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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支持是帮助个体应对工作和生活领域的多重角色需求，维持工作 - 生活平衡的关键资源。在工作 - 家庭平衡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引入工作 - 生活平衡理念，对家庭支持概念的内涵进行拓展，探索了家庭支持的维度结构，并梳理了家庭支持对个体
维持工作 - 生活平衡的积极作用。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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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理解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维持工作 - 生活

平衡，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组织的管理效
能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Derks, van
Duin, Tims, & Bakker, 2015）。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工
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以促进工作 - 家庭
平 衡 为 主 要 目 标（Keeney, Boyd, Sinha, Westring, &
Ryan, 2013）。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日益多样化，
人们越来越重视在休闲、健康、个人发展和社区事
务等领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同时履行好工作、
家庭、
休闲、
健康、
个人发展和社会关系等领域的角色职责，
实现工作 - 生活平衡成为新的时代需求。在应对多
样化需求的过程中，家庭支持（家庭成员提供的支
持）被视作关键资源（Seiger & Wiese, 2009）。但
已有研究仅关注家庭支持在履行工作和家庭职责中
的作用，极少探讨家庭支持对个体参与休闲、健康、
个人发展和社会关系等其他领域活动的影响；此外，
已有研究多从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理解家庭支
持的维度，测量方式较为笼统，难以深入揭示家庭
支持的针对性作用。近年来，研究者呼吁超越传统
的家庭支持研究，全面、深入地探讨家庭支持在促
进工作 - 生活平衡中的积极作用（Russo, Shteigman,
& Carmeli, 2016）。基于此，本文拟对工作 - 家庭平

衡框架下的家庭支持研究进行梳理，引入工作 - 生
活平衡理念对家庭支持的概念进行拓展，结合生活
领域视角对家庭支持的维度进行探索，并梳理家庭
支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促进作用，以期为当前及
今后的工作 - 生活平衡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２

家庭支持概念的拓展
表 1 列出了家庭支持概念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梳理后可知：（1）研究者对家庭支持的功能理解不
统一，多数研究者认为家庭支持是为了帮助履行工
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职责，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家
庭支持的目标领域仅包括工作，目的是帮助个体履
行工作职责；（2）已有研究多从情感性支持和工具
性支持理解家庭支持的内涵，鲜有关于家庭支持维
度的其他观点。在工作 - 家庭平衡框架下，基于这
些定义开展的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庭支
持帮助个体应对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需要，维持
工作 - 家庭平衡的积极作用。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
家庭支持的作用并不限于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在
协调工作和休闲、健康、社会关系等其他领域的关
系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工作 生活平衡理念下拓展家庭支持概念的内涵。
工作 - 生活平衡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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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现，研究者多将其视作个体对工作和非工作领

尝试对工作 - 家庭界面的家庭支持概念进行拓展，

域间相互协调、促进关系状况的整体认知（Kumar

将其定义为：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等）展

& Chakraborty, 2013）。同时履行好工作和非工作领

现出来的旨在帮助个体更好地履行工作和非工作领

域的各种角色职责既是实现工作 - 生活平衡的前提

域的角色职责，维持工作 - 生活平衡的社会支持。

条件，也是工作 - 生活平衡定义的核心（Lyness &
Judiesch, 2014）。因此，通过引入工作 - 生活平衡理念，

相比于工作 - 家庭平衡框架下的家庭支持定义
（简称“原定义”），新的家庭支持定义（简称“新

表 １ 工作 － 家庭研究中家庭支持概念的代表性观点

et al.

注：配偶支持是最具代表的家庭支持形式，很多研究甚至将配偶支持与家庭支持等同看待，因此上表也将配偶支持包含在内。

定义”）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原定义仅强调帮助

求差异，个体卷入的活动内容不同，家庭支持的作

应对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需求，以工作 - 家庭平

用也可能不同。
因此，
有必要从支持的领域指向出发，

衡为目标，新定义将帮助应对休闲、健康、个人发

对家庭支持的维度进行梳理。

展和社会关系等其他领域需求的支持也纳入在内，

工作之外，个体还承担着配偶、父母、子女、

以工作 - 生活平衡为目标；其二，原定义关注家庭

朋友、社区志愿者等多种角色。例如，Kulik, Shilo-

支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
，

Levin 和 Liberman（2015）认为，除工作外，个体

新定义强调家庭支持的目的和功能（帮助履行工作

卷入的活动领域包括家庭、自我发展和社会关系 3

和生活领域的角色职责）；其三，原定义描述的是

个方面。领域不同，个体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具体

对家庭支持状况的整体评价，新定义强调具体的家

来说：在工作领域扮演下属、上司、同事等角色；

庭支持行为；其四，很多研究将配偶支持等同为家

在家庭领域扮演配偶、父母、子女等角色；在自我

庭支持，
新定义认为家庭支持的提供者不限于配偶，

发展领域扮演学习者、休闲和兴趣爱好类活动参与

父母、孩子等均是家庭支持的提供者。

者角色；在社会关系领域则扮演朋友、志愿者和社

３

家庭支持概念的维度结构探索

区活动参与者等角色。Greenhaus 和 Allen（2011）
将个体日常卷入的家务、兴趣 / 爱好、学习 / 教育、

传统的家庭支持概念以工作 - 家庭平衡为框架，

社区事务等非工作领域（non-work domain）视作与

支持内容仅涉及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Siu et al.,

工作相对的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个

2010）。生活领域视角（life domain perspective）认为，

体的生命活动可以分为社会性和个人性活动两大类，

个体在工作、家庭之外还卷入其他生活领域（休闲、

前者包括与个体在组织、家庭和社区中扮演的社会

健康、社区事务等）的活动，并根据不同领域的情

角色相对应的各种活动（如工作、家务、志愿者活

况调整它们在身份认同体系中的重要性（Keeney et

动等），后者则主要是与个人兴趣、健康等相关的

al., 2013）。可见，在帮助个体维持工作 - 生活平衡

自我发展类活动。具体来讲，个体卷入的活动主要

的过程中，家庭支持的价值不应局限于工作和家庭

包括工作、家庭、社会关系和自我发展 4 大领域。

两个领域，应将休闲、健康、个人发展和社会关系

要维持整体的工作 - 生活平衡，个体就必须同时履

等领域包含在内；并且，对家庭支持状况进行整体

行好工作、家庭、社会关系和自我发展 4 个领域的

评估难以全面揭示家庭支持在帮助应对工作和生活

角色职责，并协调好 4 个领域的关系。相应的，家

领域特定需求的积极作用。鉴于不同领域的角色需

庭支持作为家庭成员提供的帮助履行工作和生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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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角色职责，促进工作 - 生活平衡的重要资源，

支持和关系相关支持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这 4 类

其作用和内容也应涵盖这 4 大领域。因此，从支持

支持分别指向个体经常卷入的工作、家庭、社会关

的特定领域指向出发，提出一个有关家庭支持维度

系和自我发展 4 大领域。有关这 4 类家庭支持的目

的新构想，即：工作 - 生活平衡理念下的家庭支持

的 / 功能和典型行为表现如表 2 所示。

是一个由工作相关支持、家庭相关支持、发展相关
表２

４

家庭支持概念的新维度

家庭支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促进作用

等衡量家庭角色表现的指标有积极影响。大量研究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既不

华 , 张明妍 , 2011; Boyar et al., 2014）。Parasuraman,

容易损失资源，也更容易获得新的资源，反之亦然
（Hobfoll, 2002）。家庭支持作为一种关键资源，

发现，配偶支持与个体的婚姻满意感正相关（王大
Purohit, Godshalk 和 Beutell（1996）发现配偶提供的
支持越多，员工投入时间和精力到家庭领域的意愿

既可以作为初始资源减少资源损失，也可以作为新

越强。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家庭支持，还可以促进夫

增资源产生更大的资源增量，对履行工作和生活

妻双方的婚姻适应（Barry, Bunde, Brock, & Lawrence,

领域的角色职责，促进工作 - 生活平衡有重要意义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接下来，将从工
作领域、家庭领域、身心健康和工作家庭界面梳理
家庭支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积极作用。

2009）。可见，家庭支持对于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职
责具有全方位的促进作用。
家庭支持促进个体更好地恢复、维持身心健康
和提升幸福感。近年来，有关家庭支持与恢复体验、

家庭支持帮助个体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帮助

身心健康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发现，为揭示家庭支

应对工作领域的角色需求，通过提升工作表现促进

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支持。例如，

工作 - 家庭平衡，这是家庭支持最主要的功能。已
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对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
离职等衡量工作角色表现的指标均具有预测作用。
Han 和 Rojewski（2015）发现家庭支持提高了员工
的工作适应能力，良好的工作适应又改善了工作满
意度。Hamaideh（2011）发现配偶支持可以预测被
试的工作压力。一项以 5050 名军官为样本的研究表
明，配偶的工作相关支持不仅能够预测被试 4 年后
的离职行为，而且可以通过减少工作 - 家庭冲突和
增加工作满意度减少离职行为（Huffman, Casper, &
Payne, 2014）。
家庭支持帮助个体更好地履行家庭职责。研究
表明，家庭支持是帮助个体更好履行家庭职责的重
要资源，对婚姻满意度、家庭时间承诺和婚姻适应

Park 和 Fritz（2015）发现，配偶提供的恢复支持能
提升个体非工作时间的恢复体验，进而促进生活满
意度的提高。同时，家庭支持也能促进个体的身心
健康（O’Brien, Ganginis Del Pino, Yoo, Cinamon, &
Han, 2014）。整体而言，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积累比
较有限，但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家庭支持在帮助个体
实现精力恢复、增进身心健康和提升幸福感方面的
重要价值。
家庭支持帮助个体协调工作和其他生活领域之
间的关系，促进工作 - 生活平衡。由于研究者对工
作 - 生活平衡的定义尚未明确，过往研究多用工作 家庭冲突、工作 - 家庭增益或工作 - 家庭平衡等作
为工作 - 生活平衡的指标，以间接反映个体的工作 生活平衡状况（Singh, 2010）。目前有关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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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作用主要通过家庭支持与上述

妻关系紧张带来的压力，缓解家庭 - 工作冲突；另

变量间的关系来体现（Russo et al., 2016）。例如，

有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可以促进工作 - 家庭增益（Siu

Seiger 和 Wiese（2009）发现，配偶支持可以降低夫

et al., 2010）。

图１

家庭支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促进作用

ኍ

ኍ

ኍ

ኍ

梳理家庭支持与工作 - 生活平衡的相关研究可

（2015）针对配偶提供的恢复支持进行了专门研

知，家庭支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促进作用主要通

究，揭示了配偶的恢复支持通过个体的恢复体验进

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帮助个体履行工作和各个生

而提升其生活满意感的中介机制；Ferguson, Carlson,

活领域的角色职责间接促进工作 - 生活平衡，二是

Kacmar 和 Halbesleben（2016）则专门探讨了配偶提

帮助个体协调工作和各个生活领域之间的关系直接

供的工作相关支持对个体的工作满意感和家庭满意

促进工作 - 生活平衡；这两条路径同时存在。具体

感等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都是对特定领域指向的

到前一种方式，可以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同领域效应

家庭支持进行具体测量，为揭示家庭支持对工作 -

和跨领域效应两种方式（Boyar et al., 2014）。同领

生活平衡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受这些研究

域效应描述的是支持来自哪个领域，其积极效应就

启发，未来该领域将会有更多类似的研究涌现。

惠及哪个领域的情况；跨领域效应则是指来自某

拓展家庭支持的跨领域和交叉效应研究。已有

一领域的支持对个体其他领域角色表现的促进作用

研究较多关注家庭支持在工作领域、家庭领域和工

（Ferguson, Carlson, Zivnuska, & Whitten, 2012）。根

作 - 家庭界面的积极作用，对家庭支持在其他领域

据这一观点，家庭支持帮助履行家庭职责，对衡量

的积极作用探讨较少（Boyar et al., 2014）。近年来，

家庭角色表现的指标产生积极影响时体现的是同领

研究者尝试探讨家庭支持对兴趣爱好、健康和社会

域效应；而当家庭支持促进家庭之外的工作、自我

关系维护等的积极作用，
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限。

发展和社会关系维护等领域的角色表现时，体现的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家庭支持在自我发展、社

则是跨领域效应（图 1）。

会关系维护等方面的跨领域效应。同时，研究发现，

５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家庭支持相关研究的梳理，未来研究可以

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配偶支持不仅可以影响支持接收者，还可以通过交
叉效应（crossover effect）影响支持提供者（Ferguson
et al., 2016）。这些研究将家庭支持的作用从个体层
面拓展到人际层面（主要是夫妻层面），为研究者

针对家庭支持的特定领域指向开展深入研究。

更全面地理解家庭支持的价值提供了启示。未来研

本文从支持的领域指向和工作- 生活平衡理念出发，

究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家庭支持交叉效应的其他实

提出了家庭支持的四维度。虽然这种维度的合理性

现方式。

有待后续研究的检验，但它为研究者探索不同领域

深化家庭支持作用发挥的心理机制研究。在工

指向的家庭支持对工作 - 生活平衡的重要作用提供

作 - 家庭平衡框架下，研究者虽然基于社会支持理

了可能性。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尝试针对特定领域指

论、资源保存理论等对家庭支持作用发挥的心理机

向的家庭支持开展深入研究。例如，Park 和 Fritz

制进行了探讨，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限。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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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家庭支持的积极作用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
有效发挥（Lim & Lee, 2011），包括性别（Wallace
& Jovanovic, 2011） 和 职 业 相 似 性（Ferguson et al.,
2016）等都可能影响家庭支持作用的发挥。目前这
方面的研究比较有限，结论也较为零散。未来研究
可以更深入地考察家庭支持作用发挥的中介和调节
机制。
开展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支持研究。和西方
核心家庭不同，我国原生家庭和姻亲关系使得个
体处于庞大的家族体系中。在家庭领域，除了配偶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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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角色外，子女、儿媳、女婿等角色于国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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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Jordanian mental health nurses.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是个体扮演好家庭角色必须承担的责任之一。一
方面，作为大家族中的一员，个体可以从众多家庭
成员中获得更丰富的家庭支持；另一方面，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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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压力来源（Allen, French, Dumani, & Schockley,
2015）。在国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照顾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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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是个体应对工作 - 家庭需求时非常重要的

Keeney, J., Boyd, E. M., Sinha, R., Westring, A. F., & Ryan, A. M. (2013).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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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研究几乎都围绕配偶支持展开，这些结论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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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ife Supports from Family in the Idea of Work-Life
Balance, Concept, Dimension and Function
Fei XiaoLan1, Tang HanYing1, Ma HongYu1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430079)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life and to help adults balance their work and life. In past years, researchers
kept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k roles and family roles. Recent years saw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ing go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work-family balance to ex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life.
While coping with the diverse needs from the work domain and life domains, work-life support from family (WLSF)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
crucial resource. Based o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tended the concept of WLSF from the life domain perspective. WLSF refers to a series
of acts conducted by family members, which can help individuals take the variou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work domain and life domains. WLSF is a
system of work support, family support, pers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and relationship support. Specifically, work support is to help individuals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ies better in the work domain, family support is to help individuals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ies better in the home domain, development
support is to help individuals achieve recover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hip support is to help individuals maintain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ignificant people (such as lovers, friends, neighbors). WLSF facilitates to fulfill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better in the work and non-work domain,
and helps maintain the work-life balance. The effect of WLSF can be arrived at from within the domain and cross the domain. On the one hand, WLSF
helps individuals better fulfill their duties in their family domain. And WLSF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amily roles performance, such as family
time commitment, couples’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arental identity satisfaction, which is the within-the- domain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WLSF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in the work domain (such as work engagement, work performance and work
satisfac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 which is the cross-the-domain effect.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LSF does not always
work effectively. Some boundary conditions may affec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LSF, such as gender and work/occupational similarity.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given.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gave a new dimension of WLSF,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amine the dimension of WLSF and develop appropriate measurements. Since previous resear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work domain, family domain and work-family interface,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self-development,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work-life balance.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and the research of WLSF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explore the crossover
effect of WLSF. Finally, the Chinese who depend on WLSF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exist everywhe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an carry out WLSF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s work-life supports from family, work-life balance, life domain persp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