和谐是家庭生活和谐的基础，婚姻关系满意

女，只不过将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作为分内事来完

度是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基础。在留守妇女家庭中，

成，因而日常家务劳动不一定会对其家庭生活满意

夫妻婚姻感情的变化、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变化都会

度产生消极影响——这一分析也可以为家务劳动

直接地影响到其家庭生活状况。第一，由于丈夫常

时间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正 U 型影

年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妇女自己留守家乡，这种长

响提供解释。

期两地分居的非常态夫妻关系，导致留守妇女家庭

3．个人生活因素的影响

的诸多功能(如家庭生产功能、家庭教育功能、夫妻

个人生活因素包含的变量中，有无被欺凌的经

生活等)不能顺利实现，特别是作为“农村妇女婚姻

历对家庭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伙食情况变量的影

关系满意度的润滑剂” [3]的夫妻生活功能在留守家

响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睡眠时间无显著影响。

庭中的缺乏，使得留守妻子难免担心丈夫在务工期

从伙食情况来看，如果现在的伙食情况比丈夫

间因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而发生一些有损夫妻关系

进城打工以前的伙食情况更差了，将显著地降低家

的行动，甚至经不住诱惑而变心并抛弃自己，这些

庭生活满意度；而如果现在的伙食情况比丈夫进城

担心必然会增加她们的心理负担和生活压力，从而

打工以前的伙食情况更好了，却不一定提升家庭生

会影响到其生活质量；第二，由于丈夫长期在城市

活满意度。

生活，农村留守妇女难免担心已经逐步融入城市生

从被欺凌的经历这一变量来看，有过被欺凌经历

活和接受了城市现代生活理念的丈夫与很少接触

(如遇到被抢、被盗、被骗、被打、被骂、小孩被欺

到现代城市生活的自己在各方面(如外在形象、知识

负、遭遇强奸等情况)的，与那些没有被欺凌经历的

水平、行为模式、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差距越来

相比，家庭生活满意度显著降低。
“当前，由于男性

越大，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夫妻之间的分

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往往只剩下老人、妇女和

歧隔阂增多，从而影响夫妻感情和婚姻家庭的稳定

儿童，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和居住方式，既导致家庭

性，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质量。由此分析可见，农

的安全防范力量大大减弱，也致使整个村庄的社会治

村留守妇女越是担心婚姻感情的变化，越是认为婚

安防范力量较弱，社会治安隐患增加。
”

[10]

如农村中

姻家庭不稳定，其家庭生活满意度就可能越低。

针对留守家庭财产的小偷小摸现象不断增多，甚至一

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和探亲频率这

些留守妇女在失去丈夫保护的状况下成为农村性侵

两个变量影响不显著，这与研究假设不符。这可能

犯的主要对象，这些都使得农村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

与农村留守家庭基于成本节约的理性选择有关。通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而安全需要作为人类最

过对进城务工丈夫的打工地远近与联系频率、探亲

基本的需要之一，它是个体追求更高层次需要的先决

频率进行交互分类分析(表 3)，可以发现，留守妇女

条件和基础；安全感缺失，必然会影响到个体的生活

与丈夫打工所在地的空间距离越近，丈夫的联系频

质量。因而，遭遇欺凌的经历会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家

率和探亲频率就越高；相反，空间距离越远，丈夫

庭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的联系频率和探亲频率就越低，尤其是探亲频率要

4．夫妻因素的影响

比打工地离家近的丈夫低很多。丈夫在越远的地方

夫妻因素所包含的 4 个变量中，是否担心婚姻

打工，与家里进行联系或探亲回家的成本就可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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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除非确实有重要事情，

[12]

否则夫妻双方宁愿牺牲联系或见面的机会以保障

夫较低的联系频率或探亲频率能够予以理解，并持

更多的经济收入，这可以说是家庭理性选择的结

宽容态度，也并不苛求丈夫的频繁联系或回家。因

果。尤其是对于农村留守妇女自身而言，她们“是

而，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和探亲频率这两

以牺牲个人的暂时利益换取丈夫外出务工为家庭

个变量未必会影响到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

带来的长远益处，这是一种生计策略的理性选择”

意度。

。在这样一种理性选择下，农村留守妇女对于丈

表 3 丈夫打工地与联系频率、探亲频率的交互分类表
联系频率

本县内

本县外本市内

本市外本省内

省外

合计

检验结果

每天都联系

45.3

18.3

13.2

14.5

19.2

N=949

每周至少1次

42.3

68.3

55.6

53.7

54.0

χ2=88.99

每月一两次

10.9

12.5

29.2

29.4

24.9

Sig.=.000

每半年一两次或更少
探亲频率

1.5

1.0

2.1

2.3

2.0

每周一次及以上

48.9

20.6

2.8

2.9

11.4

N=942

每月一两次

32.6

47.1

31.9

1.8

15.7

χ2=575.43

每半年一两次

9.6

28.4

48.6

36.2

33.4

Sig.=.000

每年一次或更少

8.9

3.9

16.7

59.2

39.5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展群防群治，优化村中的社会治安环境，减轻乃至
消除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威胁。

实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

第三，要维护留守妇女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农

度大体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

村留守妇女之所以担心婚姻感情的变化、担心婚姻

言，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家

家庭的稳定性，其根源在于夫妻分居的状态，因而

务劳动时间、伙食情况、有无被欺凌的经历、对婚

从治本的角度来看，要结束留守家庭夫妻分居的状

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和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等变

态，其思路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让进城务工丈

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其

夫回家，另一个就是让农村留守妇女进城。具体而

中，年龄越大、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婚姻家庭越稳

言，一方面是通过大力推动进城务工人员输出地的

定，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伙食情况变差、被欺凌

经济发展，在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民就

的经历、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则会降低家

近就业，吸引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工作或创业；另一

庭生活满意度。

方面，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改革现

上述结论表明：第一，要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

行的户籍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城市

健康保障。这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医疗卫生等各种资

教育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为进城务工家庭提供应

源投入农村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服务机构

有的城市社会服务，解除他们在子女教育、医疗保

和服务队伍的建设，加强农村疾病预防和控制；进

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然而，从现实来看，让所有

一步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甚至只是大部分进城务工丈夫回家或让所有甚至只

加大对家庭贫困的农村留守妇女患者的医疗救助力

是大部分留守妇女进城，至少在当前都是不现实的，

度；要重视农村留守妇女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检

因此，治标之策可能更为可行。也就是说，可以通

查，建立农村留守妇女健康档案，普及农村留守妇

过一些制度设计，比如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有序、逐

女定期体检；要大力开展医疗下乡活动尤其是妇幼

步地推广带薪休假制度，“为外出打工的丈夫回乡

保健服务活动，比如“两癌”筛查、妇科病检查等；

或者留守妻子进城探望提供经济补贴、政策支持、

要加强卫生保健宣传的力度，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

法律保障，让夫妻间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机会”[2]，以

自我保健意识。

增进留守家庭夫妻双方的感情和信任度；也可以通

第二，要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安全生活保障。
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加大对农村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鼓励村民积极开

过加强教育和有效管理，增强夫妻双方的法律意识，
引导和帮助留守家庭成员自觉履行家庭的责任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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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为例[D]．太原：山西大学，2010．

务，遵循有关婚姻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推动夫
妻双方共同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6]

注

[7]

释：

在家，年龄介于 20~59 岁之间的农村已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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