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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而社會整體仍能保持穩定和諧的重要切入

點。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

增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

價勞動力源源不斷的供應

無疑是一個關鍵因素。農

民工一方面來源於農村這

個不斷為城市孕育輸出精

壯勞動力的儲備器、儲水

池；另一方面則來源於農

民工再生產，即第一代農

民工子女在一系列制度條

件下被再生產為新一代農

民工。在再生產機制作用

下，後者成為了農民工的

主力軍。新一代農民工雖

然地位結構仍與其父輩相

同，都處在城市社會的底

層（次級勞動力市場），但

心理結構已然發生巨變：

一則他們有著比父輩更為

強烈的「城市夢」，農村成

為了「回不去的故鄉」；二

則其對美好生活有著遠超

經濟範疇的憧憬嚮往，參

照群體也悄然從村民轉變為市民；三則制度環境

並無重大改變的前提下，新生代農民工的相對剝

奪感尤為強烈。

逆風飛揚的農民工子女：

一項質性研究
■ 閆伯漢、梁玉芯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上世紀80、90年代，
伴隨中國社會經濟的大

轉型，發生了勞動力從農

村到城市的大規模流動，

這些農業戶籍的工人，被

稱為「農民工」。多年的

經濟束縛，生存權必然為

第一要務，這使得生長於

農村進城務工的「第一代

農民工」有著非常單純的

想法：在城市掙錢，回農

村老家蓋房娶妻生子頤

養天年。對他們而言，所

謂美好生活不過是在解

決溫飽的基礎上相較過

往自家、同村村民經濟狀

況的改善。由參照群體選

擇而引發的心理結構使

得現實與感覺相背離，即

第一代農民工雖身處嚴

重缺乏權益保護的城市，

從事著收入低、環境差、

勞動時間長強度大的工

作，面臨著住房條件差、

子女入學困難等諸多現實問題，卻沒有產生出強

烈的剝奪感，因此，對社會治理也並沒有構成大

的挑戰。這是理解近三四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

摘  要：農民工子女這一公認弱勢群體的前途命

運問題一直廣受關注。已有的無論是大樣本調查

研究還是選取典型樣本的個案分析都傾向於以

結構性視角探析其階層再生產命運的發生機制，

仿佛這是一個固化的、永遠沒有向上流動機會的

群體。然而，一些高學業成就的農民工子女挑戰

了這一結論，他們逆流而上、逆風飛揚，成功實

現了階層跨越，表明低階層子女的向上流動並非

全無機會。本文以自我民族誌與深度訪談相結合

的方法，圍繞這些階層跨越者「如何克服重重困

難才達至今天的成就」這一主題收集資料。發現

在艱難困苦的衝擊逼迫下，一些農民工子女淬煉

出的堅強獨立性格，堅韌不屈、發奮圖強的意志

是有助於學業成功的個人條件；家長的言語鼓

勵、行為垂範，家庭的經濟支持、較高的教育期

望、理解型親子關係是有益於學業成功的家庭條

件；對結構性因素的趨利避害是有助於學業成功

的外在條件。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社會流動；自我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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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變化，對社會治理提

出了嚴峻挑戰。為應對這一挑戰，要重視農民工再

生產問題的研究，分析農民工階層再生產發生的

原因、機制過程，分析可能改變農民工子女重蹈父

輩覆轍的方法路徑，因此也需要將農民工研究與

農民工子女研究結合起來，在關注農民工自身勞

動力再生產的同時也重視勞動力再生產的延續，

這種研究方式屬於農民工 ∕農民工子女研究的再生
產視角。這一視角下的研究策略，既重視宏觀、中

觀的結構性力量、制度性因素分析，又注重微觀具

體的過程機制分析；既強調結構性力量、制度性因

素的形塑規製作用，又突出主體的創造性與能動

性。[1]作為對這一研究策略的回應，在實踐上，理

應既要有作為整體的農民工子女發生階層再生產

的分析研究，也要有部分農民工子女逆風飛揚，實

現向上流動的原因研究；既要有留守、流動經歷的

消極影響分析，也要有留守、流動經歷的積極效應

研究。而現實是，已有的無論是大樣本調查研究

還是選取典型樣本的個案分析，幾乎全部集中於

前一個方面，即注重留守、流動兒童重蹈父輩覆

轍，發生階層再生產的結構制度性原因分析或機

制分析，注重留守、流動經歷的負向效應分析，而

缺乏對農民工及子女抗爭努力的重視，忽視了部

分農民工及子女克服留守或流動過程中重重困

難，最終實現向上流動的事實。

鑒於此，本研究試圖以逆向分析的策略，聚焦

於一些身處困境的留守兒童、流動兒童逆流而上、

逆風飛揚的案例，注重這一群體克服留守或流動

過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難，獲得良性發展，最終擺脫

再生產命運實現向上流動的原因與機制分析。以

期對主體的能動性進行分析的同時，在機制分析

中以逆向的角度驗證已有階層再生產研究中得出

的結構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從而為包括留守

與流動兒童在內的弱勢階層之發展及政府部門相

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啟示意義。

研究對象為上述研究目的的實現提供了保

證。按第一批留守、流動兒童出現於20世紀90年代
初算，如今他 ∕她們中的大部分人也已成家立業。那
麼，他 ∕她們的現狀如何？社會地位怎樣？這是顯
而易見並且是可測量的。即使如再生產理論所預

言的那樣，他 ∕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重蹈了父輩的命
運，也必然有部分擺脫再生產命運實現向上流動

者。生命歷程理論認為，個人的生命歷程嵌入了其

所經歷的事件之中，同時也被這些事件所塑造，而

且這些經歷事件的影響狀況取決於其何時發生於

這個人的生活中。[2]那麼，發生於這部分「成功者」

童年時期的流動或留守經歷對其今天的生活有著

怎樣的影響？他們又是如何通過自身的選擇與行

動，利用所擁有的機會，克服環境的制約，從而建

構自身的生命歷程的？這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

題。

二、文獻綜述

中國社會貧困階層子弟的向上流動研究、留

守流動經歷的正向影響研究與抗逆力研究文獻為

本研究提供了借鑒。

中國社會貧困階層子弟的向上流動研究文

獻，一般將獲得優質高等教育視為成功的標誌，以

自我民族誌或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進入精英大學

「寒門」子弟的成長敘事，聚焦其求學、階層跨越

過程的情感體驗，認為「寒門」子弟向上流動雖然

困苦艱辛，但也並非毫無出路。這些文獻及相關

主題的研究將原生家庭對底層子女階層旅行的影

響機制總結為：「寒門」家境以其特有的文化資本

形塑著子女的目標，磨礪和激發了他們的抱負水

平、成就動機與向上流動的欲望；[3]「寒門」背後

對知識改變命運的渴望，充滿愛的家庭氛圍、重要

他人的身教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子女對學業的

追求；[4]寒門生活的底層勞作錘煉了心志，培養了

耐受力、毅力、移情理解力等成長品質；[5]家庭資

源的匱乏、遭遇的苦難是「寒門」子弟不竭學習動

力的源泉，也塑造了其頑強的學習意志力、高度的

學習自主性和強烈的共同體意識。[6]總之，個人的

成功嵌入在多重結構因素與個人努力之中，因物質

條件的限制，「寒門」子弟的向上流動困難重重，但

「寒門」家境也會激發出努力奮鬥、頑強堅毅的品

質，最終使一些底層子弟突破了物質的局限，實現

了階層的跨越。

由於農民工子女是一個公認的弱勢群體，因

此已有的相關研究多側重探討留守、流動經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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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體弱勢地位的關聯，強調留守、流動經歷的

負面影響效應。事實上，父母外出務工經商、子女

留守在家的親子分離固然會對未成年留守子女的

成長發展造成負面影響，[7]但也應看到，父母外出

工作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收入的提高可增加教育

投資，改善教育資源，減少子女參與勞動的時間，

改善營養狀況等，這些正向效應可能抵消親子分

離的負面效應。[8]跟隨父母的鄉-城遷徙固然可能
導致流動兒童原有社會關係斷裂、傳統支持資源

減少、學業連續性中斷、入讀公辦學校不易、新環

境適應困難、遭受歧視等諸多不利影響，但也應

看到，在城鄉二元結構中發生的從鄉到城的遷移，

其實就是從貧乏到富足環境的遷移，從劣質教育

資源到優質教育資源的遷移，這無疑對流動兒童

的發展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已有研究也證實了

鄉城流動對於兒童發展的正向效應。[9]

抗逆力（Resil ience）指個體克服困境，積極
適應的品質和能力。[10]抗逆力理論認為，在個體

發展的不同階段，常常會面臨一些對成長發展產

生消極影響的風險因素，但能夠緩解、降低風險因

素負面影響的保護因素的存在，能夠使個體在遭

遇逆境後，重新建立平衡，作出理性的選擇。[11]因

此，保護因素的構建是抗逆力理論的核心。[12]就

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而言，正是由於成長過程中

某些保護性因素的缺失，導致遭遇的風險因素無

法得到有效控制，才對其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流

動兒童主要面臨社會排斥與歧視的風險，留守兒

童遭遇的風險則是更難以從家庭內部獲取保護性

因素，因此，為促進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的健康發

展，應從兒童自身、學校、家庭、社會及宏觀的社

會環境政策體系方面構建保護性因素，具體方式

包括制度支持、心理輔導、構建良性親子關係、改

善溝通方式、完善溝通渠道等。[13]

從上述綜述可知，與保護因素構建、留守流動

正向效應的研究對結構性因素的強調相比，貧困

階層子弟的向上流動研究更為重視個體努力對於

向上流動實現的意義。本研究則發現，底層向上流

動的實現不僅需要個體的加倍努力，也需要家長、

個人契合一般的有利於成功的結構性因素，善於

利用有助於成長發展的客觀機會條件。

三、調查對象與研究方法

1.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首先為童年時期有著留守

或流動經歷的成人，即其曾經為「留守兒童」或

「流動兒童」。已有研究表明，留守∕流動經歷對兒
童成長發展的影響與留守∕流動時長有著密切的
關係，只有那些在童年時期發生較長留守∕流動行
為的經歷才會對其成長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14]

因此，我們選取的調查對象都具有一年以上的留

守∕流動經歷。
在符合上述條件的基礎上，他們應該是避免

了重蹈父輩覆轍、擺脫了再生產命運、實現向上社

會流動或為向上社會流動的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

的人。那麼，依據什麼標準判斷曾經的農民工子女

擺脫了再生產命運，獲得了地位的提升呢？即如

何定義「成功」呢？人生贏家？身心健康？良性發

展？學業成功？事業有成？家庭幸福？顯然，關於

何為「成功」從來眾說紛紜，很難統一。由於在社

會分層與流動研究領域，教育一直被視為獲取社

會經濟地位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優質高等

教育的獲得作為衡量成功與否，判斷社會地位高

低的關鍵指標，而優質高等教育指在985、211以及
公認排名靠前的二本院校的教育經歷。

2.研究方法

從2018年4月到2020年1月，圍繞「如何克服重
重困難才達至今天的成就」這一主題，課題組對

有著1年以上留守或流動經歷，年齡19歲到23歲之
間，就讀於985、211或優質二本院校的37名本科學
生進行了調查（編碼方式為L+性別+序號或M+性
別+序號，其中L為留守兒童，M為流動兒童，男性
編碼為M，女性編碼為F）。深度訪談法與自我民
族誌相結合為資料收集方法，當然，本研究所使用

經驗資料並非一次調查所得，而是突破原來提綱

多次調查逐步收集的，而且為了使資料更為詳實

細緻，也深入訪談了一些留守、流動兒童的家長。

四、逆境下的情感體驗： 

堅韌不屈、獨立自主

親子分離是留守兒童面臨的主要困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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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排斥與歧視則是流動兒童面臨的主要問題。雖

然兩者面臨的具體困難有異，但成長環境的變化、

破壞是共同的問題，而且，一般而言，作為一個公

認的弱勢群體，留守與流動兒童家庭經濟收入較

低，父母的教育程度不高，可以利用的社會網絡資

源有限。這些艱難困苦的普遍存在就是大樣本調

查研究得出農民工子女發生階層命運再生產結論

的主要依據。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艱難

困苦也是如此，它可能給很多人的生活發展帶來

重重障礙，甚至摧毀其努力的意志，但一些人卻在

逆境之下迸發出堅韌不屈的意志，鍛造出獨立自

主的品質。我們調查的這些階層跨越者普遍都有

著這樣的情感體驗。

因為當時家裡很窮，爸媽才迫不得已外出打工，

他們打工是很辛苦的，而且剛開始掙的錢也不多，每

年他們會給我爺我奶四百塊錢作為我和我姐的生活

費，吃穿用度都挺省的，我穿的衣服基本都是我姐穿

過的，而且每年過年也很少買衣服，身邊有些大人經常

會開玩笑說我穿的跟要飯的一樣，報補習班興趣班什

麼的更別說了，寫字用的本子也很少買，而且買的都是

那種便宜劣質的。我爺我奶年齡都大了，一般我自己能

幹的都會自己做，像疊被子啊，洗衣服，掃地什麼的都

是我做，我姐在家裡上學的那幾年，我姐也會做。而且

在我爺家，我爺種田，到農忙的時候也會幫忙幹活，平

常也會放牛。我是一個不怕苦不怕累的人，而且特別獨

立，自己能解決的（事）就會自己解決不會去依賴別人

或是怎樣，這可能與我的經歷有關吧。（L-F-12）
爸媽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爸爸幹建築工，媽媽做

清潔工還有其他零工，我知道他們能帶我來城市上學

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們租住在非常小的一間房子裡，爸

爸的衣服經常髒髒的，經常看著很疲憊，就是那種倒

頭就能睡著的樣子，我知道他們都很累很忙，（所以）

有什麼煩心事，受人欺負什麼的也從不給他們說，也不

和同學攀比要這要那，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學

習，考上好的大學留在城市，找個好的工作才能回報他

們，讓他們享福。（M-M-34）
有時候看著城裡孩子爸媽光鮮休閑的樣子，再

看自己老爸老媽衣著土土的樣子，確實有自卑的感覺，

但除了自卑還有不服輸的勁頭，我就想，我爸媽現在不

如你爸媽，但將來我一定比你強，（所以）我就特別努

力刻苦，我相信努力能夠克服一切困難，這是當時的想

法，現在不是這樣想的，但正是當時這種想法讓我學

習一直優異。（M-M-20）

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人的孩子如何

能夠早早當家呢？不過是艱難困苦的逼迫罷了。對

留守兒童而言，面對親子分離、家境貧困的衝擊，

必然帶來親情缺失，學習條件匱乏等挑戰，但同

時也可能淬煉出對其以後的學習、就業創業都有

幫助的堅強獨立的性格；對於流動兒童來說，面對

城鄉差異、環境適應、物質條件貧乏的衝擊，可能

會對其心理發展、學業持續構成極大的挑戰，但

同時也能夠培養其堅韌不屈、發奮圖強的意志。總

之，這些留守、流動兒童在艱難困苦的衝擊逼迫之

下，以堅韌不屈的意志、獨立自主的品質進行了行

之有效的回應。

五、重要他人的影響： 

品質塑造、教育期望、教養方式

「重要他人」指對兒童的成長發展有著重要

影響的人，父母為最常見的重要他人，除此之外，

祖父母、老師、同輩群體等也可能是兒童發展的

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對兒童的影響既包括言語的

鼓勵引導，包括行為的垂範榜樣，也包括物質資源

的支持幫助。重要他人的影響是本研究部分調查

對象總結的實現階層跨越的重要因素之一。具體

而言，重要他人的言行、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品質塑

造、融洽親子關係的建立作用重大，重要他人的教

育期望會影響兒童的教育期望進而影響其學習主

動性、學業成績。

相對於我爸，我媽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她是個很

堅韌的人，我和我哥全靠我媽拉扯長大，我爸當時屬於

特別不負責任的狀態，我們離開（返鄉）的前段時間，

我媽的手被砸斷了，骨頭碎了的那種，幹不了活。我爸

天天賭博不回家，我們放學回家，我媽用一隻手把米都

淘好，菜也洗洗等我們回來，我（們）幫著她炒菜。後

來我才知道，有一天晚上，她在天橋上想自殺，但是想

著她死了，我爸指望不上，我們就會沒人照料，所以忍

下去了。我就想，一個人能想到死又回來面對生活，到

底是有多勇敢。（M-M-21）

M-M-21還講述了更多的關於母親的故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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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流動中的苦難經歷，帶給他挫敗感的同

時，也磨練了其意志，特別是母親堅韌的性格，深

深地影響到他以後的學習和生活。

對於父母雙方外出務工的留守兒童而言，成

長過程中父母長時間不在場，監護任務常常由祖

父母或其他親戚代替，這時監護人的言行、教育

方式就相當重要。

我父母雖然常年不在家，但我爺爺奶奶對我的教

育沒有落下，作業指導時他們幫不上忙，但我爺爺總

是嚴格要求我，勸說我不要著急，字要寫工整，凡事要

耐心，他說學習就如種莊稼一樣，認真料理才能高產。

有時候天氣炎熱，奶奶就一直在旁邊給我扇扇子，驅

趕蚊子飛蟲。（L-F-7）

除父母外，老師也常常會對兒童的成長發展

產生重要影響。

在新疆學習時期我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老

師——王波（化名）老師。如果沒有她也許我就不會考
上大學，不會有正確的價值觀。她接手我們班的時候是

（小學）2年級，那時的我是一個不愛寫作業成績不好
的學生，但老師並沒有放棄我，她了解到我的父母因為

工作繁忙而無法照看我後，為我找了一個離我家近學

習好的學生監督我的學習。王老師還親自指導我的學

習，寒暑假都會讓我去她家裡補習，也交付我一些能

夠勝任的任務鍛煉我的自信心。王老師不僅在學習上

指導我，也在生活上為我引路。父母忙於工作對我的

思想等方面關注不多，（他們認為）只要成績好一切都

好，王老師卻教我為人處事的道理，甚至女生最隱私

的生理問題都是王老師教我處理的。能遇到王老師這

樣的班主任是我一輩子的幸運！（M-F-35）

可以看出，對於流動兒童M-F-35來說，王老師
的出現彌補了家長教育指導的不足，是對其成長

發展有著巨大影響的重要他人。

教育期望——讀書有用論

關於農村青少年輟學現象的研究發現，因農

民遷移流動而被強化的市場力量使得功利主義價

值觀泛濫是農村青少年輟學現象嚴重的重要原

因。[15]「讀書無用論」就是功利價值觀的一個典

型表現。但在我們調查對象的家長這裡卻是另一

番景象，他們普遍堅信「讀書有用論」。

我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你管放心（方

言），家裡就是再窮，無論你上學上到哪，我砸鍋賣鐵

也供你」，這種話她說過很多次。（M-M-21）
我爸經常說的是，你只管學好習，錢的事交給我

們（爸媽），割麥勞動的事你也不用操心，把學上好了，

考個好大學，將來也就不會像我這樣幹出力的活了。

（L-M-3）

父母的諄諄教誨是殷切的期望，期望孩子考

上好的大學，期望孩子功成名就，這份期望能夠轉

化為孩子對自身的高期望，最終轉化為孩子學習

的熱情與動力，從而有利於促進學業成績。當然，

有時過高的期望也會產生壓力，不利於子女的心

理健康、學業發展，L-M-3說：「有時候沒有學習
（而是）正常的玩耍，就會有負罪的感覺，老感覺

對不起辛苦勞動的爸媽！」另外，有些家長的期望

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流動兒童M-F-22談到：
「記得大人經常逗我和弟弟，長大了打工掙大錢

好不好，我媽就會在旁邊教我們說『我們要好好

學習，將來考大學，掙得錢比打工多得多』」。顯

然，從M-F-22母親的話裡明顯能夠感知到「功利」
的色彩，即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將來能夠掙更多的

錢，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教育外的其他途徑的否

定，無疑迎合了當前應試教育的要求，同時降低了

子女輟學的風險。除了言語上對孩子的鼓勵打氣，

這些父母們也會從行動上支持孩子的學業，具體

可歸納為幾點：

（1）「全力的」支持。在經濟方面，雖然經濟
收入有限，但有些家長還是會竭盡全力支持子女

的學業。

爸媽打工幾年後，經濟狀況好一點了，家裡也有

了電視，吃的穿的用的比之前好了很多，特別是學習方

面，買本子、買書籍的錢隨要隨給，只要我需要的學習

用品他們（爸媽）都會買給我，每年開學之際還給我買

件像樣的衣服。（L-F-12）

一些家長在有限的經濟條件下，拿出很大一

部分收入給子女報輔導班。

我家收入不高，爸媽雖然很儉省，但畢竟城市生

活開銷大，特別是我又在城裡上學，生活過得緊緊張

張，經常聽到爸媽談論又沒錢了，當時我上五年級，數

學不好，爸媽很著急，看好多城裡的孩子上輔導班，也

給我報上了，一節課七八十塊錢，一次交了很多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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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能看出我媽很心疼，但還是交了。（M-M-28）

甚至有些流動家長認識到城鄉學校教育的巨

大差異之後，想方設法讓子女在城市接受學校教

育，在經過反復打聽盤算後，認為家庭收入無力支

撐子女在大城市的教育生活費用，於是採取了折

中的策略，讓子女在距離老家較近的縣城上學。

我從老家轉到縣城上學是（小學）四年級的時

候，我爸在福州打工（收廢品），我在老家縣城上學，

我媽在縣城租了房子陪讀做飯，我媽說我家的錢幾乎

都用在我和我弟上學上了。（L-F-14）

這既表明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也反映了

家長經濟上對子女教育的全力支持。

（2）「有限的」幫助。調查發現，不少家長由
於自身教育水平及工作繁忙的原因，很難也很少

參與到孩子的學習過程之中，比如孩子的學業輔

導等。因此當孩子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只能通過鼓

勵、陪伴、上輔導班等方式進行有限的幫助。

剛上學的時候，我開竅特別慢，尤其是對於數學。

那時候我晚上寫數學作業都是哭著寫的，我母親看我

哭得那麼厲害，就在旁邊給我扇扇子陪我，跟我說話

讓我別著急。（M-M-21）

這種真切卻「有限」的鼓勵是M-M-21堅持不
懈的動力，也是弱勢家庭對先天劣勢做出的力所

能及的回應。但客觀而言，這種方式存在著明顯的

不足，因為其作用的發揮主要取決於幫助對象的

自身特質，比如對於「懂事」、「堅韌」的M-M-21是
有效的，而對於他調皮的哥哥則只是「學習差」的

藉口。

（3）「堅決的」拒斥。一些農民工家庭對「學
習有用論」的篤信，除了在經濟上全力支持、學業

上有限的幫助之外，還通過堅決拒斥影響學習的

負面因素來強化。

M-F-22一家居住的城中村有來自全國各地的
打工者，人們工作之餘的娛樂活動最常見的就是

打牌、打麻將，談論話題最多的就是掙錢、發財。

M-F-22談到：「那個時候，我媽堅決不讓我倆（我
和哥哥）看大人打牌，並且還嚇我們說誰學打牌

就把誰趕出家去。」

「理解型」教養方式 ∕親子關係

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指出，家庭教

養方式存在明顯的階級差異，相較底層家庭「自然

成長」的教養方式，優勢階層「協作培養」的教養

方式更有利於兒童的成長發展。[16]「協作培養」的

顯著特點之一為語言運用中的協商，也就是說，相

比簡單地對孩子發號施令，家長更傾向於和孩子

進行協商討論，孩子也可以反駁成年人的話語，表

達自己的觀點。然而，在我們調查對象的家庭中，

教養模式既不同於「自然成長」，也有別於「協作

培養」，而是類似於「協作培養」的一種「理解型」

教養方式或親子關係。之所以說是「類似」，是因

為除了協商的成分外，子女很少有類似「反駁家

長」的行為，而是很「懂事」地表達觀點，家長也因

為有「虧欠」的意識，通常也會選擇傾聽孩子的想

法，「理解型」的親子關係得以建立。

當談及「與父母關係」的話題時，M-F-22說：
「我的父母是屬於那種脾氣比較好的，從小到大

基本沒有打過我，弟弟作為比較皮的男生也是很

少（挨打）。」

M-M-21說：「我和父母的關係還好，他們沒
咋怪過我，因為我比較聽話。我哥哥就比較皮，每

次他闖禍惹我媽生氣，我媽就絮叨我們不聽話，說

她拉扯我們多不容易，甚至還哭了好多次，所以我

不敢闖禍……」

可以看出，兩位流動兒童與父母「衝突」較少

的原因除了與父母對待孩子的「好脾氣」有關外，

更重要的一點是，其父母通過日常的「訴苦」、「叮

囑」等方式向他們傳達了生活的辛苦，撫養的不

易，這種經常重複的規訓行為，使得子女內化了這

樣一種情感，即「要聽話」。

關於親子關係這一主題，也深入訪問了家長

一方。M-F-22的母親說：我和雪麗（M-F-22的小
名）她爸沒啥本事，也沒文化，人家父母給的我們

會儘量做到，雪麗本身就比較懂事，帶她上街她從

來不主動要東西，我教她不准隨便接受別人的東

西，她記得可清了，每次非得我同意了她才會伸手

……」M-M-21也提及自己的父母也時常有意無意
中流露出「虧欠」子女的情感，另外，因為父母文

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接觸新生事物尤其是電子產

品時會主動向他和哥哥詢問操作方法，他們也會

因此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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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在這些農民工家庭內部，一方面，

子女在內心建立起了對父母辛苦操勞的認同；另

一方面，父母也會基於「虧欠」心理而體諒孩子，

一種「理解型」教養方式 ∕親子關係得以建立。無
疑，這種教養方式、親子關係不同於「自然成長」

模式，也與「協作培養」模式有別，但確是現實條

件下有利於子女成長發展的一種模式。

六、外在結構性因素：趨利、避害

客觀而言，弱勢家庭子女無法僅僅憑靠堅韌

的毅力、獨立的個性實現逆天改命；重要他人的

精神感召、言語鼓勵與行為榜樣對於子女發展確

實多有助益，但也僅僅起到輔助引導作用。在擇優

錄取的績效主義原則下，要實現階層的跨越，就要

有好的學業成績，而好的學業成績的獲得並不能

與努力刻苦畫上等號。說到底，「成功」要契合「成

功」的條件。就兒童的學業成績、成長發展而言，

它受到兒童生活其中的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影

響，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是兒童直接面對的家庭、

學校等近端環境，另一部分，則是距離兒童較遠

的文化、制度等遠端環境。

上述分析主要集中於階層跨越者的個人品

質、家庭條件，顯然，還有諸多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沒有涉及。而當我們聚焦於外在的結構性因素時，

會發現一些實現了向上流動的農民工子女或在家

長的有意設計下把握住了提升學業成績的關鍵因

素，或幸運地避開了一些風險因素的干擾。

1.趨利：對優質學校的追求

前文提及的L-F-14有著長時間的留守經歷，
在她剛上小學一年級時爸媽就外出務工，留下她

和5歲的弟弟由爺爺奶奶照看。四年級時，L-F-14
轉學到縣城一所公辦學校就讀。我們就轉學的原

因問了她的母親。

剛開始我和她爸都出去（打工），什麼都幹，清潔

工、工地拉沙子石子、收破爛（廢品），淨出力了，也沒

掙上錢。有一天晚上和她爸閑聊，她爸說：咱倆到處跑

（打工）是為啥？不就是為了JC、JH（兩孩子的名字）
將來過得比咱倆好嗎！要想過好不出死力，這世道一定

要讀書，有學問，上大學。咱倆沒文化，不能幫他倆（學

業輔導），老家的學校那破爛樣也不行，你看咱旁邊

的CL小學（一所城市公辦學校）多好！這樣吧，咱掙的
這點錢也不夠把他倆接來上學，H X（L-F-14母親堂
弟的名字）不是在縣城實驗小學嗎，讓他想想辦法，讓

JC、JH進去上學，你就在縣城租個房子給他倆做飯好
了，我一個掙錢就行了。

於是，經過一番努力，L-F-14和弟弟就入讀了
縣城實驗小學。雖然家庭勉力維持，但兩個孩子

的成績相比在老家時提升明顯。

關於城鄉學校的差異，具有兩地就讀經驗的

兒童有著切身的體會。印象深刻的是，對城市農村

學校差異的描述，幾個有著兩地就讀經驗的被訪

者同時用到了「碾壓」一詞，即城市的學校無論在

教學設施、師資力量上都完勝農村的學校。家長

對於這種差異也心知肚明，對一些流動家長的深

入訪問後發現，改善子女的教育條件就是其流動

的主要動機。

我剛開始來城裡是為了掙錢啥都幹，後來我撿起

了老手藝（木工），幹這活不一定在城裡，老家（農村）

也一樣掙錢。但在老家孩子怎麼上學呢！老家的學校

給（與）城裡的學校沒法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就

是城裡的最差的（學校），也比老家最好的（學校）好！

（所以）為了孩子也要（在城裡）待下去。（M-M-29的
父親）

M-M-29的父親還詳細講述了其在城裡為孩
子尋找就讀學校的曲折經歷，言語之間，盡是艱

難，但好在最終如願，以前所有的心酸，都隨著孩

子的入學而煙消雲散。

2.避害：對歧視行為的應對

制度性歧視及引發的其他歧視行為是流動兒

童面臨的一個風險因素。調查中，當被訪者在流動

城市曾經遭遇過歧視行為時，對歧視行為的應對

是一個必談的話題。M-M-21和M-F-22及其父母的
應對策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M-M-21所上的是一
所教學質量很好的公辦學校，班級裡只有少數幾

個流動兒童。他描述道：

我真正感受到歧視的情況有是有，但比較少。在

我們家住的那個地方，幾乎都是外來人口，我跟他們

接觸的時候最起碼是不會有歧視的。在學校裡面，偶

爾會有當地同學說我們『鄉巴佬』，我會很生氣跟他們

鬥嘴，但也總會有跟我一樣的同學（流動兒童）幫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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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大人一般也會告誡我別跟那些看不起人的同學交

往。

M-F-22所上學校的教學質量處於同區學校的
中下游，班級中流動兒童與本地兒童數量相當。流

動兒童與本地兒童經常發生口角，甚至肢體衝突

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最嚴重時，班裡分為兩派，互不來往，作業也分開

交。最後鬧到老師那裡去，老師出面調解，組織大家一

起做活動，才有所緩解。

M-F-22還談到，大人們由於擔心孩子受欺負，
讓大的孩子帶著小的孩子一起上下學，讓多交一

些同為流動兒童的朋友。並且教會了孩子一些與

城裡孩子理論的話，如「你們城裡人有什麼了不起

的，沒有農民你們吃啥，再說了我們來這個地方也

是為你們搞建設」（M-F-22的母親）。
可以看出，面對歧視性行為，流動兒童與家

長的應對方法主要有：語言上的反駁、交友上的迴

避以及行動上的抱團。面對不公平的歧視，口頭上

的反對是最為直接的回應方式，M-F-22母親的話
語就屬於這類，同時，母親的意見也為孩子提供了

支持和反駁類似舉動的「權威」依據，這不僅彌補

了孩子心中的失落，也有利於維護其自身的權益。

交友上的迴避與行動上的抱團之間實際上是相通

的，按照家長「不要和看不起人的孩子交往」的吩

咐，流動兒童應儘量避免和當地孩子交往；為了確

保不受傷害，則需要儘量一起行動。我們將流動兒

童、家長應對歧視的策略稱為「基於多元地域的反

歧視文化」。這種文化實質上是一種被迫建立起

來的自我保護文化，目的是減小受到傷害的風險，

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抗」。雖然如此，其對於

流動兒童的成長依然彌足珍貴。

七、結論與討論

農民工子女這一公認弱勢群體的前途命運問

題一直廣受關注。已有的無論是大樣本調查研究

還是選取典型樣本的個案分析都傾向於以結構性

視角探析其階層再生產命運的發生機制，仿佛這

是一個固化的、永遠沒有向上流動機會的群體。

然而，一些高學業成就的農民工子女挑戰了這一

結論，他們逆流而上、逆風飛揚，成功實現了階層

跨越。這部分成功突圍的群體如何擺脫再生產命

運實現了向上流動就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王寧強調了階層能動性對於低階層子女向上

流動的重要性，低階層子女可以通過確立積極的

人生態度，充分利用外生資源，克服階層背景的資

源劣勢，從而實現向上流動。[17]本研究發現，在親

子分離、物質匱乏、城鄉差異等艱難困苦的衝擊

逼迫下，一些農民工子女淬煉出堅強獨立的性格，

培養出堅韌不屈、發奮圖強的意志，這些「積極的

人生態度」是有助於學業成功的個人條件。家長

通過言語激勵、行為垂範對個體能動性的發揮、學

業成績的提升多有助益；家庭的經濟支持、較高

的教育期望、理解型親子關係是有益於學業成功

的家庭條件。在個體條件一定、家庭資源比較貧乏

的情境下，對外在結構性因素的「趨利避害」對學

業的影響顯得愈發重要。一些農民工家庭努力追

求對子女學業成績有著重要影響的優質教育資

源；一些家庭幫助子女避開可能不利於子女學業

發展的風險因素，這是有助於學業成功的外在結

構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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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Flying 
Against the Wind: A Qualitative Study

Yan Bohan, Liang Yuxin (School of Sociology,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destiny of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a generally recognized disadvantaged group,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Existing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with large samples or case studies with typical 
samples tend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he fate of 
its class reproduction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s 
if this is a solidified group that never has opportunities 
for upward mobility. However, som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ful careers challenged this conclusion. They 
went up against the awkward situation, f lew against 
the wind and successfully got ahead, indicating that 
the upward mobility of lower-class children is not 
impossible. This article uses a combination of self-
ethnography and 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around 
the theme of these class travellers “how to overcome 
numerous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today’s achievements”.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hardship, the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aracter that some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tempered, the perseverance, and the will to 
work hard are the personal condi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academic success; the parents’ encouragement, 
exemplary behavior, and family f inancial support,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an understand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re family conditions; seeking 
advantage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of structural 
factors are exter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social 
mobility, self-ethn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