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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代际财务转移可能的动态变化，对个人及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影响。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５）微观
数据，基于Ｌｏｇｉｔ模型、多项式回归模型以及分段线性样条回归详细刻画了随父母年龄增长，父母与成年孩子
之间财务转移的概率以及转移数量的动态演变规律。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和转移数量

遵从非线性生命周期模式。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给孩子正的净财务转移概率与财务转移数量均呈现 Ｕ
型曲线模式，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概率与父母收到的转移及净转移数量遵从倒Ｕ型曲线模式、收到的正净转
移大致呈现Ｓ型模式，父母－孩子间发生任何财务交换概率呈现倒 Ｕ型模式。代际经济支持随着父母年龄
增长，存在一个反转点，即父母５０岁时，收到的净转移变为正值。父母年龄效应同时体现出了一定异质性。
代际转移存在交换动机，这意味着公共转移不会完全替代私人转移，相反可以强化之。基于公共转移影响私

人转移角度，需完善公共基金转移计划及公共养老金制度，更加关注中高龄父母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要健

全收入再分配制度，增加成年孩子可支配收入，以平滑父母消费，同时促进成年子女劳动供给。评估代际资

源再分配公共政策的影响要考虑其引致的家庭层次上的资源次级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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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庭私人代际转移，在平滑家庭成员消费、父母养老及人口变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１］。在发展中

国家，私人转移在配置资源中更为关键，有时构成接收者很大一部分收入，尤其对于极度贫困的家庭

来说，更不可或缺［２］５７－５８。代际财务交换模式可能的动态变化，对个人、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影响。从

生命周期视角，分析家庭私人代际转移，把握父母与成年子女在不同生命历程中的资源交换决策行为

与转移数量的动态模式，是理解家庭储蓄行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决策以及预测公共收入再分

配政策可能结果的前提和基础。父母对孩子的现金转移可能资助孩子完成高等教育或帮助其购买住

房，提高成年孩子福利。父母的财务转移也是应对非预期经济冲击的一种保险，这种转移可以缓解孩

子失业带来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孩子给父母的财务转移对于平滑父母消费及父母养老也至关重

要。除了家庭内的影响，父母给孩子的现金转移也可能扩大家庭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富裕家庭的财

务转移远超贫穷家庭的转移，通过代际关系延伸了财富不平等。转移数量和时机也具有特定政策涵

义，父母退休后收入降低，为了提高自身福利，可能为子女提供服务以交换财务转移，从而补充养老

金；而子女也可以为老龄父母提供时间转移以换取现金，从而对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产生影响。社会

保障政策如何影响个体福利取决于代际财务转移动机，如果代际资源流动与交换频繁、代际关系十分

紧密，则养老保险收益的减少对老年父母的影响就不那么严重，因为老年人可以缩减对子女的转移以

维持特定消费水平或开始接受来自子女的财务转移。尤其对中国而言，还存在不小的养老金缺口，在

人口老龄化时代，当公共资金难以同时对年轻人和老龄人口同时提供一定水平的经济支持时，剖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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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代际转移演变、揭示链接公共和私人代际支持流动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３］２４９－２５０。为了在老龄化

社会中保护老人及投资于年轻人，同时在财务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平衡，就需要考虑家庭成

员间代际资源转移问题。分析父母与成年子女间财务交换模式的动态变化，可以洞察成年人生命历

程中资源交换关系、了解代际转移的“公”“私”维度如何交互［４］３２０，进而为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政策制

定提供扎实的经验依据。

本研究讨论了以下问题：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与成年孩子间经济资源交换的可能性以及交换

数量是否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模式。父母与成年孩子之间经济资源净流动是否存在反转点（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Ｐｏｉｎｔ），即父母在这一年龄，收到的净转移（父母收到来自孩子的财务转移 －父母给予孩子的财务转
移）为正，父母由净给予者（ＮｅｔＤｏｎｏｒｓ）转变为净接收者（Ｎｅ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母 －
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和转移数量遵从非线性生命周期模式。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给孩子正的净

财务转移概率与财务转移数量均呈现Ｕ型曲线模式、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概率与父母收到的转移及
净转移数量均呈倒Ｕ型曲线模式，但收到的正净转移大致呈现Ｓ型模式、父母－孩子间发生任何财务
交换概率呈现倒Ｕ型模式。代际经济支持随着父母年龄增长，存在一个净流动反转点，在父母５０岁
时，收到的净转移开始为正。父母年龄效应同时体现出了一定异质性。

本文边际贡献在于：应用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对父母与其每个孩子配对，形成父母 －孩子成对数据
（ＤｙａｄｉｃＤａｔａ）。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多项式回归模型以及分段线性样条回归（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ｌｉｎｅ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刻画了随父母年龄增长，父母与成年孩子之间财务转移的概率以及转移数量的动态演变，证
实存在非线性模式。利用二次模型估计财务净转移数量的反转点为５０岁。同时，对代际财务转移动
机尝试做出初步解释，部分地揭示了转移的交换动机。最后，引入调节变量分析表明，父母和孩子间

代际转移的年龄效应存在异质性。

论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介绍；第四部分为

包含了父母年龄对父母与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财务转移数量、转移动机、净转移反转点以及年龄效

应异质性影响的主要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家庭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代际转移提供金钱和时间等资源。在家庭成员成年生命历程中，父母

与孩子间不断发生着资源流动。代际关系研究文献中的一个常见假设是随着父母年龄增长，家庭成

员之间支持的流动也在变化，直至发生反转。当孩子青年时，父母给孩子支持多于所得；但当父母变

老时，孩子给父母支持增长、父母给予孩子支持下降，父母从净给予者转变为净接收者。Ｒｏｓｓｉ和 Ｒｏｓ
ｓｉ［５］发现给予子女及从子女得到的支持随父母年龄衰减，由于前者递减速度快于后者接受速度，估计
到父母７０岁时，有一个反向净流动，父母得到的支持超过父母给予的支持。Ａｔｔｉａｓ－Ｄｏｎｆｕｔ等［６］发现

家庭代际财务转移可能性随父母年龄递减，而收到实际支持的可能性随年龄大幅递增，尤其在７５岁
以后。Ｃｏｘ和Ｊｉｍｅｎｅｚ［７］１６５应用秘鲁数据发现，父母收到转移的概率随父母年龄增长到３８岁后开始下
降。Ｃｏｘ和Ｒａｎｋ［８］３０８同时分析了代际转移的决策和数量，研究结果表明时序（Ｔｉｍｉｎｇ）对于私人转移
的确重要，随着接收者年龄增长，接受转移概率呈现Ｕ型曲线。年龄越大，接受转移概率越低，过了极
小值点，转移概率增加。个人收到转移概率和其收入在生命周期中呈现相反运动轨迹。Ｋａｌｍｉｊｎ［９］２７２

应用荷兰数据考察了实际、社会、情绪支持随父母年龄变动情况，结果支持反向流动假设，父母给孩子

支持随年龄增长显著下降，同时从孩子那里得到的支持增加，过了７５～７６岁，父母变成净接收者。回
归系数标准化后的估计表明，年龄效应很强。父母健康恶化、精力衰竭、行动不便是这种反向流动的

重要驱动因素。Ｔｓａｉ和Ｗａｎｇ［１０］使用２００６年东亚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在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代际
间的财务转移频率很高，尤其是向上代际转移。黄庆波等［１１］将代际支持定义为是否存在，其研究结

果显示，代际支持主要由成年子女流向老年父母。尤其在中国农村，文化规范促使农村父母更多依赖

于子女提供老龄支持［１２］。Ｃｏｎｇ和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３］指出老龄化对支持交换的结余（Ｂａｌａｎｃｅ）有影响，认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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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年龄，结余会逆转，这是非西方社会的事实。

然而资源流动的反向假设也受到一些挑战，有些研究认为在每个社会中，私人转移都强烈地表现

为向下流动。Ｋｏｈｌｉ［１４］认为在西方社会，即使父母很老时，对成年孩子支持依然比向上转移多。在所
有国家，无论富裕或贫穷，私人净转移都由老年人流动到年轻人［１５～１６］。Ａｌｂｅｒｔｉｎｉ等［４］３２３通过欧洲家庭

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给孩子正转移净值随着年龄递减，但到了７０岁以上，依然是净给予者。总体
上，无论生前财务转移（Ｉｎｔｅｒ－ｖｉｖｏ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还是社会支持，均存在一个从父母到年轻孩子
的向下流动模式。相对于向上转移，父母给孩子的转移更为频繁、数量更多，数据分析结果不支持反

向变化假定。相反，在所有国家和年龄组，都具有净向下流动规律。Ｍｕｄｒａｚｉｊａ［３］２５７的研究表明，基于成
年人生命周期，净转移与年龄负相关。父母－孩子间净转移遵从非线性生命周期模式，年龄和从父母
到孩子的净转移遵循一个反Ｓ曲线模式。从父母到孩子的货币净转移随着年龄降低，甚至在老龄父
母阶段，依然为正；但父母和成年孩子的时间净转移———帮助和照料孙辈随父母年龄迅速递减，在老

龄父母组中，变为负值。相较于年轻父母和成年孩子，老龄父母和成年孩子较少相互支持。Ｔｕｒ－Ｓｉ
ｎａｉ和Ｌｅｗｉｎ－Ｅｐｓｔｅｉｎ［１７］７８４发现随着年龄增长，终止给家庭成员财务转移的概率也在增加，老龄事实上
不会增加成为代际财务转移接收者的概率。

无论父母一直作为净给予者还是最后反转为净接收者，有两种主流模型解释了这一原因。利他

主义模型假定父母关心孩子福利。当孩子收入足够低，例如在生命周期早期时，父母转移收入给孩

子。同时，孩子关心父母福利，当父母获取收入能力下降（如退休）时，孩子转移收入给父母［１８～２０］，结

果产生了反转。交换动机模型认为互惠或回报是反转的重要原因［２］６０－６１［２１～２３］。生命历程研究试图检

验当父母达到某个年龄时，代际支持开始反转符合社会交换及代际关系中延迟的回报观

点［２４～２５］［１７］７６６－７６７。父母通过财务转移，以换取子女对自己的关心（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或是父母通过向子女借
贷以改善自身境遇。转移不一定发生在当期，也可能发生在以后，并且以不同方式进行，如父母为孩

子支付学费、帮助购房。作为回报，在父母晚年时，孩子定期访问和帮助父母。当然，父母早期投资于

孩子教育，当其变老时，期望从孩子那里得到经济支持［２６］。父母－孩子成对数据的纵列研究显示，在
生命历程早期，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对于随后孩子给予父母的支持具有显著影响，是跨期交换

的直接证据，虽然效应很小［２７］。当然，从同期交换观点看，父母给予子女财务转移，也可能是补偿子

女为老龄父母提供家庭生产、照料、看护、陪伴等服务的成本，这种向下代际转移是父母对子女的服务

购买［７］１５８－１５９。而父母收到子女的财务转移，也可能是父母为孩子进行时间转移得到的补偿［２８～２９］。

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基于欧美国家数据，应用东亚以及发展中国家数据的研究依然不足，尤其对

父母与子女间经济资源双向流动非线性动态模式的详细刻画、净转移变动轨迹的考察以及反转点的

估计，已有国内工作更为鲜见。而对家庭代际支持净流动考虑的缺乏可能掩盖家庭私人转移关系随

年龄变动的性质。个体转移或许近似于线性关系，但总流动不一定伴随成人生命周期服从线性模式，

事实上，若把代际转移视为某种程度的消费品［３０］，家庭私人转移更可能展现出非线性模式［３１～３２］。基

于此，仍然有必要讨论父母与孩子间代际财务转移随年龄变动的非线性模式，从而进一步理解贯穿于

成人生命周期的家庭内部代际转移的流动模式以及揭示这些转移与福利体系的潜在关联。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ＡＲＬＳ），该数据主要为中国４５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ＣＨＡＬＲＳ全国基
线调查于２０１１年开展，项目采用了多阶段抽样，其样本覆盖总计１２４万户家庭中的２３万名受访者。
由于代际转移数据２０１１年缺失数据较多，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统计口径不尽一致，而我们关心包括合
住在内的所有居住安排的孩子与父母间的双向资源流动，由于只有２０１５年数据满足这一要求，故而
选取该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沿用已有文献思路［３３］，将非亲生孩子从样本中删除。同时，基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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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父母进行经济转移的可能性，剔除小于１８岁孩子及父母年龄小于４５岁样本，并保持样本中至少有
一个孩子。删除若干异常值后，最终得到的样本为父母－孩子成对数据，涉及父母观测值为４４０７个、
成年孩子－父母观测值为９４４２个。利用相对详细的每个孩子信息，可以对家庭内部作比较完整的
分析。

（二）变量

１．因变量
选取三类结果变量：父母 －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财务转移数量与净转移数量。ＣＨＡＲＬＳ询问

“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给您的孩子多少经济支持？”，以及“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从您的孩子那

里收到过多少经济支持？”，这一经济支持包括现金（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和实物转移金额（Ｉｎ－ｋｉ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食物、衣服和其他支出），两部分加总后即为财务转移（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数量。转移概率
界定为每对父母－孩子之间财务转移概率，１表示有转移，０为无，包括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概率、父
母给孩子正净转移概率、孩子给父母的财务转移概率、父母 －孩子间发生的任何财务转移概率；父母
－孩子间财务转移数量包括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数量、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数量；净转移数量为父母
收到财务转移净值，定义为父母收到来自孩子的财务转移减去父母给予孩子的财务转移。

转移数量、资产、收入等财务变量可能存在偏斜，并存在０或负值，无法通过取对数矫正可能的数
据偏斜，故而对这些变量采用反双曲正弦变换（Ｉｎｖｅｒｓｅ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Ｓ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ＨＳ），这一方法
可以替代对数法。在进行估计时，对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变量使用了这种转换，ＩＨＳ定义为 ａｓｉｎｈ（ｔ）

＝ｌｎ（ ｔ２槡 ＋１＋ｔ），对于较大的正转移数量ｔ，ａｓｉｎｈ（ｔ）接近于ｌｎ（２ｔ）；对于较大的负值 ｔ，ａｓｉｎｈ（ｔ）接近
于－ｌｎ（２ｔ），围绕原始值呈线性。除了原始值附近很窄的带宽，对其解释类似于对数转化后的变
量［３４］。一些经济学文献中成功地使用了ＩＨＳ转换测度净财富、收入等非正数值［３５～３６］。

２．核心解释变量与协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父母年龄，主要考察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 －孩子间财务支持变化可能性、变

化趋势以及变化方向；协变量为父母及孩子特征。父母特征包括父母性别、父母年龄、父母最高教育

水平、婚姻状况、父母健康程度、父母总资产、父母收入、父母是否工作、是否参加保险、家庭人口、健在

孩子数量。孩子特征主要有孩子年龄、孩子性别、孩子婚姻状况、孩子最高教育水平、孩子子女数量、

是否参加新农保、孩子收入、是否有住房、是否有工作。其中，父母总资产、收入应用ＩＨＳ进行转换。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概率

无 ７６．１％

有 ２３．９％

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概率

无 ８９．６％

有 １０．４％

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概率

无 ２４．１％

有 ７５．９％

父母－孩子间发生的任何财务转移

无 １９．７％

有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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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数量 ９３４．３７ ６４８３．３１

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数量 １７４５．８８ ６１９１．２４

父母收到净转移 ８１１．５１ ８７９８．６０

父母特征

父母年龄 ６５．９５ ８．９７

ＩＨＳ（父母总资产） １．８５ １．８２

ＩＨＳ（父母收入） ０．６６ ０．８４

居住于本家庭人口数 ２．９３ １．４５

健在孩子数 ３．６４ １．５２

父母性别

男 ５５．５％

女 ４４．５％

父母教育水平

小学或以下 ７２．２％

初中或高中 ２６．８％

大学 ０．９％

父母婚姻状况

已婚 ７６．６％

单身 ０．８％

丧偶 ２２．７％

父母健康

其他 ６４．２％

差 ３５．８％

父母是否有工作

都无工作 ３２．７％

至少１人有工作 ３０．１％

都有工作 ３７．２％

父母是否有任何保险

无 ４．１％

有 ９５．９％

孩子特征

孩子年龄 ３９．４０ ８．５３

孩子性别

男 ５１．５％

女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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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孩子婚姻状况

已婚 ９６．０％

单身 ２．９％

丧偶 １．１％

孩子最高教育水平

小学或以下 ４２．４％

初中或高中 ４８．６％

大学 ８．６％

研究生以上 ０．４％

孩子是否参加新农保

是 ４２．４％

否 ５７．６％

孩子具有１６岁以下子女数 ０．９１ ０．８７

孩子去年总收入（元）

无收入 ３．０％

小于２０００ １．３％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３％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７．４％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９．７％

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２０．３％

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２１．３％

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３．９％

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

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７％

３０００００以上 ０．６％

孩子是否有住房

有 ７２．０％

无 ２８．０％

孩子有无工作

无 １０．５％

有 ８９．５％

孩子居住安排

与父母合住 １６．５％

与父母分开居住于同一村庄／社区 ２６．４％

不同村庄／社区或更远 ５７．２％

　　注：观测数量Ｎ＝９４４２，主要为表３、表４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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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策略

由于父母年龄是外生变量，无需考虑混杂因素。父母年龄效应可能是通过其他变化和生命历程

事件中介的结果，但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描述父母年龄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故而引入父母年龄

及年龄的平方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他父母与孩子特征作为协变量。代际转移行为一般包括两部

分：转移决策和转移数量［７］１６２。为了分析年龄对于代际财务转移决策及转移数量的影响以及净转移

反转点，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ｔｉ＝β０＋β１Ａｇｅｉ＋β２Ａｇｅ
２
ｉ＋γＸｉ＋εｉ （１）

并且，Ｔｉ＞０ｉｆｆｔｉ＞０，Ｔｉ＝０其他

Ｔｉ＝ｃ０＋ｃ１Ａｇｅｉ＋ｃ２Ａｇｅ
２
ｉ＋φＸｉ＋ηｉ （２）

ＮＴｉ＝α０＋α１Ａｇｅｉ＋α２Ａｇｅ
２
ｉ＋δＸｉ＋ｉ （３）

上述模型中，ｉ代表个人，方程（１）为转移决策函数，因变量ｔｉ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财务转移概率，
方程（２）中因变量Ｔｉ为父母与孩子之间财务转移数量。Ａｇｅｉ为父母年龄，Ｘｉ为包含父母特征与孩子特
征的协变量向量，εｉ、ηｉ、ｉ为误差项。

借鉴Ｋａｌｍｉｊｎ［９］２７１、Ｃｏｘ和Ｊｉｍｅｎｅｚ［７］１６５的方法与模型思想，方程（３）用来估计父母与孩子之间财
务净转移的反转点。因变量ＮＴｉ为父母收到的净转移，假定有一个向上的斜率，反转点就是当净转移从
负值到正值时的转折点。估算方法为求解因变量期望值（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为０时的父母年龄。通常来
说，当孩子年龄较小时，父母给予孩子财务转移，随着父母变老，孩子成人，父母收到的财务支持可能

大于父母给孩子的支持数量，这时，净转移为正。对于方程 ＮＴｉ＝α０＋α１Ａｇｅｉ＋α２Ａｇｅ
２
ｉ＋δＸｉ＋ｉ，当

Ｅ（ＮＴｉ）＝α＋α１Ａｇｅｉ＋α２Ａｇｅ
２
ｉ ＝０时，Ａｇｅｉ＝

－α１＋ α２１－４α２槡 α
２α２

或Ａｇｅｉ＝
－α１－ α２１－４α２槡 α

２α２
，这

里α＝α０＋δ
＾Ｘｉ，即截距项加上协变量Ｘｉ取均值时与其估计系数之积。

表２　不同年龄组财务转移的可能性和转移强度（父母给孩子／父母收到孩子）

父母年龄 给予％ 收到％ 给予（元） 收到（元） 父母收到净转移（元）

４５～５５ ３３．９６ ７０．２３ ２３７５．６７３ ２４０９．９６６ ３４．２９３

５５～６５ ２７．５７ ７５．２３ １１１３．１０６ １９８７．４７９ ８７４．３７３

６５～７５ ２１．８５ ７８．４１ ５８５．１４５ １６３８．６００ １０５３．４５５

７５～８５ １５．７５ ７６．１９ ４１１．３１７ １１１８．５７６ ７０７．２５９

８５＋ １１．９４ ７０．９０ ２５３．７５７ １１９４．７５７ ９４１．０００

总计 ２３．９４ ７５．９１ ９３４．３７１ １７４５．８８２ ８１１．５１１

从表２可初步看出，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给予孩子的财务转移概率逐渐下降。与此同时，父
母收到的概率先增长后降低，类似倒Ｕ型。对于每个年龄段，父母收到孩子转移的概率始终高于给予
孩子转移概率，显示出向上流动的一般化模式。从财务转移数量看，随父母年龄增加，父母给孩子支

持和孩子给父母支持数量均递减，父母收到的净转移为正，呈现先递增后递减，近似倒Ｕ型曲线模式。
比较明显的是父母给予孩子数量下降速度要快于父母收到数量的下降速度，暗示财务转移净值可能

存在反转点。随着父母年龄增长，财务转移变化呈现不同特征，从父母 －孩子之间交换和互惠的观
点，父母年轻时，孩子接受财务转移和社会支持，而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孩子归还这些财务转移和社会

支持［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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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发现

（一）父母年龄与财务转移概率

表３　父母年龄对父母－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影响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 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 孩子给父母 任何转移

估计方法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父母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７）

父母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母亲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９）

０．２９５

（０．０５６）
０．２７９

（０．０５９）

父母初高中学历
０．２４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８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７）

父母大学学历
０．７７８

（０．２３９）
０．９９５

（０．２７３）
－０．７１９

（０．２４０）
－０．５０４

（０．２６７）

ＩＨＳ（父母收入） ０．２８８

（０．０３２）
０．４１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６）

女儿
－０．３０３

（０．０５７）
－０．８６３

（０．０８４）
０．４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２３２

（０．０６１）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９
（１．１９８）

５．１３２

（１．６３０）
－６．４３３

（１．１４４）
－３．４９０

（１．２１０）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２

ｃｈｉ２ ５８０．８７８ ５７４．７３５ ５２５．８８３ ３６９．３０２

Ｎ ９４４２ ９４４２ ９４４２ ９４４２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回归中的协变量还包括父母特征：父母婚姻状况、父母
健康程度、父母总资产、父母是否工作、是否参加保险、家庭人口、健在孩子数量；孩子特征：孩子年龄、孩子婚姻状况、

孩子最高教育水平、孩子子女数量、是否参加新农保、孩子收入、是否有住房、是否有工作。

表３为方程（１）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尽管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概率的年龄效应不显著，但父母年
龄、父母年龄平方项对于父母到孩子之间正净转移、孩子到父母转移、父母 －孩子间任何转移概率的
影响均通过了００１或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平均边际效应看，父母年龄每增长１岁，父母给孩
子正净转移概率减少０００１、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概率增加０００２、父母 －孩子间发生的任何财务交
换概率增加０００２，分别通过了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第（２）、（３）、（４）列模型平方项说明父母年龄对父母 －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呈非线性变化模式
（如图１）。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给孩子正的净财务转移概率先降后升，呈现 Ｕ型曲线模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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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７２岁（Ａｇｅｉ＝－β１／２β２）后，正净转移概率开始递增。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可能性先升后降，拐点
为７４岁①，呈现倒Ｕ型曲线，这一模式与 Ｃｏｘ和 Ｊｉｍｅｎｅｚ［７］１６０估计结果相一致。这似乎也比较符合现
实，当父母相对年轻时，孩子给父母转移概率逐渐增加，但是过了一个特定年龄后，孩子给父母货币转

移概率下降，可能原因是孩子自己的子女也逐渐长大，需要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当然，父母收到孩子

转移不那么频繁，但每次得到的经济支持数量不一定很小。而从代际转移交换动机，转移概率下降伴

随着转移数量上升［８］３０６－３０７。父母－孩子间发生任何财务交换概率的年龄效应为倒 Ｕ型曲线，当父母
年龄过了拐点７６岁时，父母－孩子间财务交换概率开始下降，这一发现与 Ｔｕｒ－Ｓｉｎａｉ和 Ｌｅｗｉｎ－Ｅｐ
ｓｔｅｉｎ［１７］７７７－７７９的结果基本一致。反映出随着父母即将进入高龄老人阶段及孩子进入中年时期，父母收
入下降、孩子也需要抚育自己子女，结果父母－孩子间的财务交换频率下降。

图１　父母－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随父母年龄变化

（二）父母年龄与财务转移数量

１父母年龄对代际财务转移数量的影响

表４　父母年龄对父母－孩子间财务转移数量影响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父母给孩子转移 ＩＨＳ（孩子给父母转移）※ 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 父母收到净转移

估计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ＬＳＲ☆ ＯＬＳ

父母年龄
－４６７．１８３ ０．２０６ ４３８．３２７

（１５７．２５５） （０．０６７） （１９１．７９１）

父母年龄平方
３．２５２ －０．００１ －３．２０８

（１．１１４） （０．００１） （１．３５１）

４５≤父母年龄＜５５
－１１７．８３６

（７７．６７８）

５５≤父母年龄＜６５
８．１２６

（６９．０７７）

６５≤父母年龄＜７５ －９２．９０２

（２９．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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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使用表３第（３）列系数计算的拐点为７８岁，这种差异由表格中系数小数点保留位数及四舍五入导致，文中给出
的７４岁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报告的默认系数计算得到，这样精确度更高。以下报告的拐点与使用表格系数计算的结果略有差
异的原因亦如此。



表４（续）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父母给孩子转移 ＩＨＳ（孩子给父母转移）※ 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 父母收到净转移

估计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ＬＳＲ☆ ＯＬＳ

７５≤父母年龄＜８５
７３．０９８

（４０．０４４）

父母年龄≥８５
－８７．０７８

（１０８．９５２）

父母单身
－４７６．８９４ －０．２３６ －５９３．１０７ －１９．６４１

（３１３．９２０） （０．４８７） （４４１．３３４） （４７９．５６１）

父母丧偶
－２４５．９５５ ０．０３９ －７０４．１００ －１５３．７５３

（１９８．７６９） （０．１２９） （２７７．４９５） （２７８．５６９）

ＩＨＳ（父母收入）
３１５．０４７ －０．１２７ ６４．２３１ －３５３．２５２

（１４０．７３５） （０．０６３） （１６２．４９６） （１７５．６７１）

女儿
－９９７．２０４ ０．４５６ －７６３．４６３ ６３３．８１４

（１５４．４１４） （０．０８４） （１５６．３９９） （１９３．３５２）

孩子初高中学历
８３．１０５ ０．０５５ １９．６６８ －１２３．０９５

（１０３．３１２） （０．０８７） （１２４．１５９） （１３９．８４６）

孩子大学学历
１８９４．１８２ ０．３４４ １７６１．３０７ －５２７．３８９

（６２３．８７４） （０．１６１） （７９９．０７０） （８２１．０２５）

孩子研究生学历
４１８．６０３ １．５２６ ４７０４．２０６ ４５６２．２２５

（１１６７．９０５） （０．４４９） （２７８３．１５５） （２８０１．０６８）

＿ｃｏｎｓ
１８３０８．４４３ －４．４５３ ５９３３．９６７ －１４６７６．８０８

（５５５６．５９２） （２．１８５） （１２９７．７５５） （６５５４．２２５）

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４

Ｎ ９４４２ ９４４２ ６４１５ ９４４２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因变量（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实施了反双曲正弦变换
（ＩＨＳ），☆估计方法为分段线性样条回归（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ｌｉｎ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ＬＳＲ）。回归中的协变量还包括父母特征：
父母健康程度、父母总资产、父母是否工作、是否参加保险、家庭人口、健在孩子数量；孩子特征：孩子年龄、孩子婚姻状

况、孩子子女数量、是否参加新农保、孩子收入、是否有住房、是否有工作。

从表４转移数量看，使用ＯＬＳ估计，第（１）列父母给孩子转移、第（４）列父母收到的净转移均有显
著年龄效应，且呈现非线性模式①（图２左）。父母年龄与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负相关，父母年龄每增
加１岁，给孩子转移减少３８元，但过了拐点７２岁后，给孩子财务转移数量趋向增长，总体呈现Ｕ型曲
线，这与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概率增长曲线一致。父母收到的净转移在６８岁之后，开始递减，呈倒 Ｕ
型曲线。对平均离散变化（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ｈａｎｇｅ）而言，平均来说，父母年龄增长１６岁，收到的净转
移显著减少约５７８元，这种下降趋势与Ｃｏｘ等［２］７４－７５估计结果相一致。

第（２）列模型中，对孩子给父母转移原始变量估计的结果没有显著年龄效应，但考虑到可能的数
据偏斜，对其进行ＩＨＳ变换后再进行ＯＬＳ估计，发现年龄效应通过了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随着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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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和原始值估计结果一样，没有对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父母收到的净转移因变量实施 ＩＨＳ变换，这样处理
的原因还出于方便计算净转移反转点及系数解释的考虑。



年龄增加，孩子给父母转移数量先增后减，呈现倒 Ｕ型曲线，大抵在７１岁时，孩子对父母财务支持达

到最大值（图２左）。为了将ＩＨＳ估计还原为原始值并计算边际效应，利用Ｐｅｎｃｅ［３６］５的公式 ｄｙｄａｇｅ＝１／２

（ｅｙ＋ｅ－ｙ）（１＋２２ａｇｅ）进行预测，这里ｙ就是对变量实施 ＩＨＳ转换后的值［ｙ＝ａｓｉｎｈ（ｔ）］，结果表明，
当向上财务支持中位数为４３５，且其他变量不变时，若父母年龄从６０到６１岁，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将
提高约１４元。此外，还发现父母给孩子转移、孩子给父母转移数量的年龄图谱互为镜像。

对第（３）列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使用分段线性样条函数回归（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ｌｉｎ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对父母年龄分成不同区间进行估计，这种方法主要优点是在预测变量整个区间内，并不要求数据之间

呈线性关系，而是通过设定链接线性线段的一系列门槛点（节点）来估计非线性关系，而每一线段的斜

率并不相同。模型解释假定与因变量具有非线性关系，但对每一个线段，系数解释如同标准线性回

归。估计结果发现，父母年龄与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大致服从Ｓ型模式（图２右），在６５～７５岁时，孩
子给父母正净转移值下降，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７５～８５岁时，孩子给父母正净转移增加，通过了０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图２　父母与孩子之间财务转移数量随父母年龄变化

２．代际财务转移动机探究
根据表３转移概率估计结果，发现孩子给父母（父母收到）的财务转移概率与父母收入显著负相

关，这一负值与家庭代际转移的利他动机与交换动机相符。尽管交换动机预测接收者的收入对于接

受转移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当转移发生时，接收者的收入对收到转移的数量具有正向影响，而

利他主义预测决策方程和数量方程中的符号皆为负［２］５９－６１［３８］５１４。因此，决定转移动机的关键在于数

量方程中接收者的收入系数。在表４转移数量估计结果中，尽管父母收入在第（２）、（４）列父母收到
的转移及净转移中系数为负且显著，似乎暗含了转移的利他动机，然而更为精确的分析是审视父母收

到净转移的正值。在第（３）列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中，尽管不显著，但系数为正。但当采用 ＯＬＳ对父
母收到的正净转移进行估计时，发现尽管父母收入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然而父母资产系数为００２５、
父母参加保险变量系数为０１８５，分别通过了００５和０１０的显著性检验①。交换模型预测接收者收

入和转移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父母资产、父母参加保险与父母收入水平具有很强正相关性。父母

资产数量大，意味着其收入也越高；父母参加保险可以增加父母收入水平，这两个变量系数为正，显示

父母可以收到更多来自孩子的正净转移数量，揭示了父母 －孩子间财务转移交换动机的部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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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节省篇幅，未报告相应结果，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当然，也要注意到，这里使用的是间接指标，即使用接收者收入证实了在转移数量方程中的正向关系，

也并不意味着在给予者和接收者之间不存在利他感情，但考虑了利他效用的交换模型比纯利他假设

能更好地描述数据［２］７４－７５。

公共收入再分配的变化，对代际货币转移的私人流动是“挤出”还是“挤入”，取决于代际转移动

机。若私人代际转移是利他的，公共转移会“挤出”家庭成员之间的私人转移；但如果代际转移是出于

交换动机，则父母与子女间或因为购买服务、借贷条件改善而增加了代际资源流动，公共转移提高了

一方收入进而有利于私人转移，产生了“挤入”效应［３８］５２５－５２６［８］３１０。其中的政策意义在于公共转移不会

“挤出”私人转移，反而可能强化之。

３．净转移的反转点
表４第（４）列父母收到的净转移中，父母年龄与年龄平方项均通过了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二次回

归模型成立。同时根据图２左侧图形初步观察，父母收到的净转移呈现倒 Ｕ型曲线，有２个交叉点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Ｐｏｉｎｔ），大致在父母年龄５０～８７岁之间时，收到的转移净值为正，为净接收者；这一区间外，
净值为负，是净给予者。根据回归系数，求解方程（３）当 Ｅ（ＮＴｉ）＝０的根，得 Ａｇｅ≈５０或 Ａｇｅ≈８７，故
而反转点约为５０岁，过了这一年龄，父母由净给予者变为净接收者。这一年龄模式与 Ｋａｌｍｉｊｎ［９］２７２Ｕ
型曲线模式不同，其估计的反转点为７８岁。当然，他分析的是非财务支持，这种支持自然随父母年龄
而递增。对于净转移从正值到负值的交叉点８７岁，考虑到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８７岁以上老
年人在４５岁以上中老年人中占比仅为１％①，而在９４４２个分析样本中，只有大约１．３％的父母年龄超
过８７岁。因而，绝大多数父母没有机会到８７岁后继续作为净给予者，反转点５０岁更具实际意义。若
以中国平均生育年龄２８岁估算②，这时孩子为２２岁左右，正是大多数已工作从而有条件为父母提供
经济支持的年龄。

（三）调节效应

父母与孩子间的转移概率和转移数量存在年龄效应，然而在多大程度上，年龄模式具有异质性？

人们可能预期父母性别、父母婚姻状况、父母教育水平及孩子性别、孩子教育水平会发挥调节作用。

为此，在主效应估计结果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进一步分析调节效应。

１．转移概率的调节效应
结合表３主效应估计结果，对父母年龄与父母性别、父母教育水平、孩子性别分别交互③（见表５）。

表５　包含交互项的父母年龄对父母－孩子间财务转移概率的影响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父母给孩子 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 孩子给父母 任何转移

估计方法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父母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父母年龄×母亲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父母年龄×父母初高中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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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人民网：“中国平均生育年龄推迟近两岁”，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３２４／ｃ６６３２３－２４７１６４０２．ｈｔｍｌ。
引入交互项后，考虑到孩子收入与孩子教育水平相关性较强，为避免完美多重共线性，删除孩子收入，只保留孩子

教育水平。



表５（续）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父母给孩子 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 孩子给父母 任何转移

估计方法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父母年龄×父母大学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父母年龄×女儿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母亲
０．１７１ ０．３５６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６

（０．３６８） （０．５５９） （０．３３８） （０．３５３）

父母初高中学历
－１．００６ －１．９６０ －０．９３８ －１．００３

（０．３９４） （０．５７７） （０．３８９） （０．４０８）

父母大学学历
１．４０８ －０．０３１ －１．５９１ －０．２７１

（１．５８７） （１．７１５） （１．５４４） （１．７０３）

女儿
－０．５２５ －０．９７６ ０．７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５１） （０．５４６） （０．３２９） （０．３４５）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９ １．３９３ －０．８２０ ０．２２９

（０．４４５） （０．６４０） （０．３９８） （０．４１７）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ｃｈｉ２ ６９４．４９２ ６５３．４８９ ４４５．９３７ ３５２．９６５

Ｎ １１９２１ １１９２１ １１９２１ １１９２１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回归中的协变量还包括父母特征：父母婚姻状况、父母健
康程度、父母总资产、ＩＨＳ（父母收入）、父母是否工作、是否参加保险、家庭人口、健在孩子数量；孩子特征：孩子年龄、孩
子婚姻状况、孩子最高教育水平、孩子子女数量、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住房、是否有工作。

考察边际效应，父母年龄每增加 １岁，给孩子转移概率及正净转移概率分别下降 ０００１和
０００２、父母收到的财务转移概率增加０００３、父母 －孩子间发生任何财务转移概率增加０００２，
均很显著。

父母年龄与父母初高中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在４列模型中均很显著。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与大学
学历父母给孩子经济支持概率均随父母年龄增长而下降，而初高中学历父母给孩子经济支持概率递

增。小学或以下学历父母给孩子经济支持概率要低于初高中与大学学历父母，其边际效应显著为负。

初高中与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父母平均边际效应差距显著，但大学学历父母与小学或以下学历父母

边际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小学或以下学历与大学学历父母随年龄增长给孩子正净转移概率递减、初

高中学历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概率呈现微弱增长趋势，小学或以下学历父母的平均边际效应显著为

负、初高中和大学学历父母的边际效应不显著，但初高中学历父母的边际效应显著高于小学文化程度

父母的边际效应。小学或以下学历与初高中学历父母收到孩子财务转移概率的平均边际效应均显著

为正，且初高中学历父母的边际效应大于小学学历父母的边际效应，这种边际效应具有显著差异。不

同教育水平父母随年龄增长，与孩子间发生的任何财务转移概率均增加，初高中学历父母的平均边际

效应显著为正，且递增速度显著超过小学学历父母。

２．转移数量的调节效应
转移数量的交互项引入父母年龄与父母婚姻状况、孩子性别、孩子教育水平三个（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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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包含交互项的父母年龄对父母－孩子间财务转移数量的影响

因变量
（１） （２） （３）

父母给孩子 ＩＨＳ（孩子给父母） 父母收到的净转移

估计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父母年龄
－４９．７３６ ０．０１７ ４．３７３

（１４．４７０） （０．０１２） （１９．４９７）

父母年龄×父母单身
３８．３５５ －０．０２３ －４６．５２３

（１６．４３１） （０．０４３） （２９．８９２）

父母年龄×父母丧偶
３７．０８０ －０．０３３ －３０．５０３

（１６．２１５） （０．０１２） （１９．４６９）

父母年龄×女儿
６４．４１０ －０．００９ －３８．２８９

（１４．３１８） （０．００８） （１６．７６３）

父母年龄×孩子初高中学历
－２４．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３６．１７４

（１０．７３５） （０．００９） （１３．７４９）

父母年龄×孩子大学学历
－１４８．０５２ ０．０２４ １８４．９３４

（７６．４６０） （０．０１８） （８１．９３２）

父母年龄×孩子研究生学历
－１５３．８９４ ０．００５ ２４０．７１７

（８４．２６４） （０．０４６） （１８４．５８０）

父母单身
－２９０７．３４９ ０．８０２ ２７００．５７１

（１２４２．７３２） （２．８６６） （２１９７．２３３）

父母丧偶
－２７５７．１６０ ２．１９３ １９０６．３４０

（１２３５．９０４） （０．８４３） （１４４９．６８３）

女儿
－５１７８．６４８ ０．９６７ ３０６６．８０９

（１０４３．６３５） （０．５３０） （１２１０．１８３）

孩子初高中学历
１７４９．６４４ －０．６６０ －２４１６．６３８

（７７３．７９０） （０．６０７） （９８７．８８２）

孩子大学学历
１１２９０．５７９ －０．５６５ －１１５１３．５７１

（５２９４．３３４） （１．１４８） （５５０４．８６５）

孩子研究生学历
１０６０８．７６４ ２．１１３ －９１７２．７３７

（６２２４．０３９） （３．００９） （１１７１１．０１７）

＿ｃｏｎｓ
４９２６．３７６ ２．９１０ ２１２．１９２

（１１５８．２９０） （０．７８４） （１４４９．７１３）

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１

Ｎ １１９２１ １１９２１ １１９２１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回归中的协变量还包括父母特征：父母健康程度、父母
总资产、ＩＨＳ（父母收入）、父母是否工作、是否参加保险、家庭人口、健在孩子数量；孩子特征：孩子年龄、孩子婚姻状况、
孩子子女数量、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住房、是否有工作。

引入调节变量后，父母给孩子财务转移的年龄效应依然显著，父母年龄每增长１岁，父母给孩子
财务转移数量下降约３３元。

无论父母婚姻状况如何，随父母年龄增长，给孩子财务支持数量均递减。已婚父母年龄每增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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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给孩子财务转移减少约４２元，然而单身或丧偶父母并不显著。不同婚姻状况之间的平均边际效
应具有显著差异，已婚父母对孩子经济支持下降速度快于单身及丧偶父母。已婚父母随其年龄增加

收到的经济转移始终上升，也显著；而单身和丧偶父母收到孩子的财务转移递减，尽管不显著。同时，

已婚与丧偶父母的平均边际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尽管随父母年龄增长，其给予不同性别孩子的经济支持均呈现下降趋势，但给儿子下降速度显著

快于给女儿的支持。同时，从儿子那里得到的净支持增加、从女儿那里得到的净支持减少，并且儿子

给父母净转移增加速度大于女儿给父母净转移下降速度。

父母给不同学历孩子的经济支持随父母年龄增加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初高中、大学、研究生或

以上学历孩子平均边际效应很显著。父母给大学、研究生学历孩子的财务支持下降速度要快于小学

或以下、初高中学历孩子。这种下降速度的差异，在初高中、大学、研究生学历孩子与小学或以下学历

孩子间，均很显著。小学或以下学历孩子给父母的净转移，随父母年龄增加而显著递减；初高中、大学

以及研究生学历孩子给父母净转移随父母年龄增长而增加。总体看，初高中、大学学历孩子与小学或

以下学历孩子平均边际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父母与孩子间的代际财务转移，在父母及成年孩子生命历程中，对亲代及子代福利水平都有影

响。使用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５）数据，本文分析了父母年龄如何影响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经济交换概率
与交换数量。尽管已有代际关系文献涉及了父母年龄变量，然而鲜有研究触及和分离出了代际关系

中的父母年龄效应。理论上，父母年龄在代际财务转移方面起重要作用，然而现有文献对这种年龄效

应缺乏细致刻画，本文不仅对父母孩子之间家庭财务转移概率和转移数量进行了一般化分析，而且构

建多项式回归模型及应用分段线性样条回归考察了年龄效应的非线性模式，并进一步估计了净转移

反转点，这种分析有助于理解家庭成员生命周期的经济交换行为，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本文证实了代际财务转移概率和财务转移数量存在年龄效应。父母年龄对于父母给孩子的正净

转移概率、孩子给父母转移概率以及父母－孩子间任何转移概率均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
非线性增长模式。随着父母年龄增长，父母给孩子正的净财务转移概率先降低，后增加，呈现 Ｕ型曲
线模式；而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可能性、父母 －孩子间发生任何财务交换概率的年龄效应呈现先增
加、后下降的倒Ｕ型模式。父母年龄对父母给孩子及孩子给父母转移、父母收到的净转移也具有显著
影响，且同样呈现非线性模式。父母年龄对给孩子财务转移的影响呈现Ｕ型曲线、对孩子给父母转移
与父母收到的净转移均呈倒Ｕ型曲线。对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使用分段线性样条函数进行回归，发
现父母年龄与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大致呈现Ｓ型，父母收到的正净转移值在父母年龄为６５～７５岁时
下降、在７５～８５岁时上升。父母与孩子间的净转移在父母５０岁开始反转，父母变成净接收者。父母
年龄效应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异质性，小学或以下学历与初高中学历父母收到孩子财务转移概率的平

均边际效应均显著为正。随父母年龄增长，给儿子财务转移下降速度显著地快于给女儿的支持，与此

同时，从儿子得到的净支持递增，从女儿得到的净支持减少，显示出儿子依然是父母获得经济支持的

支柱。孩子学历越高，越能给予父母经济支持，这与小学或以下学历孩子体现出了显著差异。

基于父母－孩子之间财务交换概率与数量的非线性增长曲线，在父母７６岁之后，父母给孩子正
净转移概率开始增加、孩子给父母财务转移概率下降、父母－孩子间的财务交换频率下降。父母过了
７２岁之后，给孩子财务转移数量增加，而父母收到的财务转移、正净转移、净转移均开始递减。尽管大
约在５０～７８岁之间，父母是净接收者；但在７５～８５岁时，父母收到孩子的正净转移只是微弱显著增
加且边际效应很低。上述发现的启示是，中龄（７０～７９岁）及高龄（８０岁以上）父母是财务压力比较
大的阶段，由于这一阶段，父母给孩子正净转移概率在增加，但收到的转移概率下降；与此同时，给予

孩子转移数量上升，但收到的转移指标均呈下降趋势。考虑到代际财务转移的交换动机，基于公共转

移影响私人转移角度，需完善公共基金转移计划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更加关注中高龄老年人群体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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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平；另一方面，健全收入再分配制度，增加成年孩子可支配收入，以平滑父母消费，同时促进成年

子女劳动供给。

当考查公共转移收益、负担分布与个人、家庭平滑消费能力时，理解代际转移尤其重要［３９］。本文

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制定公共转移政策中，需要一并考虑家庭的私人转移，本文的研究发现了财务

转移交换动机的部分证据，这意味着公共转移没有完全替代家庭代际转移，相反可以增加亲代与子代

间的经济资源流动，提升了其在生命周期消费平滑中的相对重要性。当然，本研究没有完全否定代际

转移中的利他情感，倘若这种利他成分隐含在私人转移中，那么公共转移就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当

然，考虑了利他效用的交换模型比纯利他假设更契合经验数据。上述事实表明公共政策对于代际资

源再分配影响的评估不得不考虑由此带来的家庭层次上的资源次级再分配，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更

好地评估政策干预的完整效果，就需要同时考虑政策预期及未预期的受益者。

当然，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无法使用纵列数据进行分析，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设计，可能受同期群

混杂因素影响而有偏。此外，仅在单个时间点上捕获转移，难以考察父母与成年孩子如何对生命周期

中的不同事件进行响应，且不能在更长时序里，理解代际转移的累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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