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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李凤琴（化名）家
住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
她和丈夫年轻时一直忙于事
业，忽略了要孩子。可是当
事业有成、想要孩子时，李凤
琴已经 40 多岁了。夫妻俩
考虑再三，决定不要孩子，当
起了“丁克”，两人还约定等
到老了就一起住养老院。

“说是这么说，但是人老
了有些时候真挺怕，没儿没
女，没有父母和亲戚，自己一
个人孤零零的！”说到这儿，
李凤琴有些感慨，“自从5年
前老伴因病去世后，我就一
个人住，看着房子空荡荡的，
心里也没个底儿，真怕哪天
我突然走了都没人知道。”

李凤琴说，老伴走了之
后，她自己也查出了胃癌，这
下她心里更慌了。虽然有人
建议她去养老院，但她心里还
是不踏实，觉得还是有亲人照
顾最好。幸运的是，与李凤琴
家素有往来的邻居刘丰（化
名），在李凤琴老伴去世后，深
知她独居不易，去她家的频率
更勤了，经常把“咱们以后就
是一家人，有啥事尽管和我

说”这句话挂在嘴边。
平时，刘丰去买菜时会顺

便问问李凤琴要不要捎。李
凤琴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
细心的刘丰不但陪她配了眼
镜，还把家里家具的棱角都包
了起来，生怕老人摔着碰着。
刘丰每当包饺子或者蒸包子，
也总不忘给她送一些过去。
买药、买菜、交水电费、搬东西
……5 年来，只要是跑腿的
事，刘丰基本全包了。“有一次
我胃病犯了，刘丰送我到医院
陪了整整3天3宿……”说起
这些，李凤琴十分感动。

多年的相处，让李凤琴觉
得刘丰挺靠谱。于是，一个月
前她找小刘及其父母商量，想
让刘丰作为她的监护人，负责
照顾她的晚年生活，而她的两
套房产及存款会在其过世后
都遗赠给刘丰。“起初刘丰家
不同意，觉得完全没这个必
要。刘丰还说‘李姨是从小
看着我长大的，我愿意一直
照顾她’。”李凤琴说，后来在
她的再三坚持下，刘丰一家
人总算答应了，双方还就相关
事项进行了公证。

最近，一篇《中国第一批丁克30年，他们后悔吗？》的文章刷爆网络。上世纪80年代末，“丁
克”（DINK）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意指都有工作收入的夫妻，为追求生活品质、自我实现而选择
不生子女，一种新的“两人世界”家庭模式自此进入公众视野。30年过去，最早的一批“丁克”已
步入中老年，在老龄化浪潮的裹挟之下，他们究竟过得怎样？（采访、整理/本报记者鲍杰）

第一代“丁克”的晚年隐忧

随着社会观念逐渐开放，人
们对“丁克”族的宽容度已越来
越高，但中国究竟有多少“丁克”
家庭，“丁克”是不是越来越多，
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数据。

关于中国早期“丁克”家庭
的数量，被参考及引用较多的数
据有：上海市区在 1979-1989
年共有113.34万对男女登记结
婚，其中约有16.48万对夫妻没
有生育过孩子；北京市 1984 年
以来结婚的夫妇中，约有 20%
的夫妇自愿不育，人数近10万；
广州的“丁克”夫妇在1986年有
3万人，1989年猛增到10万人；
2003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
查，目前中国大城市已出现 60
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
然而，散见于部分学术论文中的
这些数据，大多没有注明数据出
处，相关调查方式也未说明。

2015 年，《新华日报》的一
则报道称，近30年来，中国丁克
的两项指标——丁克行为、丁克
意愿均显著上升。不过，与此相
矛盾的是，某知名婚恋交友网站
同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称，受访者
中仅有2%的人想做“丁克”，较
此前两年11%的比例明显下降。

一些分析指出，“丁克”扩大
了个人自由，缓解了人口对资源、
环境的压力，无疑是理性与文明
的进步。但国家放开二孩政策，
显然已经是意识到了我国生育
率已属超低水平，少子化与老龄
化同步。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郭
志刚表示，人口进入低生育率后，
人们实际生育水平要比生育意愿
水平要低，这是国际上低生育率
人口的规律。也许现实就是：该
来的总会来，要生的总会生，要

“丁”的继续“丁”。不管怎样，对
“丁克”的养老问题，无论个人还
是政府，都需要未雨绸缪。

事实上，目前已有一些政策
及法律开始照顾到“丁克”的权
益。像前文提到的李凤琴，将自
己的两套房产及存款遗赠给多
年来对她照顾细致的好邻居，其
中的公证行为实际上就是根据
新修订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和《民法总则》指定自己的意
定监护人。2014 年 7 月，我国
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 4 个
城市开展保险版“以房养老”试
点，诸多报道就提及，相关业务
受到不少“丁克”老人的欢迎。
针对“丁克”一族有钱也难进养
老院，北京市已在 2015年出台
的《特殊家庭老年人通过代理服
务入住养老机构实施办法》中明
确，失独、“丁克”等无子女的老
人在入住养老院时，如果没有亲
属签字担保，可免费委托代理机
构进行。

对于当年的“丁克”选
择，62 岁的唐小晴至今表现
得很坦然，“没有什么后悔不
后悔的”。在唐小晴看来，每
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
利，“丁克”也不例外。

唐小晴当年在上海参加
工作，在晚婚现象还并不多
见的上世纪80年代，她结婚
时已32岁。和很多女性不一
样的是，唐小晴坦言自己一
直没有强烈的生育意愿，没
有传宗接代的思想，也不认
同那种没有孩子生命就不完
整之类的说辞，身边一些同
事朋友每每讲起因为有了小
孩而产生一些家庭矛盾，更
是让她充满恐惧。

起初，唐小晴和丈夫也
曾因为要不要生小孩的事有
过分歧，但唐小晴态度明确，

“我们一个做房产，一个做项
目审计，本来就聚少离多，双
方父母身体也不好，真有了
孩子，谁来养，养不好，又怪
谁？”最终，丈夫转变了立
场。唐小晴说，她和丈夫其
实都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当

“丁克”让他们有了更多自己
的生活，当同龄人正忙于为
孩子打拼时，他们就到处旅
游，体验各种新鲜事物。而
且，他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照顾身体不好的双

方父母。
唐小晴说，对于她和老

伴当初没打算生小孩，父母
其实也是反对的，为了减少
身为“丁克”对父母的伤害，
他们一直很努力地生活。“等
他们（父母）后来看到有些夫
妻既要养四个老人又要养育
小孩的压力，才慢慢地理解
了我们的选择。”

如今，谈及外界颇为关
注的“丁克”族养老难题，唐
小晴却并未表现出外人所想
象的焦虑。在她看来，有孩
子的人同样有养老难题，养
儿防老的思想已经过时。她
说，因为早年的生活相对自
由，她和老伴在玩乐中结识
了不少朋友，退休后也经常
聚在一起，“互助养老”可能
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我
们在海南认识一对年纪比
我们大的夫妻，子女都已移
居海外，每隔半年我们就去
他们家度假，也给他们提供
一些生活上的照顾，这样的
抱团养老很好地解决了双
方的空巢问题。”唐小晴说，
等她和老伴再年长点，可能
会与熟识的空巢朋友一起
养老，“就算住不了养老院
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凑钱请
养护人员来家里照顾，一起
共享养老资源”。

湖南长沙 65 岁的林飞
凤，当初是在一次意外流产
后，和老伴选择了当“丁克”
一族。因为这个决定，林飞
凤坦言，在观念不像今天这
样开放的年代，她经历了许
多猜疑和流言，甚至被人讥
讽为“不会下蛋的母鸡”。
等到过了生孩子的年纪，他
们也渐渐地习惯了别人异
样的眼光。

曾经，也有亲戚劝林飞
凤领养一个孩子，她和老伴
也并不是没考虑过，但周遭
另一对有领养经历的夫妇的
遭遇，还是让她打起了退堂
鼓。“被领养的孩子长大后得
知身世，找回了亲生父母，从
此只要一有矛盾，开口就说
不是他们的孩子，还扬言不
会给他们养老。”林飞凤说，
因为这个“梗”，领养孩子的
念头从此也就搁置下来了。

此后20多年，林飞凤与
老伴相互扶持，孩子的缺位，
看起来并未对他们的生活有
什么特别的影响。“有时看到
别人家养育孩子的矛盾和负
担，反而还会觉得没要孩子
其实也不错。”不过，这样的
念头随着林飞凤退休赋闲，
终究还是有了一丝改变。因
为老伴退休后被返聘，林飞

凤在家里经常感到孤寂难
耐。每当她想约朋友去玩，
她听得最多的答复往往是对
方要帮忙带孙。“哪怕再忙再
累，这时候在我听来也是累
并快乐着的幸福。”林飞凤
说，尽管老伴后来主动“二度
退休”，留在家里陪她，但两
口子在一起总还是难免会谈
及对孩子的憧憬。可是如今
除了想想又能怎么办？偶
尔，老伴会跟她开玩笑，“要
不要领个孙子来养”，但随即
两个人都只能无奈地相视一
笑。

事实上，林飞凤也深深
地明白，别说这把年纪领养
孩子是多么不现实，就是自
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也已足
够忧心了。尤其是前年老伴
一次意外跌倒后，林飞凤更
是对养老充满了危机感。和
大多数“丁克”一样，他们也
计划着，如果两个人哪天真
的有一个不能自理了，就一
起去住养老院。但现实似乎
并没有这么容易，这两年，林
飞凤和老伴陆续考察了好多
家条件不错的养老院，但都
被告知必须有送养人，养老
院担心无子女老人无法承担
各种费用或出现紧急情况时

“没人做主”。

其实，在明星中也有不
少“丁克”一族，譬如现年 60
岁的葛优和妻子贺聪、现年
55岁的冯远征和妻子梁丹妮
等，更多老年人所熟知的知
名表演艺术家宋春丽也是

“丁克”。
67岁的宋春丽是国家一

级演员，1978年，她与中央音
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孙维熙结
婚。婚后第三年，宋春丽在
黑龙江拍摄影片《奸细》时，意
外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
已拍了200多组镜头，不知该
怎么办，在电话里哭着要丈
夫拿主意。孙维熙当时考虑
到妻子争取到这个角色不容
易，临时换角色也会给剧组
造成很大的损失，于是劝妻
子做了引产手术，等过两年
再怀孩子。

没想到，此后宋春丽迎
来事业上的一个又一个高
峰，几乎拿遍国内各种影视
大奖，成为荧屏上的“第一
母亲”，而生孩子的事也一
晃就耽误了 10 年。最终，考
虑到身体条件，宋春丽和孙

维熙选择了做“丁克”。孙
维熙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
时，宋春丽依旧在外忙于拍
戏 ，一 是 出 于 对 事 业 的 热
爱，二是她深知“丁克夫妻”
到了晚年都得靠自己，尤其
经 济 方 面 必 须 未 雨 绸 缪 。
她曾对老伴说：“趁我现在
还能拍戏挣钱，咱们得为以
后做打算。”

然而，退休在家的孙维
熙却倍感孤单，他曾在给妻
子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老
年寂寞锥心刺骨，家里静得
像寺庙，我真想逃离。……
难道我注定要孤老终生？难
道咱们的生活状态就这样持
续到生命终点？”老伴的心灵
独白，震撼了宋春丽。之后，
她调整了人生规划：每年只
接拍两三部戏，把更多时间
用来陪丈夫，旅游、健身、走亲
访友、热心公益。2007年时，
有媒体披露，为了弥补没有
孩子的遗憾，宋春丽领养了
一个女儿，一家三口其乐融
融，他们的侄子对两位老人
也关怀备至。

案例1：老“丁克”将财产遗赠邻居

案例2：走访多家养老院都遭婉拒

案例3：已在为抱团养老做准备

案例4：明星“丁克”领养孩子

制度关怀渐向“丁克”靠拢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