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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
——基于 CHARLS 数据 7 669 个样本的分析
余泽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子代支持方面，有无子女经常性经济支持、有无子女生活照料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有无子女大笔援助、有无孙代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在亲代支持方面，是否对子女经
常性经济支持、是否照看孙代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是否对子女大笔援助、是否对孙代经济支持与老年
人的生活满意度缺乏统计学意义。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城市满意度高于农村；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同，就子代支持而言，农村代际支持对提高老年人满意度有更显著影响；就亲代支持而言，
农村老年人在时间资源上更具优势，城市老年人则在经济资源上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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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analysis of 7 669 samples from CHA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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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2011 baselin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Health and Retiren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as the folloing. In the descendants’support, whether there is economic support and life caring affe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ignificantly, but whether there is large economic aid and grandchildren’s economic help have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it. In the parental support, whether giving economic surpport and looking after the
grandchildren affe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ignificantly, but whether giving large amount economic aid and
giving economic support to the grandchildren have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i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life
satisf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Rural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an the rural. Beside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different.In the descendants’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parental support,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ime, while urban i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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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主观幸
福感问题受到广泛关注[1-3]。生活满意度是反映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
主观评价[4]，也是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常用

第 18 卷第 1 期

63

余泽梁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

方法[5]。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
[6-7]

偏颇。二是多数学者在变量的选择中，只研究了子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代与亲代的代际关系，并没有将孙代与亲代的关系

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健康、人口特征、社会

考虑其中。三是从研究区域范围来看，数据大多采

满意度处于一般及以上水平
保障、社会支持等

[8-12]

，其中，代际支持是非正式

集于某个省份，缺乏全国性的实证分析，使得研究
结果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其他地区。四是缺乏城乡老

社会支持的重要方面。
代际支持是指家庭中上下代之间在经济、生活
[13]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代际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现有

。根据流动方向可分为子

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为此，笔者拟利用中国健康与

代支持和亲代支持。综合已有研究不难发现，代际

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家

支持研究大量集中在两方面：代际支持行为产生的

庭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

动机和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关于代际支持行为动

城乡差异展开实证分析。

以及情感上的互惠互助

[14-15]

,中

机的研究，较早的有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

国本土化的有交换论、反馈论以及责任内化论等

二、样本特征与变量选取

[16-18]

1．样本特征

目前尚没有一种代际模式能够解释所有代际支持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代际支持行为动机的多样化从侧面反映出，
[19]

行为

。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

特征、家庭结构以及社会变迁三个方面

[19]

。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两年一次的追踪

[20]

虽然代际支持问题备受关注

(CHARLS) 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CHARLS 数据是

，但国内关于代
①

调查数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

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较少 。从

年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中国人

已有研究看，张文娟、李树茁及贺志峰认为子女提

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此

供经济支持满足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能够提升老

次调查于 2011—2012 年开展，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方

[21-22]

，但 Cheng 等对子女在提供

法，覆盖全国 28 省、150 县级单位、450 个村级单

经济支持过程中未能对老年人保持尊重的现象作

位、约 1 万户家庭中的 1.7 万人。在剔除年龄小于

出了批判，他认为这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60 岁的样本，并对缺失值采用期望最大化算法(EM)

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23]

度

。高歌、高启杰发现有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老

年 人 生活 满意 度 明显 更高 一 些

[24]

进行填充后，最终选取出 7 669 个样本（表 1）。

，而 Chen 和

Silverstein 认为子女的日常照顾将导致老年人自主
[25]

生活能力的逐渐消失，最终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

Zhang、Chen 和瞿小敏发现老年人在照看孙辈过程
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显著提高了其生活
满意度[26-27]，而 Chambers 等认为老年人提供较多

表 1 样本个体特征描述
项目
性别
婚姻状况
年龄

的生活照料服务容易厌烦和产生挫败感 [28]。Cong
和 Silverstein 认为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实现

文化程度

了自我效能，有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29]，但不宜
过度[30]。多项研究证实，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互助
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且比有形支持
更具意义[31-32]。不难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影响的结论存在较多争议。

生活满意度

类别

频数

比例/%

男
女
在婚
其他
60-69岁
70-79岁
80岁以上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不满意
满意

3 825
3 844
5 667
1 992
4 742
2 264
663
2 848
3 353
992
476
2 325
5 344

49.9
50.1
74.0
26.0
61.8
29.5
8.6
37.1
43.7
12.9
6.3
30.3
69.7

从表 1 结果来看，男女老年人口数量差别不大，
其中男性所占比例为 49.9%，女性为 50.1%。从受

综合来看，已有关于代际支持与养老满意度关

教育程度来看，37.1%的老年人是文盲，43.7%的老

系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部分学者

年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2%的老年人达到初中

将代际支持狭义地理解为自下而上的子代支持，亲

及以上文化水平，这符合老年人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代支持对其自身生活质量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有失

的现实。从婚姻状况来看，74.0%的老年人处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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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状态，26.0%的老年人处于未婚、离异、丧偶等

从变量类型来看，因变量为二分类；自变量包

婚姻状态，婚姻状态比较稳定。从年龄来看，60～

括虚拟变量、定序变量和定距变量三类。其中年龄

69 岁之间低龄老人占比 61.8%，70～79 岁之间的中

为定距变量，自评健康为定序变量，其他为虚拟变

龄老人占比 29.8%,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 8.6%，

量。医疗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中低龄老人占多数，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从生活满

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金和商业养老保险金；经

意度状况来看，69.7%的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

济支持调查的是过去一年的情况，包括定期和不定

意，说明家庭养老方式下的大多数老年人幸福感较

期的经济支持；大笔援助是指除了经济支持以外的

高；但尚有超过 30%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不高。

超过 5 000 元的大笔财物，包括现金、土地、房屋

2．变量选取

或其他资产，或者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或遗产继

本文因变量是老年人自评生活满意度，采用单

承、帮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等方面的支出。

[33]

，在 CHARLS 问卷中，即为“总体

本文主要研究三个层面 17 个自变量对老年人

来说，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答案分别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于将因变量可操作化为二分

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

类变量，应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设因变量

点儿也不满意。老年人回答极其满意、非常满意和

为 y，影响 y 的自变量个数为 k(1≤k ≤17)。设 p(y

比较满意认为其“满意”，赋值 1；老年人回答不

=1|X )= pi 表示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所发生的概

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认为其“不满意”，赋值 0。

率，1- pi 则表示老年人对生活不满意的概率，则回

维测量方法

自变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代际支持，包括
子代支持和亲代支持两方面；二是老年人的个体特
征变量。支持的内容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性支持两

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pi
Ln (
) = α +
1 − pi

k

∑

β ix i

i =1

方面的指标②。从个体特征来看，包括性别、地区

上式中，α 为常数项，k 为自变量的个数，其

类型、文化程度、年龄、自评健康、婚姻状况、是

中，βi 是自变量的系数，反映自变量影响老年人生

否参加社会活动、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以及是否领取

活满意度的程度。

养老金 9 个子变量。代际支持为主要解释变量，而
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为控制变量，主要用于消除老
年人个体差异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变量及其描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受
诸多社会心理因素决定[34]，可以分为正性情感和负

述性统计见表 2。

性情感两方面③。本文以情感反应为中介，提出代

表 2 自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三、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理论框架(图 1)。

性别

男=1；女=0

均值 标准差
0.50 0.500

地区类型

城市=1；农村=0

0.14

0.347

文化程度

非文盲=1；文盲=0

0.63

0.483

年龄

取值范围为60岁以上

68.48 7.074

自评健康

非常健康=5；健康=4；一般=3； 2.67
不健康=2；非常不健康=1
0.74
已婚=1；其他=0

0.786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 是=1；否=0

0.45

0.498

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1；否=0

0.07

0.248

子代支持包括常规经济支持(包括子女经济支

是=1；否=0

0.90

0.300

持和孙代经济支持)、子女大笔援助以及子女生活照

子女常规经济支持 有=1；无=0

0.19

0.393

子女生活照料

有=1；无=0

0.66

0.473

料。具体而言，常规经济支持(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和

子女大笔援助

有=1；无=0

0.02

0.151

孙代经济支持)能够保证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减

孙代经济支持

有=1；无=0

0.02

0.146

对子女常规经济支持 有=1；无=0

0.03

0.180

对子女大笔援助

有=1；无=0

0.08

0.267

用于老年人因病因灾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大量经济

是否照看孙代

是=1；否=0

0.16

0.371

有=1；无=0

0.06

0.245

需求，提高了老年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及其安全感；

对孙代经济支持

婚姻状况

是否领取养老金

变量含义与赋值

0.439

老年人个体特征
（人口及社会保障特征）

情感反应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

代际支持
（子代支持、亲代支持）

图 1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假设

轻老年人对于经济保障的忧虑；子女大笔援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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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生活照料解决了部分老年人因生理机能退化

老年人，一方面自身性格较为开朗，另一方面与其

使生活不便的问题，满足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他人的交往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参与医疗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子代支持与老年

保险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因病遭受损失的担忧，增

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子女或孙代对老年人提供

大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领取养老金可以保证

常规经济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子女提

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供老年人大笔援助，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

满意度。

高；子女在生活上给予老年人照料，老年人对生活
满意的倾向越大。
亲代支持包括老年人对子女或孙代的经济支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三：男性老年人，对
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大；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
概率更高；非文盲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更

持，对子女大笔援助以及照看孙代。具体而言，老

大；自评健康越好，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

年人对子女或孙代经济支持有两种常见情况，一是

在婚老年人更倾向于对生活满意；参与社会活动会

老年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资助子女，二是老年人从

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参加医疗保险增

一个子女给的钱中拿出部分支持另外的子女，在

大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领取养老金的老

“给”的过程中，老年人体会到了快乐，实现了自

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

身价值[33]。对子女大笔援助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负
担，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防范风险

四、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的能力。在照看孙代的过程中，老年人会因看到后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继有人而感到幸福，而且孙代是促进老年人与子女

回归结果见表 3。模型 1 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即

情感交流的纽带，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

为个体特征变量。数据结果显示，地区类型、文化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亲代支持与老年

程度、年龄、自评健康、是否参加社会活动以及是

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具体而言，老年人对子女

否领取养老金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假

或孙代提供常规经济支持，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

设三相符。具体来说，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发

活满意度；向子女提供大笔援助，老年人对生活不

生比，是农村老年人的 1.410 倍；文化程度越高，

满意的可能性大；照看孙代增大了老年人生活满意

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年龄增加一岁，

的可能性。

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 1.6%。

作为一种主观评价，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无疑

健康状况每提高一个等级，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

会受到老年人个体特征的影响，即不同特征老年人

率发生比增加 1.696 倍；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对

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

生活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老

老年人更加乐观积极，其回答生活满意度高的可能

年人这一概率的 1.646 倍；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越

性更大

[34]

。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老年人的收入更

倾向于满意生活现状。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是否参

高，生活水平更好，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更大。

加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统计

文化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对生活满意度的理

学意义。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之间无显著差

解更准确，更倾向于较高的满意度[35]。一般认为，

异，可能是社会发展使得男女在心态上趋于一致造

心态越乐观，长寿的可能性越大，正是这种存活效

成的；婚姻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

应的作用，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

系，说明现代社会的婚姻观念更加包容开放；是否

[36-37]

。自评健康越好的老年人，在精神

参加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

上受疾病困扰的影响越小，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

可能的解释是，医疗保险的自主选择性使得参保人

性越大。与其他老年人相比，在婚老年人有伴侣陪

多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通

伴，感到孤独的可能性更小。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

常比较低。

增长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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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代际交换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1

变量

β

模型2
Exp(β)

β

模型3
Exp(β)

Β

Exp(β)

性别

0.009

地区类型

0.344***

1.410

0.324***

1.382

0.296***

1.344

文化程度

0.124**

1.132

0.120**

1.128

0.112*

1.118

年龄

0.016***

1.016

0.016***

1.016

0.016***

1.016

自评健康

0.992***

2.696

0.985***

2.606

0.970***

2.638

婚姻状况

0.094

0.910

0.105*

0.900

0.107*

0.899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

0.498***

1.646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004

0.973

是否领取养老金

0.211**

0.042

1.009

0.010

0.498***
-0.001

1.010

-0.018

1.018

1.645

0.498***

1.646

0.999

0.001

0.995

0.189**

1.208

0.192**

1.212

子女经济支持

0.135*

1.144

0.069*

1.072

子女生活照料

0.322***

1.380

0.322***

1.380

子女大笔援助

0.117

1.124

0.103

1.108

孙代经济支持

-0.158

0.854

对子女经济支持
对子女大笔援助

0.132

0.876

0.644***

1.905

-0.133

0.876

是否照看孙代

0.156**

1.169

对孙代经济支持

0.082

1.086

-3.340

0.035

Constant
-2 Log likelihood

-3.176

0.042

8 685.713a

-3.300
8 646.101a

0.037

8 622.737a

Asymp. Sig.

0.000

0.000

0.000

Cox & Snell R ²

0.090

0.095

0.098

Nagelkerke R ²

0.128

0.134

0.138

注: * p< 0.1, ** p < 0.05, *** p< 0.001.

模型 2 加入了子代支持变量。从数据结果来看，

经济支持的老人越倾向于对生活感到满意，该结果

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

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啃老”现象在中国普遍

著相关，与假设一相符，其中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

存在的原因，即老年人可能乐于或者至少可以说是

支持使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增加

不介意在经济上对子女给予支持，进而助长了成年

了 14.4%，子女生活照料使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

子女的依赖行为，可以说，老年人可能也是“啃老”

的可能性增加了 38.0%；而子女大笔援助与老年人

现象盛行的“帮凶”。对子女的大笔援助以及对孙

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缺乏统计学意义，可能的解释

代的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

是，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比较稳定，发生疾病和

其中，对子女大笔援助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

意外灾害的概率较小，接受子女大笔援助的老年人

率发生比是没有对子女大笔援助老年人这一概率

的生活满意度变化无法影响整体结果；孙代经济支

的 87.6%，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

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

大多数的这种资助行为发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

解释是，中国目前的家庭赡养责任主要为子代承

庭中，不会造成物质生活质量的巨大落差；对孙代

担，孙代参与较少，符合现实状况。

的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统计

模型 3 加入了亲代支持变量。结果显示，是否
照看孙代和是否对子女经济支持都与老年人生活

学意义，可能的解释是，隔代经济支持的现象并不
多见。

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假设二相符。具体而言，照看
孙代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没有照

五、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

看孙代老年人的 1.169 倍。对子女经济支持使老年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整体而言，69.7%的老

人满意生活的概率发生比增加了 90.5%，而对子女

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30.3%的老年人对生活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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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从地区类型分别来看，城乡老年人对生活表示

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日常照顾需求更大，而城市则

满意的比例分别是 76.1%和 68.6%，城乡老年人对

不然。

生活表示不满意的比例分别是 23.9%和 31.4%。根

表 5 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据卡方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变量

据结果见表 5。
表 4 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表(%)
地区类型
农村
养老满意度

不满意
比例/%
满意
比例/%

合计(N=7669)

城市

合计
2325.0

模型5

β

Exp(β)

β

Exp(β)

性别

0.117

1.017

-0.007

0.967

文化程度

0.113*

1.120

0.113

1.120

年龄

0.014**

1.014

0.030**

1.030

自评健康

0.963***

2.619

1.061***

2.888

婚姻状况

0.599**

0.549

度存在城乡差异性，符合前文假设。接下来将分别
对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与代际支持进行回归，数

模型4

0.040

0.960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

0.530***

1.699

0.254

0.112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005

0.962

-0.145

0.865

2 069.0

256.0

31.4

23.9

30.3

是否领取养老金

0.218**

1.243

-0.123

0.884

4 530.0

814

5 344.0

子女经济支持

0.169**

1.184

-0.415**

0.661

68.6

76.1

69.7

子女生活照料

0.357***

1.428

0.068

1.070

6 599.0

1 070.0

7 669.0

子女大笔援助

0.140

1.150

-0.038

0.962

100.0

100.0

100.0

注：Pearson Chi-Square=24.047’Asymp.Sig=0.000.

孙代经济支持

-0.050

0.952

-0.469

0.626

对子女经济支持

0.449**

1.567

1.659***

5.256

对子女大笔援助

-0.239**

0.787

0.236

1.266

是否照看孙代

0.189**

1.209

0.012

1.012

意度显著相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自评健康、

对孙代经济支持

0.012

1.012

0.471*

1.601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以及是否领取养老金，与城市老

Constant

-3.255

0.039

-3.535

0.029

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的因素有年龄、自评健康

-2 Log likelihood

从老年人个体特征来看，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

以及婚姻状况。
从子代支持方式来看，子女大笔援助和孙代经
济支持均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与
整体回归结果无异。而在子女经济支持和子女日常
照顾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方面城乡差异明显。
就子女经济支持而言，其与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均显著相关，但是，接受子女经济支持使得农村
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增加了18.4%，而使得城
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降低了66.1%。可能的
解释是，从总体情况看，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
于城市老年人的收入水平[38]。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提
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
活满意度的可能性；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老年人
对子女经济支持所带来的福利增加效应不显著，而
且过多的经济支持可能会造成老年人对子女的过
渡依赖，从而对其主观生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就
子女日常照顾而言，其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显著相关，接受子女日常照顾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
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更大，而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从总体情况来
看，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城市老年人[39],

7 529.946a

1 052.968a

Asymp. Sig.

0.000

0.000

Cox & Snell R ²

0.098

0.110

Nagelkerke R ²

0.137

0.165

注：* p< 0.1, ** p < 0.05, *** p< 0.001. 模型 4 为农村老年人口满意与
代际交换的的回归，模型 5 为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代际交换的回归。

从亲代支持方式来看，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因素有对子女经济支持、对子女大笔援助以
及照看孙代，影响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
对子女经济支持和对孙代经济支持，城乡差异明显。
就对子女经济支持而言，其与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
均显著相关，但影响程度不同。对子女经济支持，
使得农村老年人感到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提高了
56.7%；在城市，对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对生活感
到满意的概率是没有在经济上支持子女的老人概率
的4.256倍。就对子女大笔援助而言，其使得农村老
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降低了78.7%，而与城市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统计学意义。就主观来讲，
对子女的大笔援助可能更多的是彩礼以及婚房等婚
嫁费用。多位学者证实彩礼会导致农村家庭“因婚
致贫”的后果。本文数据也说明高额的婚嫁费用可
能会使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就
照看孙代而言，其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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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

而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可

(3)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且其代

能的解释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较城市比

际影响因素不同。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优

较明显，而在子女外出务工后，照看孙代被老人视

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造成该现象的因

为“使命”，这种使命感可能会对农村老年人的生

素很多。本文主要讨论了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是

活满意度产生正面效应。就对孙代经济支持而言，

生活满意度造成的影响。就子代支持而言，在提高

其使得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增加了2.9%，而

老年人生活满意可能性的作用上，农村代际支持比

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也

城市显著；就亲代支持而言，在提高老年人生活满

与城乡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有关，不再赘述。

意概率的作用方面，农村生活照料方面更为显著，

综合来看，就子代支持而言，使得农村老年人

而城市在经济支持方面更为显著。

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增加的有子女经济支持和日常

同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仅在经济和生

照顾，而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关的仅有子女

活方面讨论了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

经济支持，且降低了老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说明

系，而舍弃了情感交流方面的因素，有待进一步研

农村地区代际赡养(即子代支持)在养老中的作用明

究深化。

显大于城市地区，城市地区的代际赡养功能正在逐
渐消失。就亲代支持而言，与城市老年人满意度显

注释：

著相关的都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而与农村老年人满

① 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以“代际支持”和“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两个关键词为检索条件，一共检索出相

意度显著相关的因素虽然更多，但主要是照看孙代

关研究文献 15 篇，其中只有 5 篇专门论证代际支持对老

等对子女生活方面的支持提高了其生活满意度的

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可能性，体现出城乡老年人在支持子女方面可付出

② 由于 CHARLS 数据中没有能够较好代表情感的变量，故本

资源的差异性，城市老年人在经济方面更具优势，

文着重研究代际支持中的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对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而农村老人在时间方面更具优势。

③ 生活满意指数(LSIA)是由反映生活满意度的 20 个条目

六、结论与讨论

组成，主要测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正负感受。
④ 是否照看孙代表面上看是亲代对孙代的代际支持，但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

缓解的是子代的负担，实际受益者是子代，况且被照看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代际支持与城乡

的孙代属于未成年个体，理论上不具备自下而上的代际
支持能力。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主要结论与讨论如下：
(1)代际支持显著加大了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
能性。实证结果表明，在子代支持中，子女的经济
支持、子女的生活照料能显著增加老年人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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