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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韩晓燕      陈　赟

本书是我们两位主编与众多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索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产

物。我们在撰写和编著此书过程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资源，也得到了许

多人的热情帮助，他们的帮助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

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与我们共同分享时间、知识和思想。

首先我们要感谢社会工作界的老前辈吴铎教授，他欣然接受我们的恳求，

为本书作序。他在序言里将自己深刻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生们稚嫩的学习探索有

机结合起来，既提升了本书理论研究与实务经验整合的品质，又充分展现了前

辈提携后辈的胸怀。

我们感谢一直以来直接推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发展的罗国振教授，

他在序言里将社会工作论文特点与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起来，期望社会工作能为

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区治理的创新做出贡献。

感谢为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不懈努力的同事们，秋玲、赵鑫、吴同、姗姗、定

红、希希、海萍、郭娟，我们社会工作系教师虽少，但大家凝心聚力，兢兢业业，忠

诚专业，爱护学生。

感谢所有的研究生们，他们不但给我们这个对社会工作有强烈归属感的群

体取名为Han门，更是用异常的青春智慧和热情投入来促成这个群体的正面成

长。他们包括本书的作者陈刚、白娟、鹏飞、黄超、周弟、郭娟、文旻、晶晶、美玲、

厚永、丹丹、亚辉、美宇、孟群、薛婷、下放，也包括刚毕业的肖庆、王蕾、振军、莎

莎、刘璐、翠婷、王和、振江、杨彩、刘茜，还包括目前正在就读的卿晨、欣苗、培

程、功翠、王敏、陈静、丽君、宏宇、志鹏。特别要感谢王和与卿晨为本书的出版做

出的协调和努力。

感谢我们两位主编之间彼此的完全信任和价值共享，使我们有机会一起来

编著这本辑刊。我们无数次地讨论这本辑刊的主旨和体例，并决心一辑一辑不

断地编下去，把我们对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的共同探索记录下来。我们

期待通过每篇论文对社会工作理论和概念在具体实务情境中的运用分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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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本土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实现路径。

最后，我们要感谢愿意担任本辑刊学术顾问委员会和学术编辑委员会的所

有专家学者，有你们的无私付出与奉献，华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社会工作就有

希望。

我们衷心渴望每个生命能够富有尊严和价值，像自由一样美丽！



序　一
中国社会工作资深教授　吴铎

这是一本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集，是几届研究生在韩晓燕老师的

指导下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这些论文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题，展现出社会

工作专业学者的一些鲜明特点。

一是注重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是一种通过直接观察、访谈、

参与体验等方式，获取真实材料的方法。贯彻于社会调查方法之中的，是尊

重客观、尊重实际的精神。现代社会工作的奠基者们，对于所研究的问题，

都是以这样的精神，亲身参与社会调查，获取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进一步分

析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获取科学的认识，指导和推进实际工作。

欧美各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调查，如 J．斯托的《伦敦调查》（1598 年），

J．霍华德的《英国及威尔士之监狱现状》（1777 年），F．恩格斯的《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 年），F．勒普累的《欧洲工人》

（1855 年），C．布思的《伦敦居民的生活和劳动》（1890—1903 年）、美国的《匹

茨堡调查》（1914 年），《春田调查》（1920 年），《美国士兵》（1949—1950 年）

和“科尔曼报告”等，都是有影响的社会调查的范例。

我国开始用现代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最早的是 1914—1915 年北京社会

实进会开展的“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对中国农村和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情况进行的著名调查报告有：陶孟和、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

（1915 年），陈达的《社会调查的尝试》（1923 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1927 年）、《寻乌调查》（1930 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1933 年），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 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1938 年），张闻天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1947 年）等。这些调查成果，

有的对认识和推进我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收进本文集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些论文

继承了社会调查的传统，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年轻的论文作者们，是在用心做这件事。一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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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的孩子——家庭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初中后教育选择”的论文，开

篇有这样一段陈述：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来到城市生活已经 7 年，对于城市

我始终找不到一种归属感，然而当我回家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也回

不到以前那种农村的生活了。于是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边缘人”或者说“夹

心人”。这样的体验让我一直关注着在城市里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在研究

生期间，我一直跟随导师韩晓燕和曾育彪老师做 “结构性机会和障碍对农民

工子女成就动机的影响”的课题研究，我跟随老师完成了 18 个个案的访谈，

并且严格按照学术要求完成了逐字逐句的转录工作。在不断深入接触这些孩

子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孩子教育和职业

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孩子面临初中毕业后选择——他们人生的一个重

大转折点时，这一点更是凸显了出来。一篇题为“微观系统视角下城市新移

民子女身份的建构”的论文说：“笔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走进他们自己建

构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身份建构过程。”

这些陈述说明，注重社会调查，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在要求，应该将社

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过程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论文作者还将自己的人生

经历和所进行的社会调查融合起来，给专业的理性调查注入执着的情感推力，

自然更增强了社会调查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帮助弱者增能。社会工作的增能理念，主要是帮助服务对象提高自

己的能力。其内涵包括：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障碍抑制、阻滞了个人潜能的发挥；

个人的无力感是由于环境的不利而产生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会处于

弱势地位，是由于他们长期缺乏参与机会，进而造成自我负向评价、形成负

面经验，最终难以有效行动；经过个人、人际关系、环境等方面的有效互动，

人们的能力可以不断增强；应尽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为服务对象争取更多的

资源支持；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强调推动社会正义，尊重服务对象的自决和自

我实现；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应建立合作关系、伙伴关系等。

增能理念深深植根于社会工作之中。服务于人的各领域的社会工作，如

妇女和家庭社会工作、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

工作、失业者社会工作，以及其他特种人群的社会工作等，按照增能理念的

要求所开展的工作，具有专业特色，成效显著。

本书中一篇题为“外地来沪随军军嫂增能的行动研究——以 ‘媛动力’

家庭增能计划项目为例”的论文，相当深刻地阐明了增能理念在社会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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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作用。该文陈述道：“研究者在社工机构实习，参与了‘媛动力’项目，

有幸接触到外地来沪随军军嫂这一群体，所以与这一需要社会关注的特殊群

体有了直接沟通的机会，除看到军嫂们拥有的资源不足外，更亲眼看到了这

群军嫂们经过‘增能’计划后所展现的不同能力。因此研究者希望通过本研究，

以证据为本地展示这样一个事实：“这群受到环境限制，缺乏内心支持的外地

来沪随军军嫂，若能给予她们适当的关注和支持，实际上每个人都具备无限

发展的潜能……”。

“上海市 JP 街道家庭增能项目”是一项帮助“外来媳”的增能行动计划。

研究者发现，这些从外地嫁到上海的女性，与本地男性组成家庭后，既与一

般的家庭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相异之处，很多人属于“双弱势”的结合：

女性来自偏远地区，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男性则年龄偏大、身体残疾或者有

过不良经历。而通过增能项目的实施，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不同沟通方

式的探讨，以及小组工作中动力因素的推动，提升了外来媳群体的自尊自信，

增强了她们的家庭归属感、幸福感。

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也渗透着增能理念。研究者发现，青少年心理问题

主要是由家庭层面父母教育方式、沟通方式不当，学校层面教育压力过大、

教师教育手段严厉，朋辈层面同伴压力、同伴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而经过

三年的正面成长教育即增能行动介入，学生对朋辈、教师和父母的获助感显

著提升，对身边“益友”数量的评价显著增加，对教师和朋辈的情感认知也

呈显著性变化。总体上初中生人际交往整体认知变化明显。正如研究者所说：

“聚焦于发展青少年的能力和潜质比强调他们的问题更为有效。”

三是坚持理论探索。人们普遍对社会工作专业存在着认识上的一种误解，

以为这个专业只讲实务、方法、技巧，缺乏理论。这其实是对这个专业缺乏

了解造成的。社会工作理论，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元的问题，学界的认识、

解释、论述也不尽一致。社会工作是为人服务的工作，因而涉及人与社会的

关系及其本质、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运行机制进行的理论阐释，如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人的行为与社会过程的某一方面进行

理论阐释，如心理理论、道德理论、活动理论、标签理论；关于介入模式的

理论阐释，如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危机

干预模式、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等。有学者认为，对社会工作具体技巧和操

作方法的阐释，亦属于理论的范畴。可以说，社会工作理论是一个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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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体系，需要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进而得到发展。

本书体现了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探索，体现了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辩

证统一的追求。一方面，论文的作者们满怀热情地参与社会工作实务，对服

务对象开展调查、访问、参与活动、提供服务，细致观察，完整记录相关材

料；另一方面，他们对所获得的材料深入分析，从感性材料中提炼出理性认识，

做出理论分析和解释，力求升华到理论的高度。

本书中一篇题为“初中生街头少年的社会互动研究”的论文，将社会互

动理论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该文强调：“本文的研究选用青少年主体性视

角，更倾向于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互动关系，互为主体，

认为研究者同时也是学习者，在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学研究开展的过程当中，

把孩子作为主体的一方，尊重孩子的主观体验，充分互动，和孩子共同研究，

而不仅仅是研究这些孩子。”“探究街头少年这个群体的主体性表达，重视其

主体意义的建构，挖掘街头少年对于他们日常活动、行为、环境和互动方式

的评价、解释和理解，研究者希望通过描述、解释、理解和预言，对街头少

年从学校走向街头的过程进行归纳、提炼和解释，以达到理论上的建构”。

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存在着广阔空间。对于传统、国外的理论借鉴，需

要结合本土的实际，简单的移植、嫁接，会使理论变得枯黄，失去内在的活力，

变成一种时髦的标签。这是我们需要力戒的一种倾向。运用传统、国外的理论，

关键在于认真消化，得其要领，汲取精华。在社会学科领域，尤其是应用性

较强的学科，理论的运用多有交叉、互通、相容的情形，这既是一种客观的

需要，也体现了理论的兼容性。不应视社会工作理论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凡

对社会工作做出科学分析的理性思考和概括，都应视为社会工作的理论范畴。

而创新性的理性思考和概括，主要源于社会工作实践。只有坚持社会工作理

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推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这项任务，寄

厚望于年青一代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



序　二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　罗国振

2012 年，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的当天，我从学校老校区开完会

赶到新校区来送别这批学生的时候，时间已是傍晚，与学生们交谈之后，我

再赶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回到老校区继续工作。在十几年前，我不需要这样

在城市中心和远郊奔波于两个校区之间。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中心城

区商业活跃，小区规划整齐，本地和外来的人们在努力扮演各自的角色，匆

忙坚定的脚步与迷茫无助的眼神同时存在；而在新校区周围，这片上海远郊

区正在从一个老工业区向卫星城转型，大量的工厂和农房被拆迁，本地年轻

人搬到市中心工作和生活，老年人大多搬到安置房里，在市中心工作的新移

民租住在租金便宜的尚未拆迁的农房里，还有一些新移民租用本地人的土地

种菜卖菜。

这两个点的发展仅仅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走在社会变革最

前沿的上海对当今中国变化的感受尤其敏感和深刻。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我

们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而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总会将一部分人甩到社会

的边缘，因而，将这些人带到正常的轨道上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与社会工

作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契机相同的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呼唤社会工

作，而不同和更为强烈的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当中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对社会

和谐稳定的需求使得社会工作成为政府和公民福利的共同需要，不同于社会

工作最初的起源，社会工作在中国以其自上而下的路径应运而生。众所周知，

上海走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前沿。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包含专业的

理论、知识、技巧和伦理价值观等方面，它更需要面对具体服务对象并付诸

实践。当前，在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都存在着大量需要帮助的对象，它呼唤

着社会工作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方法去做好干预和预防工作。社会问

题的出现虽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同的环境和时间有其新的具体的形式，这就

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工作进行探究，深入到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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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经验，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社

会工作在中国发展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要让社会工作真正持续性、常规性地

开展工作，达到专业预期目标，专业化和职业化也是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在

中国、在上海发展社会工作，任重而道远。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自 2006 年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方向

的硕士生，2009 年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硕士生，2011 年开始招收社

会工作专业硕士（MSW）。韩晓燕老师自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第一天起一直奋

斗在专业发展的第一线，她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将国际社会工作

的最新理念和专业发展诉求带到内地，同时，秉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

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她也开始积极探索内地社会工作发展的特殊性。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韩晓燕老师创造各种机会，带领自己的研究生投

入到一线服务中。在经过社会的磨炼后，韩晓燕老师经常组织读书报告会和

纪录片讨论会，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经过几年的悉心培养，

在毕业论文写作环节，韩晓燕老师引导学生从专业和兴趣上寻找自己的研究

主题，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如今，这十几篇论文汇集成本书，研究的主

题涉及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教书育人”为标志的华东师范大学

最为注重的青少年和家庭研究、学校社会工作等领域。本书是年轻的作者们

在韩晓燕老师指导下践行和思考社会工作理念的结晶，是他们在探索中国社

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将研究与实务有机结合的分享。

2013 年，上海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我担任了理事

长，韩晓燕老师担任总干事。我们希望在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区周围——这片

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土地上继续追寻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轨迹，探索社

会工作服务的路径，为学生提供实务的机会，进行踏实的专业研究。通过这

些探索，希望能为社会工作学科的拓展和更美丽的中国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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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走一遭都是有使命的。今年

恰逢我的知天命之年，对使命的探索和践行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生命交待

方式吧。

1999 年，在澳门开会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遇到了我的恩师魏雁宾教授，

这使我此生与社会工作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2000—2004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攻读社会福利博士期间，是

我与社会工作相遇、相知、相依存的开始，“助人自助”“人在情境中”“整合

资源”“优势视角”“全人正面成长”“公平公正”“无条件接纳”……一系列

体现社会工作这个独特专业和职业所持守的理念和价值观进入我的头脑，与

我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的认知高度吻合。于是，我默默地下了决心，将与社会

工作的这份相识相知践行到每一天的生活之中。

2006 年，我有幸来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期间见证我青葱岁月的华东师范

大学，更有幸的是有机会创建自己热爱的社会工作专业。这些年来，非常感

激我的研究生们不离不弃地陪伴我成长，他们用无悔的青春和探究的智慧在

中国大陆极度贫瘠的社会工作田地里辛勤耕耘，以硕士论文的形式结出了一

份份异常珍贵的果实。

感恩于这些年来研究生们的全力付出和陪伴成长，我决心尽自己作为导

师的一份微薄责任，出版这本《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第一辑），

既作为我们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和理论知识及实务技巧的共同探索，也作为

他们青春美好的见证，同时还作为我们师生缘分的记忆停泊。

我期望为这本辑刊起个副标题，为“拾星者”。“拾星者”来自我初到香

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时获得的一枚素雅小书签，在这枚背景静谧温暖的

小书签上印着“拾星者的愿望”：

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正值潮退，沙滩上留下不少被冲上岸的

海星。年轻人不忍海星枯死，小心地逐一把海星捡回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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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过路人嘲笑他说：“留在沙滩上的海星这么多，你救得了多少呢？不

如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年轻人认真地对过路人说：“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但是对每只被

放回大海的海星来说，这就是一个生存的机会。”

有生以来也拥有过很多很多小书签，陪伴着嗜书如命的我，但从未想到

一枚小小的书签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读了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可能成立一个“海星之家”。在我的理

解里，社会犹如大海，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大海里搏击的小海星，也许一个偶然，

我们都有可能被冲上沙滩。在这个时刻，我梦想“海星之家”里有着这样的

年轻人，给予我们捧在手心里的温暖和爱，他的协助使我们获得重归大海的

机会，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再次拥有搏击的力量。

为着这个梦想，我的研究生们和我一起努力，终于在嘉宁的直接运作下

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注册成立了“上海海星之家社工师事务所”，其口号便是 

“爱＋温暖＝力量”。

在本书中，所有的论文作者都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海星之家”做出了贡献，

有些论文更是“海星之家”项目运作和专业探索的直接成果。

2013 年 10 月 21 日，一家直接以“拾星者”命名的新的民非机构在我们

的努力下诞生了，那就是上海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样，

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又多了一个全新的平台，重点探索政府职能转移和委托购

买社会服务的社会创新治理模式，协助镇政府培育和孵化能够满足居民需求

的各类社会组织，对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和专业推动，监督

和评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质量和进程，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全人

素质。

当我的梦想一点一点逐步实现的时候，在我感到欣喜和激动的同时，更

多的是惶恐和不安。我深深地知道，我的惶恐和不安来自目前中国大陆社会

工作的现状，来自大学教育里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

来自优秀社会工作者付出与获得之间的巨大失衡，来自中国文化和普通大众

思维与社会工作背后逻辑的艰难磨合，来自强政府与小社会的共舞智慧，来

自我内在自信和自我评价的某些不足……

在这样的惶恐和不安里，我告诫自己要学习我最尊敬的三个人：特蕾莎

嬷嬷、史怀哲和弘一法师李叔同，他们都是用自己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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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信念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不再活在惶恐和不安里，也要每天

为了自己信念里的社会工作做点事情，而本书正是我改变自己为社会工作所

做事情的产物。

本书共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辑录的 7 篇论文旨在探索中国大陆大规

模城市化进程中内部移民家庭和孩子的命运和出路，有从家庭社会资本视角

探索城市新移民孩子的初中后选择，有对城市新移民家庭策略的互动模式展

开探索，也有对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还有对民工学校与政府的

关系加以剖析。

第二个篇章辑录的是一组社会工作专业视角下的青少年重要议题，包括

初中街头少年、观护青少年、网络成瘾、大学生吸烟、社区青少年等，这组

论文旨在揭示青少年从“牺牲者”到“威胁者”的复杂逻辑，从而为社会福

利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工作服务的安排提供学理依据。

第三个篇章是我 7 年前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石丹理教授大力支持后引进的

长期项目，本项目基于两个理念：一是孩子今天没有问题并不等于为迎接明

天的任务和挑战做好了足够准备；二是每个孩子都是有待我们共同开发的资

源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篇论文是我们大陆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探索

的最初成果，更加系统和丰富的研究将在《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

第二辑里呈现。

第四个篇章聚焦家庭增能，是两个依据家庭“媛动力”计划的社区行动

研究，旨在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实务促进外来媳家庭和军嫂家庭的正面

成长。

韩晓燕





移民青少年

Part 1: Migran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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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流动人口 〇 1 的家庭化迁移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规模不断增大的

儿童青少年移民群体正越来越受到政府、学界和社会工作界的关注。

儿童青少年移民群体是本部分 7 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学校（特别是

民办学校）、家庭和社区是研究的主要场域。各研究聚焦于小学二年级至初中

毕业这一阶段上海移民青少年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尤以初中阶段的

移民学生为主，同时也对上海市民办学校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探究。

本部分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展开，包括社会资本视角、微观系统视

角、家庭策略理论、需要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等，探索了移民

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初中后的教育选择和出路、多元需要的满足路径，

以及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议题等，研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剖析、深度访谈、项目

行动和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在注重以证据为本的研究基础上，作者们

也努力尝试提出自己的研究架构与概念演绎，如“隐性抗争”与“隐性合谋”

等具有启发性的一组概念诠释。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展现了中国大陆目前特殊时期内围绕移民青少年的

一系列议题，从每一篇论文详尽的个案描述与分析总结中，可以概览在上海

这个包罗万象的大城市里，从国家政策到地方政策，从政府执政到社会组织，

从宏观社会环境到微观学校和家庭，以及个人的方方面面是如何紧密相连、

相互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每一位研究者将个体的感受、对社会的

认知，以及对城市移民青少年的深切关怀，通过严谨的学术探究过程，进行了

淋漓尽致的表达，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发现和结论。

这些研究通过对流动人口政策制度的梳理与反思、对移民青少年的理性

选择的剖析，呈现了这个独特群体丰富的生命轨迹。随着政策的开放和调整，

上海正不断努力增进对移民青少年的宽容和接纳，这是值得欣慰的。然而，在

如何更好地让城市中的移民青少年正面成长、健康成才这一发展性问题的探

索道路上，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在这个意义上，本篇的论文也是对社会

关注流动儿童青少年成长人士的真诚邀请。

〇 1　�在本书中，我们所指称的城市流动人口主要是指从外省农村来上海打工和发展的群体，因

其具有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生活和发展的特征，故我们在表述中一般与城市移民、中国内

部移民等通用。城市青少年移民也是个泛指概念，与儿童青少年移民、流动儿童青少年等

也是通用的，在年龄上包含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以小学和初中阶段为主，也会拓展到学

前和初中后。这些孩子有的在老家出生并成长到一定年龄来到上海就读，有的跟随父母移

居到不同城市后来到上海，也有的在上海出生并成长，因此也有很多的异质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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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的孩子

——家庭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初中后教育选择

白  娟〇 1

【摘要】 面临着国家制度性与政策性障碍和机会 , 本文主要以家

庭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框架为基本研究视角与分析工具，以上海城市新

移民的孩子为例 , 通过对四个个案初中毕业后教育选择过程及结果的

描述 , 揭示了这些家庭及孩子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家庭社会资本做出选

择的 , 以及这一选择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 从而试图阐释国家制度及政

策何以能对不同的家庭和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 , 为什么有的孩子成功

地适应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环境 , 而另外的孩子却没能做到。同时 , 本

文对当前的制度进行了反思，但本研究还没有能够对家庭社会资本背

后的文化传统或现实结构性力量进行阐述 , 这是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讨论的。

【关键词】 城市新移民　家庭社会资本教育选择

一、导  论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许多学者在谈到自己的研究兴趣时，强调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密

切联系，而我也不例外。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来到城市生活已经 7 年，对

〇 1　�白娟，社会学在读博士，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009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获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曾获上海市社会学年会三等奖。研究兴趣主要有农村青少年与打

工子弟教育问题等 ,�曾就职于打工子弟爱心会（Compassion�for�Migrant�Children,CMC），有多

年为打工子弟服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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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始终找不到一种归属感。然而当我回家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自

己再难融入那里的生活。于是，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边缘人”或者说“夹

心人”。这样的体验促使我一直关注着在城市里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

他们远离家乡，跟随他们在外漂泊的孩子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孩

子跟随父母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

学校，他们有个称呼是“流动儿童”。这些孩子很多在初中以后就辍学了。

他们渴望城市生活，接触的也是城市文化的教育，但是因为学历和技能的

限制，很多人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大部分低社会阶层的子女很

难改变父辈留下的社会地位（张人杰，1989）。

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一直跟随导师韩晓燕博士和曾育彪博士做 “结

构性机会和障碍对农民工子女成就动机的影响”的课题研究。我跟随老

师完成了 18 个个案的访谈，并且严格按照学术要求完成了逐字逐句的转

录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孩子教育和职业

发展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孩子面临初中毕业后选择——他们人生

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时，这一点更是凸显了出来。于是我决定选取这样一

个时间节点，动态描述他们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是如

何运作的，而选择之后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以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

动，其中不乏举家迁移的家庭。在如此大规模的迁徙中，大部分农民工子

女正处在接受义务教育和进一步教育的年龄阶段，当他们离开原户籍所

在地和受教育地后，原户籍所在地不可能再负责他们的教育，而当地政府

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负责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就学波折重重。

本研究选择了这样一个截面——义务教育后这些孩子的选择，在这

个特殊阶段这些家庭及孩子是如何运用他们的社会资本来进行选择的？

是回去还是留下？选择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对个人经历和传记的研究

充分表明，这些危机时刻不但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也会重建个人的生命

历程。同抽象的社会系统和结构分析相比较，本研究关注的是具体环境

中的真实的家庭和个人。在面对这个危机时，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是

怎样应对的呢？这段移民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一个研究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影响的机会。为了弄清

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地适应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环境，而另外的人却做不到，

我们需要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动机的知识，需要知道家庭和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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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所提供的支持，以及事件和环境本身的性质。

（二） 研究方法

1. 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初中后教育选择过程中

的运作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因此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其中主要

采用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方式来收集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访谈过

程中，首先了解基本情况，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追问；而当受访者的

话题远离中心时，进行适度的引导将话题转回中心；同时注意改进问题，

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而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对所有内容进行简单梳理后

就事先确定的访谈提纲中一些没有涉及的重要因素补充提问。

2. 参与式观察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笔者是作为老师的研究助手进入的，因而主要承

担的是观察与记录的任务，每一个访谈完成之后都要写一篇访谈概要，其

中包括家庭概略、家庭及学校周边环境、采访过程中父母与孩子的表达能

力、一致性和真实性、对访谈对象的整体印象、意料之外的发现以及三分

钟故事。在我的研究中，我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性问题时也会介入

到他们的生活中，例如有个孩子在寻找职业培训机会时，我会和她一起查

找信息，动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源去帮助她。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综述

1. 城市新移民孩子〇 1 的教育研究现状

国内最早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文章，是 1995 年 1 月 21 日《中国教

〇 1　�本研究中城市新移民的孩子指随父母进城的，或在城市出生的农村进城打工人员的子女们。

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员，只要城里的职业稳定，收入可观，子女教育有保障，他们是愿意

成为城市居民而留在城市里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人都被称作“城市移民”。

所以我们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从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劳动者称作“城市新移民”。随

父母进城的，或者在城市出生的农村进城打工人员的子女们便是这次研究所关注的“城市新

移民的孩子”。但是目前研究中称呼尚未统一，因此文中在阐述他人观点或引用资料时，会

通用这几个概念。对于“城市新移民”这一概念的借鉴，参见：陈映芳：“关注城市新移民”，�

《解放日报》2004 年 8 月 22 日；陈映芳：《移民上海——52 人的口述实录》，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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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报》刊登的记者李建平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教育探

讨”。随后的两三年间，有个别文字陆续刊登在《中国教育报》和《光明日

报》上。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大致是从 1998 年开始的。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可以分为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与留守儿童的

教育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方面，

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研究比较缺乏。对于农

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研究，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

等学科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研究内容包括就学现状的调查、存在问题与原

因的分析以及对策探讨。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不

够，目前研究主要是探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加强家庭教育的对策

思考、家庭教育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教育方式研究等。而农民工子女社

会教育方面的研究则更为缺乏，主要的研究是关注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

等方面的调查。

综合目前的文献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比较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积累基础性的资料和相关数据，是研究工作

今后进一步深入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但是，为使对流动人口子女教

育问题的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化，从而真正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

据，从最初阶段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够满足于调查、统计和发表

一些空泛的议论上，而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视角，运用

多种研究方法，致力于使研究工作系统化，使研究更加扎实深入。

（二） 社会资本理论

1. 社会资本概念的源起

1980 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

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

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

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Bourdieu，1985）。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

本及其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汲取经济

资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

2. 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政治学、行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

的重视。尽管当代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广泛，但是因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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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资本在实践中的

测量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但无论是何种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

都具备如下特征：它以关系和网络为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一种嵌入社会结

构中的社会资源，并且是个体能通过行动获取和利用的。

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建立了社会资本测量的

可操作化理论框架（Wendy Stone，2001）。本文主要根据这一理论框架

来进行分析。表 1 明确了社会资本可以测量的维度，它把网络、信任和互

惠作为三个主要维度，根据表 1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

概念。

表 1　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及其特征 〇 1

社会关系的结构：网络　　　　　　　　　　　 社会关系的质量：规范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networks）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norms）

类型（Type）：
非正式网络 / 正式网络

（Informal—formal）

信任（Norm of trust）
社会信任（Social trust）
—熟人间信任（familiar/personal）
—普遍的信任（generalized）
公民间的 / 制度性的信任（Civic/institutional trust）

规模（Size/capacity）：
有限网络 / 扩展网络

（Limited—extensive）

空间（Spatial）：
家庭的网络 / 广泛的网络

（Household—global）

互惠（Norm of reciprocity）
同类互惠 / 替代互惠（In-kind v in lieu）
直接的互惠 / 间接的互惠（Direct v indirect）
及时的回报 / 延迟的回报（Immediate v delayed）

结构（Structural）：
开放的网络 / 封闭的网络

（Open—closed）
丰富的网络 / 稀少的网络

（Dense—sparse）
同质的网络 / 异质的网络

（Homogenous—heterogeneous）

关系（Relational）：
垂直的网络 / 水平的网络

（Vertical—horizontal）

〇 1　�因为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翻译，文中标注英文的术语全部为本文作者所翻译，有不当之处

请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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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文的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在下一代人力资本产生中的作

用。本文将集中分析社会资本的类型之一——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在城

市新移民的孩子们初中毕业后的选择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产生

了怎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社会资本是如何分类的。Putnam 区分了正式与

非正式的网络（Putnam，1998）。正式网络指自愿性组织，非正式网络包

括家庭、亲属、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关系。

表 2 是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提出的网络的分类，它与普特南对非正

式网络的分类是一致的，本文主要也是借鉴了这一分类方法，集中分析家

庭内部社会资本。

社 会 资 本 的 特 征 是 信 任 和 互 惠，因 此 家 庭 内 部 的 社 会 资 本 在 目 前

的研究中常常容易被忽略，所以相关的研究很少。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分

析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对家庭的影响，常常是关于孩子的发展的。其中

Coleman(1988)、Furstenberg 和 Hughes(1995)、Amato(1998) 的研究是最

重要的。

表 2　网络的类型（Types of informal and formal networks）

非正式网络 (informal networks)        正式网络 (formal networks of social relations)

家庭内部网络

(Family household)
非组织性的公民联系

(Non-group based civic relations)

家庭外部网络

(Family beyond the household)
有组织的联系

(Associations/group based relation)

朋友 / 亲密关系

(Friends/intimates)
工作上的联系

(Work based)

邻居

(Neighbors)
制度性的联系

(Institutional)

Coleman(1988) 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的分析中，将家庭

背景分解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孩子受到他们父母所拥有的

人力资本的有利影响，但是，如果孩子并非父母生活的重心，如果父母的

人力资本全部用于工作或者家庭以外的其他地方，则人力资本并不能对

孩子的学习产生影响。他采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当家庭中包括其

他成员时，也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关）定义家庭的社会资本，使孩子获得

父母的社会资本依赖于两个要素：父母是否经常在家和父母对孩子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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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程度。同时他还认为有必要运用家庭中孩子的数目作为社会资本是否

缺乏的一种度量进行解释。但是，运用父母和孩子的比例来测量社会资

本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关系质量，诸如信任和互惠的研

究。而且，孩子数目多并不一定会降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反倒是有

可能增加社会资本 (Coleman，1988)。

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关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的研究仍

是非常有限的。而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的网络只有在实证研究中才能更

好地理解，但是这方面仍然有待发掘。

基于文献回顾与此项研究中的发现，本文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的定义

为父母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主要从父母间的

关系、父母期望、学业帮助、教养子女方式、亲子关系等五个方面逐一进

行，在分析时集中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孩子初中毕业后选择

的过程与结果。

三、个案分析

初中毕业后回去考高中还是留下读职校、技校抑或辍学呢？回去就

意味着要在重重困难中突围，在陌生环境中全方位适应；而留下也一样不

轻松，留下就意味着读职校、技校或者辍学，人生未来的发展在现实社会

中将可能面临诸多障碍。

本文从城市新移民的孩子们初中后教育选择与家庭社会资本两个维

度对将要描述的对象进行了粗略的分类，下文是笔者从众多访谈中选取

的四个典型个案，分别选择留下和回去的个案各两个，两两形成鲜明对

比，其中小月和小菊均选择了回家读书，但是两个孩子的家庭社会资本差

距悬殊，由此造就了两个孩子生命轨迹的不同，小月考上了家乡的高中，

而小菊却辍学回到上海进入一家电子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小琴和小玲选

择留在上海，小琴因为家庭社会资本丰富取得了上海市户口，并因此进了

一所毕业后包分配的职校，而小玲则因为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进了一所

普通职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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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庭社会资本与是否留沪的关系

（一） 回去

1. 小菊——“读到哪里算哪里”

小 菊 家 共 五 口 人，父 亲、母 亲、哥 哥（已 工 作）、小 菊（初 二）、弟 弟（9

岁）。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没有什么家具，全家人挤在两间平房里，唯一

值钱的家具是一台老电视机和一台切面机。

小菊的父母闹离婚已经多年，这些年的生活对小菊就像噩梦一样。因

为父母吵架，他们曾经屡次被房东赶走，搬家达 20 次之多。小菊在父亲来

上海之前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得到老师表扬，但是因为父母关系恶劣，

小菊深受困扰，没有心思学习，后来患上了神经性头痛，成绩每况愈下。

从父母期望来看，父母对小菊在读书上基本没什么期望，访谈中听到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读到哪里算哪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

没有能力供她，反倒是特别需要小菊挣钱贴补家用，另一方面母亲也很清

楚夫妻间的关系给小菊的学习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母亲总是把责任

归咎于自己和这个家庭，所以无法对女儿有所期望或要求。这种低期望

其实是父母对小菊学业的一种放弃。

而从学业帮助上来讲，父亲从来不管小菊的学习，就连晚饭一家人唯

一能聊天的时间，父亲都不让小菊谈她在学校的事情，而且一次都没有去

开过家长会。只有母亲还会偶尔抽时间去学校和老师沟通一下。限于父

母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文化），而且母亲每天要卖面条，起早贪黑，没有

能力也没有时间给予小菊学业上的任何帮助。

在教养方式上，Diana Baumrind 曾把家长行为分为三种类型：专制

型、纵容型和民主型。在三种教育风格中，民主型与高学业成绩相关，由

民主型家长抚养长大的孩子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并使孩子产生较深的

学校荣辱感（鲁洁，1990）。小菊的父母可以归为纵容型，一方面是因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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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管孩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小菊一直很努力懂事，所

以父母很少在学习上责备她。

在亲子关系方面，小菊和母亲的感情很好，非常体谅母亲，而对父亲

则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提到父亲会觉得很丢人，抬不起头来。

初二结束后，小菊认为只有继续读书，才能走出家庭的这种困境，于

是毅然选择了独自一人回安徽老家读寄宿制初中。但是回到老家后因为

基础与当地学生相差太大及父母关系问题，小菊阶段性放弃过学习，这给

她后来的学习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安徽与上海的教材相差甚远，

难度与强度都非常大，一边要适应新环境，一边要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地

学习。老家已经没有任何亲戚，没有人关心她、帮助她，远在上海的母亲

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给她打电话。再加上之前受家庭影响，她常常神经

性头痛，在苦苦努力了半年之后，成绩仍然没有起色。彼时家里经济状况

极为紧张，哥哥急需结婚但没有钱，迫切需要她挣钱补贴家用。就这样初

中没有毕业，她就辍学回上海打工了。因为学历和工作经验的限制，她先

后换过几份工作，但都是在工厂里做计件工人或者流水线工人，目前在一

家电子工厂工作。

2. 小月——“只要你喜欢我们就支持你”

小月一家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小月和爷爷。小月父母

是做印刷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小月家住在一个工业园区内，住房

和厂房是连在一起的，家里有电脑、饮水机等家电。

小月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两人一起出来打工，相互扶持走过了

最艰难的时期，现在不管生意顺利不顺利，两人总是会相互理解和鼓励，

很少有争吵。这给了小月一种非常安全温馨的家庭环境，有什么心事都

愿意和父母讲，而父母不管再忙再累都会认真听孩子诉说，而且会给她很

多鼓励和建议。在对孩子的期望上，小月父母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初

中），而且在生活和做生意的过程中常常体会到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给事业

发展带来的限制，同时父母很认同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所以父

母对孩子们读书的期望很高。

对于孩子学业上的帮助，每次开家长会父母都会积极参加，详细和老

师沟通小月的情况，还时常打电话给老师，父母和小月的班主任关系非常

好。班主任因为家长的格外重视也对小月非常关心。同时，只要是孩子

学习需要的父母都会尽力去满足，包括买书、请家教等，现在小月的学习

状态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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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父母的教养方式是非常民主的。他们给孩子设置了比较清晰的

目标，并希望小月遵守，鼓励小月发展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经常与小

月平等、坦诚地交流，在交流中会为小月提供参考意见、看法和观点，恰恰

是这种教育方式促成了高学业成绩，使孩子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和独立

能力。

小月和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她能够深深地体会到父母对她的爱，而

且因为小月家和工厂连在一起，她能够亲眼看到父母的辛苦，非常懂事，

很体谅父母、孝顺父母。这使得她在面临初中后教育选择时有一个非常

安全的心理环境，不管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确信父母会尽全力去支

持她，她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么困难的选择。尽管有时候会为这件事情

所困扰，但是总体而言，她对未来一直都是非常乐观并且充满自信的。

在面临初中后教育选择这一重大问题时，笔者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

紧密的情感联系，父母一起为小月想办法，帮她分析。父母在这件事情上

想法和意见都是一致的——尽可能先帮她在上海找机会，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去努力。这也是小月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参加中考但却从来没有放

弃过努力的重要原因。

最终考虑到小月年龄还小，不适合到国外读书，父母倾向于让她回老

家读书，而小月自己也很坚定、很自信，相信只要肯努力，回老家读书一样

能考上大学，而且家里还有做老师的姨妈和舅舅可以照顾她，辅导她的学

习。于是小月 2013 年年初就回老家读书了。虽然学习很辛苦，有点吃力，

但是她很刻苦，很努力。父母每周都会给小月至少打一次电话，和她聊天，

隔一段时间父母还会回老家去看看她。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便遇到再大

的困难，小月都有着非常坚实的来自家庭社会资本的支持，加之对自己未

来的目标明确，有着非常强烈的学习动机，最后小月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

考上了当地的高中。

（二） 留下

1. 小玲——“我不管你，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算了”

小玲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弟弟和她，家住一个上海著名的高档别

墅区，家里装修非常漂亮，小区依山傍水，并有班车到附近的地铁站。

第一次在学校访谈小玲时，刚刚开始才几分钟，当问到她“现在学习

压力大不大”时，她突然就哭了，我们很惊讶，在随后一个小时的访谈中，

小玲一直哽咽，访谈几度中断。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爸妈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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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们这样坐下来和我说过话。” 

小玲父母的关系曾经很好，两个人白手起家，从一无所有到身家过

亿，共同走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但是随着家里生意越做越大，父亲在外

应酬很多，父母之间就常常吵架。小玲每次看到父母吵架都会躲到自己

的房间里一个人偷偷地哭，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想讨父母开心，可是这种努

力总是徒劳。这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扰和烦恼，对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对小玲母亲的访谈中，可以发现母亲总是认为女儿不行，什么都干

不成。对女儿的期望仅仅是“能读会写”即可。父母根据自己的奋斗经历，

认为学历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吃苦，善于抓住机会，因此对小玲是

否读大学这件事并没有很高的期望。母亲在访谈中也提到这一点，现在

他们公司里有很多大学生在打工，所以书读多少关系不大，只要能写会算

就可以了。

尽管家庭非常富有，小玲父母对小玲学业上的帮助却非常有限。因

为母亲没有读过书，父亲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所以无法在学业上给孩子以

直接的帮助。小玲家在几年前实行蓝印户口 〇 1 政策时就买房了，父亲的朋

友说可以帮他们办蓝印户口，但因为他们没有关心过孩子将来的学习方

面的政策，竟然没有要蓝印户口，白白丢掉了好机会。这一点也印证了科

尔曼的观点：如果孩子并非父母生活的重心，如果父母的人力资本全部用

于工作或者家庭以外的其他地方，则人力资本并不能对孩子的学习产生

影响。小玲的父母一直忙于做生意，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而且很少关心

孩子的学习和心理，认为物质上能满足就足够了。

从教养方式来看，小玲父母属于专制型，母亲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

期望，但是实际上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其实父母为小玲制订了一套严苛的

标准，比如“我们两个都不认字，希望你能，最好能多学一点，对我们也有

帮助”，“想我女儿多读点书，以后帮我写写字什么的，我什么都写不好”。

假期父母是不允许她出门的，希望她在家里学习干家务，怕她和朋友出去

混，对这一点要求非常严格。小玲的父母要求小玲高度服从但是很少去

回应小玲。

从亲子关系方面来看，父母本意上是爱女儿的，但是表达方式存在诸

多问题，母亲对小玲的了解仅限于生活上，当我们问及小玲有没有不开心

〇 1　�根据上海市的相关政策规定，持有蓝印户口的学生可以参加上海市中考，上学享受与本地

学生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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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母亲很干脆地说：“她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看她一天到晚开心得

不得了！天天放学去逛街啊，买衣服啊，哪里会有不开心！”最令人吃惊

的是，小玲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可她的父母却不知道小玲并不能在上海

考高中。通过对女儿的访谈，可以发现父母的这种看似没有给她任何压

力、没有任何期望的做法恰恰对女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女儿觉得父母根

本不关心她，不爱她。而小玲对父母的了解也非常少，甚至连父母是做什

么行业的都不清楚，只知道父母是做生意的。因此亲子关系非常疏离。

因为父母关系紧张导致小玲学习成绩时好时坏，学习基础不好，父母

也没有期望小玲一定要读大学，教养方式的不当与亲子关系的疏离，使小

玲和父母基本上没有讨论过是否回老家读书的问题，而是顺其自然。最

终，小玲选择留在上海读了一所普通职校。

2. 小琴——“我们做家长的，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会为孩子争取的”

小琴家一共四口人，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刚读幼儿园。小琴家

住在一个比较旧的小区里，小区非常昏暗，道路坑坑洼洼，小琴家的房间

简陋而拥挤，房顶的角落里都是灰尘结成的网。在访谈中她父亲告诉我

们，因为要给爷爷看病家里已经欠债很多了。小琴的父亲是帮人办车牌

照的，因此他的交际网络比较广。小琴和妹妹上学时，父亲都托人办了一

个贫困证明，因此能够免除借读费、学费和饭费，但是小菊家比小琴家穷

很多却没有这个证明。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小琴的父亲是一个头脑非常

灵活的人，并且他是为数不多的对目前教育不公正表达强烈愤慨的家长

之一，且是唯一一个曾经去教育局抗议过这项政策的人，并且还组织了一

批农民工子女的家长一同前去。

小琴的父母关系很好，曾经考虑过由母亲陪小琴一起回老家读高中，

但是由于一家人不愿意分开，觉得父亲一个人在上海没有人照顾，最终放

弃。在小琴初中后读书问题上，夫妻二人经常一起讨论想办法。家里遇

到其他困难和问题时，夫妻二人观念常常很一致，包括这次给爷爷治病借

债，母亲也是毫无怨言。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小琴觉得非常安全，认为父母

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她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父母讲。

小琴的父母对她的期望还是很高的，甚至想过为了让她能够有机会

读高中，由母亲陪她回老家读书，而父亲则带着小妹妹留在上海。小琴的

父母在学业上也尽可能给她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父母均初中毕业，尽量

会给孩子辅导，尤其是小学阶段。而英语方面，父母给小琴找了一位家教，

补习时间长达两年。小琴的父母对她初中毕业后的出路非常担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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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尝试了各种途径。

在教养方式上，父母属于民主型，经常会主动和她交流，她有什么不

开心的事情也都会向父母倾诉。尤其是母亲，不管多忙，都会和小琴聊天，

而且很少责骂孩子，通常都是帮着孩子一起想办法，给她一些建议。

在亲子关系方面，小琴和父母关系很好，对父母有很深的信赖感，有

什么事情都愿意和父母讲，在初中后教育选择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她经

常和父母一起商量，一起想办法。

访谈结束两个多月后，令人吃惊的是小琴居然拿到了上海市户口，但

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放弃了读高中，而是选择了读卫校，非常努力

在备考。后来从小玲（她和小琴是好朋友）那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小琴的

大伯早年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因此拿到了上海市户口。大伯一直单身，

于是小琴的父母采取了假离婚的策略，然后小琴的母亲和大伯假结婚，这

样小琴和她的妹妹就都变成了上海市户口。小琴在得到考试机会之后，非

常刻苦努力，最终小琴进了一所公共交通事业方面的技校，毕业之后可以

直接分配到地铁部门工作，起薪较高，而且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加薪空间。

四、发现与讨论

四个孩子的案例讲完了，但是引发的思考却是无尽的。孩子们的彷

徨与绝望、父母的无助与心痛、荒唐的“假离婚”“假结婚”，这些都让人触

目惊心，但是当我们转头面向制度时，却发现这一切是多么无奈和无力。

（一） 微观层面

1. 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与成长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在生理发展上正好处于急剧的变化期，逐渐走向成熟，

在心理发展上也正处于自我认同与自我概念的整合阶段，逐渐走向独立。

在社会发展上也正面临着升学和就业这一未来生涯规划的关键期，其间

的生活经验对他们未来的成年生活的福祉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生活环境

方面，“家庭”是青少年身心发展与成长的最重要的初级社会生活场域，家

庭生活经验对青少年的行为、情绪和认知发展的定型有很大的影响，而青

少年生活适应的结构也可以反映出其家庭生活的品质。对于城市新移民

的孩子来讲，因为缺乏其他有效的支持系统，家庭对这些孩子的发展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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