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居住空间结构化与人口城镇化路径及策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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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

的分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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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行动—结构”和“主体—建构”视角出发，探究结构性排斥

和主体能动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本文认为：第一，农业

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呈“阶梯推进”态势。第二，对农村转移人口身份认同起

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其“面向”呈某种离散性：有些要素有激励作用，如户口改

革政策、村改居政策、征地政策等；有些要素则起阻碍作用，如城市住房保障

服务、社会管理服务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有些要素似乎被漠视了，如基础

教育服务的获取。第三，在个体建构层面，行动造成分化的逻辑则已经由

“过程”迈向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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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研究的缘起

２０１４年以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其差值由１９９０年的５５５％上升至
２０１４年的１８１４％（李春生，２０１８），此后亦一直维持在 １６２％左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至 ２０１７年底，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５８５２％，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４２３５％；与此同时，２０１７年全国人
户分离人口数达到２９１亿，其中流动人口数为２４４亿。①大规模的人
口迁移并没有显著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针对这一尴尬现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于２０１４年７月发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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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个省份相继取消户口性质区分。于是，“户口城镇化”
任务在政策上似乎被瞬间完成了。但学界认为，农业转移人口①市民

化的完成需要与城市本地人在经济、行为、心理和身份认同等多重意义

上实现深层次的社会融合（陈云松、张翼，２０１５），而不仅止于人口的物
理流动和户口符号的更换。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８）认为，在
后传统秩序的场景中，个体生活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重组，变化的自我

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自我

成为一种反思性投射。人们的身份转移与认同会受到特定情境和文化

特质的制约，但迁移中的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也具有主体性

和建构性特征。有研究指出，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部存在一种明确的

社会分类体系和符号边界，它形成于社会认知、比较、拒斥等多重社会

心理过程或机制中，能够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话语和符号指称去建构

和强化“我们的”与“他们的”群体符号边界（潘泽泉，２００７），从而形成
一种内化的、有排他性的身份属性意识。社会身份理论强调，身份的获

得产生于人际交往互动中的特定社会角色，个体只能根据社会生活中

承担的角色要求来形成自我观念和规定自我言行（Ｓｔｅｔｓ＆Ｂｕｒｋｅ，
２０００；Ｈｏｇ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立足于不同的社会角色期待而产生的身份认
同深刻地影响着群体行为的异质性表达。

社会学关心的社会整合亦经由社会身份系统参与达成。身份系统

的基本功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

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权利、责任和义务，在公共生活中形成“支

配—服从”的社会秩序（张静，２００６）。不难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
转移人口通过与城镇本地人交流互动而形成的身份归属和群体角色意

识会对其融城行为产生影响。严格的户籍分割制度的确阻碍人口城市

化进程，而在形式上取消城乡户籍的区分自然也不会瞬间带来农村人

口的市民化。因此，探究农业转移人口在身份认同上出现的归属分化

及其内在的分化逻辑，也即分析其在城市化的实践语境中所呈现出的不

同身份认同类型主要受到哪些关键变量的影响，有助于在更深层次上理

解市民化，并为“新型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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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转移人口的概念最早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出，相比于
“农民工”“进城农民”“外来流动人口”等称谓，“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称谓更加中性和准

确，既包括了户籍已经迁到城镇且在城镇生活居住的人员，也包括了户籍还在农村、但在

城镇生活居住的人员。



二、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本体与建构：身份认同的概念内涵与核心议题
“移民身份认同”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核

心议题之一（Ｂｕｒｋｅ＆Ｓｔｅｔｓ，２０１４；Ｒｕｂ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Ｈｏｇ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学界有关“身份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概念界定在整体上分为本体
论与建构论两种取向。前者将身份认同视为个体对自身独特性的本体

性意识，强调“内里的”、“深藏的”内核观以及对“真我”、“深我”的认

知观，认为“自我”的身份特质由遗传、性格、认知能力等个体性因素决

定（Ｔａｊｆｅｌ＆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４；Ｌａｗｌｅｒ，２００８）。因此，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份认
同着重体现为一种跨越时空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但这种自我认同

绝非静止的认识，而是同时也具有自我主体性和个体行动策略的能动

性特征。建构论则强调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建构性和过程性，认为社

会身份是根据个体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建构的，社会认同是个体

对其从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感知，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

性和关于“我们”和“他们”是什么人的理解（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９６）。建构论者
还认为，群体成员资格对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主要由社会类化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社 会 比 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和 积 极 区 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三个过程组成（Ｔａｊｆｅｌ，１９７８；Ｈｏｇｇ＆ Ａｂｒａｍｓ，１９８８；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１），这也意味着主体对其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确认及
其对社会关系的接受与定位（张淑华等，２０１２）。本文认为，伴随城乡
空间的迁移，身份认同应被理解为一种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在不断

受到本体与社会的反思性监控下的动态互动过程，是多重结构性力量

与主体性行动策略互构下对自我身份的整体感知、分类、建构以及合法

性确认的心理过程，具有群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群体差异

性与个体差异性的分化特征是一个持续重组的过程。

从移民的身份建构理论出发，身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在情境演变

中持续、在持续中演变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Ｆｏｒｎｓ，１９９５；钱超英，
２０００）。移民身份认同的演变主要涉及三个议题：一是初始身份的建
构和自我身份的形成。这其中既包括群体对自我身份的主观性建构，

也包括外在于群体的客观的社会性建构；既有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建

构，也有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建构（赵晔琴，２０１３）。二是迁移过程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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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原有身份的自觉和新环境下出现的身份危机。物理空间的迁移改

变了习以为常的生活场域，开启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带来了一种社会

适应期的身份焦虑感（王宁，２００１）。三是身份认同的分化。不同的行
为主体在面对身份危机时会采取差异化的身份磋商策略，从而产生城

乡空间迁移过程中对身份认同的初始分化。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身

份认同的分化不仅发生在城乡空间置换的过程中，更发生在城市社会

内部的再分化阶段，权力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易于拥有稳定的身份认

同，地位越低的人则越难维持身份的稳定意义（Ｄａｖｉｓ＆Ｌｏｖｅ，２０１６）。
当然，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主性不同的个体在不同时空

情境下对身份复杂性的组织和整合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演化逻辑

（Ｌｅｇａｕ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二）制度分割与网络变更：迈向一种结构主义实践的逻辑
早期学界有关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采取结构主义的

批判视角，强调社会特有的体制结构、制度性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实践

对身份认同的决定性意义（Ｓｔｒｙｋｅｒ＆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制度分割下的身
份建构一方面体现为二元户籍衍生出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和社会

保障等福利体系的制度性安排（陈映芳，２００５；陆益龙，２００８），其中，与
户籍制度关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渠道的不平等使身份认同本质上变成

经济社会权利不平等分配的投射（亓昕，２０１３）；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社
会管理中的移民歧视（Ｖｅｒｋｕｙｔｅｎ，２０１６），即城市管理在实践行动中建
构的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身份属性。有研究发现，社区管理者对外来

民工存在“防范式管理”的身份定位，而外来民工自身也具有“内卷化

的关系认同”，对“能纳入社区管理”的社区本地居民怀有羡慕情绪，由

此产生出自主性的身份区隔意识（黄达安，２００８）。还有学者认为，户
籍制度削弱了城市本地人与农民工之间在群体边界上的渗透性，强化

了群体偏见（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城乡户籍造成的身份分类、制度排斥与
文化隔阂是导致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核心要素（崔岩，

２０１２）。制度分割下的身份认同分化呈现出一种结构主义的实践逻
辑，但这种分化逻辑很少能建立在经验数据的分析上。大部分实证研

究都默认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农业户籍属性，而忽略了对“农转非”群体

的对照性关注。此外，制度分割对身份认同问题具备解释力的关键在

于假定了户籍分割与公共福利不平等的逻辑一致性，而这实际上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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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对公共福利政策的持续调整及其在福利获得

和心理认知层面对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动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１ａ：持非农户口的农业转移人口可能更认同城里人身份；
假设１ｂ：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影响身份认同。获取越便

利，越认同城里人身份；

假设１ｃ：公共服务与户籍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农业
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比非农户籍人口更有可能受到公共服务获取便利

度的影响。

社会网络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城乡空间的迁移往往伴随着

社会网络的断裂与重构。当农业转移人口从一个以首属群体为核心的

乡土关系网络进入到以职业协作为核心的都市关系网络时，必然影响

到其对于身份归属的质疑和反思性投射。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立足

于社会网络存量的角度，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个不同空间所拥

有的社会网络规模，尤其是关系网络中可以有效调动的社会资源量的

大小及其转化态势对身份认同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社会网络

越丰富，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度越大，这些支持网络有助于为其在个体目

标达成、心理慰藉、情感性支持以及群体嵌入与整合等方面提供更多可

能。有学者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越广泛，越有利于消除群体偏见和

改变身份认同（王桂新、武俊奎，２０１１）。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不同性
质社会网络的依赖度这一角度开展类型学的对比分析，区分乡土社会

网络和城市新生社会网络对身份认同的不同效应，发现农民工越能

减少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并更多地利用城市新生社会网络，越可

能产生城市认同（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与此相似，还有学者进一步
区分了以首属群体为关系核心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和以政府、企

业、制度性支持为特征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发现后者更能促进农民

工的城市融入，而过多地依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则更容易强化农

民工的“农村人”认同（朱考金、刘瑞清，２００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２ａ：农业转移人口对新生的社区邻里网络的依赖程度越强，
越倾向于城里人认同；

假设２ｂ：农业转移人口对原有的农村家族网络的依赖程度越强，
越倾向于乡下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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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体行动与再社会化：作为一种自主性行动策略的逻辑
立足于个体自主性的理论逻辑，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转变实

质上是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江立华，２００３）。相对于在以“有机团结”
为核心的农村传统社会中经受的初始社会化，再社会化主要体现为对

城市社会“机械团结”这一核心特质的社会适应，这一再社会化过程中

的适应性分化与身份认同分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张春龙、聂玉梅，

２００１）。一般而言，再社会化能力主要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长期生
活的自我适应能力，包括工作获得、生活节奏的掌握、身体的重新培训

等（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７）。李斌（２０１３）认为，工作和收入的融入是流动人口融
入城市的关键，市场能力的高低是农民工能否实现再社会化的重要变

量。有学者提出，虽然市场能力因素在解释农民工身份认同上没有社

会网络因素的解释力高，市场能力因素中的文化程度对城市空间认同

甚至具有抑制效应，但市场能力的增强仍然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实

现职业身份的转变（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这表明，市场能力的内在构
成要素对于身份认同的转变具有差异化效应，其内在影响机制并非完

全一致。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个人市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城
里人认同。

再社会化过程不仅涉及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谋取生存机会的市场

能力，还包括对城市文明的文化适应（张卫枚，２０１２）。学界对于农业
转移人口文化适应的考察，实质上遵循着现代性理论的逻辑，将身份认

同的转变视为一种去除乡土性、增强城市性和现代性的过程。此类分

析具有明显的“城市中心论”倾向，认为城市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符

号意义是理性化和现代化高度发展的结果，而农业转移人口要实现身

份认同的转变，必须逐渐摈除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建立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梁波、王海英，２０１０）。如果他们在这
种“现代性实践”中没有实现这种主体性意识的自觉生成（潘泽泉，

２０１１），便难以完成身份认同的转换，从而存在“双向偏离危机”。但也
有学者认为，移民的文化归属感具有相对独立性（Ｂｒｅｔｔｅｌｌ，２００６），乡土
性与现代生活并非完全对立，乡土经验对于培养现代性甚至存在一定

的积极价值（李强、李凌，２０１４）。以上争论有待进一步检验。综合而
言，个体认知能力是适应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根基，认知能力越突出，

接受城市价值观念的能力就更强；而城市文化体验（包括城市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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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获取、城市价值观念的形成等）越丰富，接受的城市文化传递和习

性塑造越多，城市认同就越强烈（彭远春，２００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４ａ：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认知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城里人
认同；

假设４ｂ：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文化体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城里人
认同。

三、分析框架、操作性变量与测量

（一）分析框架的构建
以上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构成一种多维度的理论张力，但也缺乏

对身份认同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动态考察。一方面，结构性排斥固

然存在，但并非静止不变。虽然户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一定的区

隔效应，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诸多公共福利政策已经或

正在突破二元城乡体制的限制（余佶、余佳，２０１４）。另一方面，个体行
动力的激发、培育和能动性作用也应被关注。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

口群体面临的结构排斥虽然大同小异，但在身份认同上已经显现出较

大的分化倾向，这说明不同主体在行动策略的运用及行动成效上存在

差异。就身份认同的内在机理而言，它体现的是身份集体同一性和自

我同一性的统一（Ｓｔｅｔｓ＆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是主体性确认、反思与社会性
建构、形塑的策略性互动的产物（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９６）。因此，本文基于“本
体—建构”和“行动—结构”两条分析维度来构建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

同分化的分析框架。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我

认为我是谁”，主要涉及身份的“自我认同”过程以及对“本我”的主体

性确认；社会建构论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强调的则是外在于个体的结构

性力量对于身份属性的强制性建构，即“我被认为是谁”，主要涉及身

份的“社会认同”过程。本文的焦点问题是：在当前的市民化过程中，

究竟是结构性力量更多地限制了个体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加剧了身份

认同的分化，还是个体行动力正在突破旧有的结构制约，对身份融入发

挥更大的积极价值，抑或是存在其他可能。

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对身份认同的解释维度主要包括分割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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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网络变更、市场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等要素。其中，分割性制度和

社会网络属于结构性要素，市场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属于自致性要素。

制度分割考察的是户籍制度及其对于公共服务获取的捆绑效应对身份

认同的影响。社会网络由新生社会网络和原生社会网络构成，虽然生

活空间的转移必然导致部分乡土社会网络的断裂或削弱，但也同时意

味着在城市获得有别于传统关系的新生关系网络，因而社会网络的更

新既具有结构变换的意义，也具有自主性策略的内涵。个人市场能力

主要由个人职业收入、文化程度、个人财富占有等因素构成。文化适应

能力主要包括在城居住年限、非农工作经历、城市生活方式、个体认知

能力等。

（二）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取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于２０１３

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法，对中

国大陆２８个省、１３４个县／区、４９１个村／社区的１１４３８户家庭进行了调
查。本文从中抽选出两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样本：一是目前为农业户口

但常年居住生活在城市者，二是目前为非农户口且常年居住生活在城

市但有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经历者。依据统计分析规范，在去除

不符合条件的案例和缺失案例后，最终获得３２８０个有效样本。
本文的因变量为身份认同。农村转移人口在城乡迁移过程中涉及

多重身份属性的认同转换。张文宏、雷开春（２００９）认为，城市新移民
的身份认同可以分为文化身份认同、地域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地

位认同和职业认同五大类，但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之间存在

很强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城里人—乡下人”的身份划分方式包

括了地域身份、文化身份以及群体身份在内的一致性的综合身份感知，

既能体现出“城市区域—农村区域”的地域认同，也包含了“城市文化

习性—农村文化习性”的文化认同和“市民—村民”的群体认同，能够

直接指向身份认同的核心特质。本文利用“现在社会上常常将人们划

分为不同的类型，您认为自己属于其中哪一个群体”这一问题来测量

身份认同，下设城里人、乡下人两大类别。表１报告了不同户籍样本的
身份认同类型占比。总体上，乡下人认同的占比（６１９％）大于城里人
认同（３８１％）。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的城里人认同占比仅为１４３％，
非农户籍人口则为６９９％，两者差异显著。本研究根据获得非农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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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进一步区分出政策性农转非（因户口改革、征地拆迁、村改居等

获得非农户口）和自致性农转非（因升学、参军、转干、招工、购房、家属

随转等获得非农户口）人员，其城里人认同占比分别为 ４６３％和
７６０％，说明通过个体自主努力获得非农户籍的行为比国家强制性的
农转非政策更能提升城里人认同。

　表１ 　　不同户籍属性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分布

样本总体
农业户籍

人口

非农户籍人口

总体 政策性农转非 自致性农转非

城里人认同
３８１
（１２５１）

１４３
（２６９）

６９９
（９８２）

４６３
（１３３）

７６０
（８４９）

乡下人认同
６１９
（２０２９）

８５７
（１６０７）

３０１
（４２２）

５３７
（１５４）

２４０
（２６８）

合计
１０００
（３２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７６）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４）

１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７）

　　注：（１）单元格第一行报告的是百分比，括号内为样本量。（２）户籍属性与身份认同的卡
方检验值＝１０５２３１７，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１。农转非类型与身份认同的卡方检验值 ＝
９５５８４，显著性水平＜０００１。

依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本文将自变量分为结构性变量

和自致性变量两类。前者包括户籍属性、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和社会

网络变更。其中，户籍属性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对公共服务获

取便利度的考察，利用“您觉得目前获得公共教育服务是否方便”“您

觉得目前获得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是否方便”“您觉得目前获得基本住

房保障公共服务是否便利”“您觉得目前获得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否

方便”等问题来测量，将其选项反向转化为“非常不方便”“不太方便”

“一般”“比较方便”“非常方便”五等级；并采用与李路路、石磊（２０１７）
同样的对五等级变量的测量方式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５分，分值越高代
表获取便利度越高。在对网络变更的考察中，本文主要关注农业转移

人口对城市社区邻里网络和农村家族网络的情感依赖度与身份认同的

关系。前者指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重新构建的居住地邻里网络，

利用“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

牌等）的频繁程度”这一问题来测量，下设“从来不”“一年１次或更少”
“一年几次”“大约一个月１次”“一个月几次”“一周１到２次”“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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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七等级，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７分。后者指农业转移人口拥有的
来源于农村流出地的亲族网络，利用“您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的

频繁程度”这一问题来测量，下设“从不”“一年数次或少次”“一月数

次”“一周数次”“每天”五等级，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５分。分值越高，
代表对相应社会网络的情感依赖度越高。

市场能力指个人具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实际本领，或个人能够提供

的参与市场交换的稀缺资源的价值量（李斌，２００４），本文通过受教育
年限、工作状态、职业年收入、产权住房、小汽车等市场能力进行考察。

受教育年限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在求职市场中的文化资本，通过受教育

年限、工作状态和职业年收入可综合反映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能力，

而产权住房和小汽车可用来衡量个体在城市中的综合经济地位。

个体认知能力指个体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信仰（ｂｅｌｉｅｆｓ）、价值观
（ｖａｌｕｅｓ）、规范和法令（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等要素进
行推测、判断和理解的能力。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城市不仅是各种器

物构件和城市管理机构的人工聚合物，同时也深深根植于现代主流的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生活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土壤（陈立旭，

２００２）。有学者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对现代城市文化的适应并非毫无
困难（张卫枚，２０１２；马威、罗婷，２０１４），信息化在加速城市文化变迁的
同时还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形态，这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认知能

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马林诺夫斯基，

２００２），它不仅是文化表达的工具媒介，而且还体现和代表文化事实本
身（Ｋｒａｍｓｃｈ，２０００），农业转移人口对现代城市交际语言的掌握因此具
有重要的文化认知意义。本文将普通话和英语界定为中国的现代城市

交际语言，其原因有二：第一，已有学者研究发现，普通话听力和表达能

力对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居民则没有（陈

媛媛，２０１６），这说明现代城市人际交流对普通话能力存在一种经济理
性需求。随着中国社会流动的加剧，普通话日益成为农业转移人口适

应城市文化的基本认知工具，甚至还代表着一定的经济或权势地位，以

及自信心、文化素质和与城市居民开展社会交际时的平等意识（夏历，

２００９）。此外，有研究表明，英语对于官方语言非英语国家的居民也有
“收入溢价”效应（Ａｚ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ａｓａｌｅ＆Ｐｏｓｅｌ，２０１１），虽然英语还
未成为中国城市普遍使用的交际语言，但在日常消费、职业获得、收入

增长、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作用越加重要。在城市劳动就业和收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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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英语已成为一大重要人力资本，尤其是对中高收入群体而言（高

原，２０１７）。第二，这也得到了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的支持。通过本研
究数据的全样本数据（Ｎ＝１１４３８）分析可以发现，城乡居民在“听普通
话能力、说普通话能力、听英语能力、说英语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城乡

差异。在这四项指标的均值上，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分别高出０６５、
１１２、０６６、０５８，且差异性检验（Ｄｕｎｎｅｔｔｔ检验）均显著（ｐ＜０００１），
这表明将普通话和英语作为一种现代城市交际语言有一定的现实合理

性。有鉴于此，本文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测量由“听普通话能力”“说普

通话能力”“听英语能力”“说英语能力”构成，采用“非常差 －很好”五
分量表形式，分别赋值为 １至 ５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０７７
（＞０６），ＫＭＯ值为０５９８（＞０５），Ｂａｒｔｌｅ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
于０００１。利用因子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出的两个公因子———
普通话能力因子和外语能力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８８００％，而按照各
自因子得分和以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比例为权数计算出的个体认知能力

的综合得分表明，分值越高，个体的认知能力就越强。

城市文化体验指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城市文化生活诸面向的行为体

验与主观感受。本文对城市文化体验的测量由在城居住年限、非农工

作经历、城市生活方式构成。在城居住年限在纵向层面反映出农业转

移人口体验城市文化的时间向度，而非农工作经历和城市生活方式则

体现出对城市职业文化以及休闲文化的多层感知。本文利用休闲活动

来测量城市生活方式，包括“外出看电影”“参加文化活动（例如听音乐

会、看演出或展览）”“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上网”“逛街购物”“阅读”

“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八个观测变量，采用“从不”“一年数次

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五级量表形式，分别赋值为１～
５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０７２（＞０６），ＫＭＯ值为０７９（＞０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０１。随着城乡生活边界的模糊
化，虽然这些休闲活动类别在农村已较为常见，但通过本研究数据的全

样本数据（Ｎ＝１１４３８）分析发现，作为一种总体性事实，这八种休闲方
式在活动频度上的城乡区分度仍然较为明晰，即便是在１９８０年以后出
生的居民群体中也同样如此。① 例如，城市居民在上网的频度均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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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农村居民整体高出１５３，而对于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居民而言，这一
城乡均值差异为１３４，且差异性检验显著（ｐ＜０００１），而农业转移人
口的活动频度均值则处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基于这一结构性

事实，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从这八种休闲活动中提取出

两个公因子来测量农业转移人口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接受和内化程

度，分别命名为“通俗娱乐活动因子”（在上网、逛街购物、在家听音乐

上有较大载荷）和“自我发展活动因子”（在外出看电影、参加文化活

动、现场观看体育比赛、阅读、参加体育锻炼上有较大载荷），①两个公

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４９３７％。
其余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居住城区类型等。其中

居住城区类型根据距离中心城区的远近依次分为市／县城的中心城区、
边缘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集镇。各主要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

表２所示。不难发现，拥有不同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在除性别外的自
变量特征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在未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

下，农业户籍人口在产权住房、工作获得、受教育年限以及公共服务获

取上都比非农户籍人口差。数据还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内部存在一定

的群体性分化，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似乎有更强的行动能力，

并且在获取公共福利方面也存在一定优势。

　表２ 　　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赋值 总样本
非农

户籍

农业

户籍

差异

检验

性别 女性＝０，男性＝１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４９ χ２＝１３２

年龄 连续变量（１７～９７） ４７ ５１ ４４ ｔ＝１３１６

婚姻状态 未婚＝０，已婚＝１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８７ χ２＝９８５

户籍属性
农业户口 ＝０，非农户
口＝１

０４３ — — —

公共教育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３３５ ３３５ ３３４ ｔ＝０２６

医疗卫生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３３６ ３３７ ３３４ ｔ＝０８２

住房保障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２７７ ２８７ ２６９ ｔ＝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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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因子命名受到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研究的启发，他们曾将休闲方式分为高雅休
闲型因子（参加体育锻炼、欣赏音乐或艺术作品）和通俗娱乐型因子（看电视、玩牌），并

发现城镇居民的客观阶层位置与休闲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续表２

变量 赋值 总样本
非农

户籍

农业

户籍

差异

检验

社会管理服务获取 连续变量（１～５） ３１７ ３２８ ３０６ ｔ＝０４５

原生社会网络依赖度 连续变量（１～５） ２２７ ２３２ ２２４ ｔ＝３５１

新生社会网络依赖度 连续变量（１～７） ３８６ ３５３ ４１０ ｔ＝－８１１

通俗娱乐活动因子
连续 变 量 （－１６１～
５９７）

０１０ －００７ ｔ＝５２２

自我发展活动因子
连续 变 量 （－２５０～
３１８）

０３２ －０２３ ｔ＝１７３８

在城居住年限 连续变量（１～９３） ２８７２ ３３９４ ２１５２ ｔ＝１８２５

非农工作经历 无＝０，有＝１ ０７９ ０９２ ０７０ χ２＝２７８７１

个体认知能力
连续 变 量 （－１２２～
２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３ ｔ＝１５３８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０～１９） ９４６ １１１５ ８２４ ｔ＝２０７６

工作状态 有工作＝０，没有工作＝１ ０５９ ０５１ ０６５ χ２＝７７８７

职业年收入（取对

数）

连续 变 量 （－９２１～
１３５３）

７１１ ８６９ ５９０ ｔ＝１１９８

自有产权住房 否＝０，是＝１ ０５２ ０６１ ０４６ χ２＝９１２８

自有小汽车 否＝０，是＝１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１７ χ２＝３４０５

　　注：（１）本研究的问卷数据由Ａ、Ｂ卷构成，其中仅Ａ卷涉及对公共服务获取便利程度的
考量，该部分样本有１６５２个，下同。（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阎云翔（２０１２：３４２）认为，“作为认同政治的核心，中国模式里的个
体身份认同更多地与要求个人权利和重新界定个人—群体—制度之关

系相关，而不是与寻求自我相关”。农业转移人口空间迁移的首要目

标在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社会流动带来的个人身份认同之所

以重要，在于它影响了个人的生活机会，包括获得合适的工作机会、构

建新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取当地公共服务等，而这些公共福利大多与户

籍制度之间存在捆绑关系，共同构成一种结构性排斥力（Ｗｈｙｔｅ，
２０１０）。一个地区的结构排斥力越弱，便越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对
城里人身份的认同度，而这种转变本身也是“人的城市化”的重要部

分。此外，虽然受特定社会结构的限制，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民个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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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更多的行动空间，这着重体现在个人市场能力的分化上，以及作为一

种附加能力而发挥潜在价值的、以获取现代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文化适

应能力———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主体性的自主行动力。本数据模型的目

的在于对这两种力量及其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细致考察。

在进行模型估计时，考虑到转变身份认同的几率在不同地区之间

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ＧＬＭＭ）来调整样本变
量在区县层次上可能存在的聚集效应，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关联函
数。假设１ａ和假设１ｂ重在考察“户籍”、“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以及
两者之间交互效应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分别将这三个变量纳入模型，结

果如表４所示。模型１显示，代表地区差异的常数项估计值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在区县层面的确存在聚
集性。由于本文重在解释身份认同在个体层次上的变异，并不打算对

区县层面的变异进行过多阐释，因而在分析模型中并未纳入区县层次

的解释变量。在控制区县层次的固定效应后可以发现，户籍变量对身

份认同的主效应在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中都显著，且其回归系数的
估计值均为负值，说明农业户籍人口拥有城里人认同的可能性比非农

户籍人口低，假设１ａ得到支持。
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是考察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

排斥力的重要指标。由表２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公
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农业户籍人口获取公共服务

的便利度低于非农户籍人口，这说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农业户籍

人口确实存在一定的制度排斥。模型２表明，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在
基本住房保障服务获取便利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便利度每提升１个
单位，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便增加１３７７％［ｅ０１２９－１］，其余三种公共
服务获取便利度的主效应则并不显著（ｐ＞０１），假设１ｂ得到部分支
持。为进一步考察户籍在公共服务获取上可能存在的捆绑效应，模型

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增加了户籍与公共服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农
业户口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的交互项系

数是显著的，但当户籍属性为非农户籍时，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管理服

务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ｐ＞０１），说明这两类公共服务对身份认同的
影响效应仅适用于农业户籍人口。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对两类群体均

有显著影响，且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受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的影响

较非农户籍人口更为严重，假设１ｃ得到部分支持。这表明，基本住房

９５１

论 文 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



保障服务已成为影响农业户籍人口认同转变的首要结构性要素，其次

便是社会管理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而公共教育服务与户籍的交互项

不显著可能源于农业户籍人口对公共教育服务的需求主要限于其流出

地，或其在城市流入地获取基础教育的渠道已经不存在太大阻碍，抑或

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面对或处理其后代的教育问题。表２的数
据也说明两类户籍群体在公共教育服务获取便利度上的差异极小。这

是否在提示我们，基础教育领域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制度排斥有所松

动？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对于提升城里人认同度有显著影响，说明基本

住房保障已成为影响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表２的数据也表明，农业
户籍人口和非农户籍人口获取基本住房保障服务都不是很便利。

新生社会网络依赖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市新建立的邻里网络并不能有效提升城里人认同度，而原生社会网络

依赖度的回归系数反而为正值，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ｐ＞０１）。这一
发现同已有研究结论（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不一致，假设２ａ和假设２ｂ
没有得到支持。由表２可知，农业户籍人口对新生邻里网络的依赖度
大于非农户籍人口，这是因为农业户籍人口的住房自有率低，大多租住

在条件一般的底层聚集区，居民同质性更强。与现代商品住宅社区相

比，生活在更老旧、更贫困社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高频率的跨越

“桥梁”的邻里互动（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相对容易重建邻里网络，但并
不意味着他们会因此更认同城里人身份，反而可能因底层聚集带来的

网络联结以及与城里人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而加重社会不平等感知

（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非农户籍人口虽然自有产权住房率较高，大多居住
在条件较好的城市小区，但居民间的异质性较强，较难建立新的邻里网

络。在当前社区关系冷漠、邻里衰落的大环境下（刘佳燕，２０１４），这类
网络难以对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会使邻里满意度降低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Ｐａｌｍａ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２０１６）。此外，原生社会网络依赖度的回归
系数为正值，说明其与现代性的身份感知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虽然该

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这从乡土性社会网络的角度印证了部分学

者的观点，即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不一定构成对立关系，也可能产生

促进效应（李强、李凌，２０１４），当然这需要数据的进一步支持。
模型２表明，在控制了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后，有无工作、学历以

及职业收入对身份认同均无显著影响（ｐ＞０１），而这些因素都与个体
职业能力紧密关联。虽然农业转移人口可以通过学历提升、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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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来提升职业能力，但这并不一定会显著提升对城

里人身份的认同感，即仅得到一份城市工作仍不够。模型３表明，占有
产权住房和小汽车会显著提升城里人认同，这说明对农业转移人口而

言，“有房有车”才是成为“城里人”的重要身份表征，住房获得成为转

换身份认同的关键变量。可是面对城市不断攀高的房价壁垒，大部分

农村转移人口仅靠个人“即期性”的工作积蓄仍难以购买到商品房，而

且受制于户籍制度和传统的住房分割政策，农业转移人口大多处于城

市福利住房的分配和住房补贴的供给体系之外，从而形成农业转移人

口住房不平等的双重机制（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９；Ｌｉ＆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
当前部分拥有城市产权住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大多依靠家庭成员的“累

积性”财富，有学者将其概称为初始资源禀赋（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即个
体通过个人的和基于家庭的社会继承与成就而在市场交换中拥有的初

始资源（周雪光，２０１５）。如果家庭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便
很难成为城市业主，此时农村住房便成为维持乡下人身份的关键纽带。

住房获得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已远超职业能力因素，最近的研究也表明，

住房分层比职业分化更能解释城市居民在主观阶层认同上的差异（张

海东、杨城晨，２０１７）。综合而言，以城市住房、小汽车为代表的“累积
性”财富分化已取代“即期性”职业能力因素而成为身份认同分化的重

要解释维度，假设３得到部分支持。
在对文化适应能力的诸多考察因素中，个体认知能力、城市生活方

式（通俗娱乐活动因子、自我发展活动因子）、在城居住年限和非农工

作经历均对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就城市生活方式而言，无论是通俗

娱乐活动还是自我发展活动，本质上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文化体验活动。

作为一种城市化的文化外溢结果，虽然这些休闲体验在城乡居民之间

的差别越来越小，但这些休闲活动对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仍然代

表了一种城里人的身份意识，只是随着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这些城市文

化体验越来越扩散到农村地区，导致自我发展活动比通俗娱乐活动更

能代表城市特性，更能提升城里人认同度。此外，有非农工作经历的人

员拥有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是没有非农工作经历人员的１７５倍，而在
城居住年限和个体认知能力每增加１年，城里人认同的发生比就分别
增加１２１％［ｅ００１２－１］和６１６１％［ｅ０４８０－１］。综合而言，个体认知能
力越强，城市文化体验越深刻，对城市生活环境的文化适应能力也越

强，越有利于转变身份认同，假设４ａ和假设４ｂ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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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来看，年龄越大、居住地离中心城区越

近，越可能认同城里人。模型３显示，居住在集镇的人认同乡下人的发
生比是居住在中心城区居民的５１２倍［１／ｅ－３１４６］，居住在城乡结合部
的居民的这一数值为３７８倍［１／ｅ１３３１］。身份认同的居住空间分化常
被学者们忽视，实质上这反映出中国城市空间内部存在的巨大社会经

济差异并不仅限于城乡之间。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采用了大城市群发

展之路，忽略了小城镇的公共投资和乡镇产业建设，这加剧了城市空间

内部的分化（李斌、张贵生，２０１８），本研究发现，集镇居民对城里人身
份的认同度极低，占比仅为５８％，远低于中心城区的５２９％。

　表３ 　　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固定效应的常数项 －１２６３ ０４６０ －２３４８ ０７８０ －２８７１ ０９１０
年龄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女性（参照类：男性） －０１７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３ ０１６５
未婚（参照类：已婚） －０１２９ ０２０２ －０４３５ ０２９８ －０４２６ ０２９９
城区外的镇（中心城区） －２６６３ ０３７６ －３１４３ ０５０７ －３１４６ ０５０８
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０８６６ ０２１４ －１３３２ ０２８１ －１３３１ ０２８２
市／县城的边缘地区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２１１
通俗娱乐活动因子 ０１６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８
自我发展活动因子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８ ０２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３０４ ００９６
在城居住年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有非农工作经历（参照类：无） ０６２０ ０１８５ ０６０５ ０２６８ ０５６１ ０２７０
个体认知能力 ０５８４ ０１２８ ０４６０ ０１８３ ０４８０ ０１８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有工作（参照类：无） －０４１０ ０１６２ －０２６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１９ ０２３６
职业年收入（对数）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有产权住房（无） ０５４９ ０１２１ ０６９３ ０１７１ ０７１６ ０１７２
有小汽车（无） ０５０１ ０１４１ ０５２８ ０２０６ ０５３１ ０２０６
新生社会网络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
原生社会网络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６
农业户口（参照类：非农户口） －２６２５ ０１３９ －２６７４ ０１９６ －１９８７ ０８４０
公共教育服务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８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５
基本住房保障服务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１
社会管理服务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６
农业户口×公共教育服务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３
农业户口×医疗卫生服务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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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农业户口×基本住房保障服务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８

农业户口×社会管理服务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８

随机效应的常数项 ０５３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１６ ０１４１ ０３０７ ０１４０

－２ＬＬ １６８６６０６３ ８３５７４４８ ８０７３８５２

有效样本量 ３２８０ １６５２ １６５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考虑到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存在户籍差异，本

文将研究样本分为农业户籍样本和非农户籍样本加以进一步考察，结

果见表４。不难发现，两类群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除了体现在结构
性因素上，还体现在受教育年限、产权住房、小汽车、城市生活方式（自

我发展活动因子）、在城居住年限、非农工作经历、个体认知能力等个

体因素上。具体来说，城市生活方式（自我发展活动因子）对身份认同

的显著影响仅适用于非农户籍人口，其余因素则主要对农业户籍人口

的身份认同存在影响。这表明，农业户籍人口身份认同在个体层面的

差异更多体现在产权住房这种“累积性”的财富分化上，而那些已经实

现户籍转换的个体其心理层面的身份融入更多地与追求自我发展的城

市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相关，即不同户籍农业转

移人口的身份认同遵循着不同的分化逻辑。

此外，不同类型的非农户籍人口在身份认同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表１显示，政策性农转非人员拥有城里人认同的比例为４６３％，远低
于自致性农转非人员的７６０％，这说明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政策干预还
不能达到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户籍转变对提升其城里人认同的同

等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政策干预就完全没有作用。相对于那些

仍然保留农业户籍的居民（其城里人认同的比例仅为１４３％），政策干
预对于身份融合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表４的数据表明，对农业
户籍人口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

住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等三大类别，其中仅有社会管理服务对政

策性农转非人员有显著效应，这或许说明政府推行的户口改革政策、村

改居政策、征地拆迁政策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仅带来了农村居

民户籍名称的转变，而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共服务共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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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更高水平的社区医疗服务、集中安置的保障房和廉租房等福利性

住房的供给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缩小了政策性农转非人员在公共

服务获取上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尽管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４ 　　不同群组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结果
农业

户籍人口

非农

户籍人口

政策性

农转非人员

自致性

农转非人员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固定效应的常数项 －５５３８１０６６－２２７１０１２７２ －０３２４０１８２１－１３５０００１６８４
通俗娱乐活动因子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７ ０２６５ ００７０ ０２０３
自我发展活动因子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４２６０１５１ ０６６６０３１２ ０３４２ ０１９２
在城居住年限 ００６７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有非农工作经历

（参照类：无）
０５９３ ０３４９ ０３８６ ０５４２ ０４７６ ０６０６ ０２１２ ０７１２

个体认知能力 ０６８５ ０２６８ ０２４２ ０２７５ ０５１０ ０５０２ ０１２７ ０３８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７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５－００６５ ００５５
有工作（参照类：

无）
－０５６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９０ ０３７９ ００５３ ０６０９ ０２９０ ０３７９

职业年收入 （对

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有产权住房（参照

类：无）
０９９４０２５８ ０３１７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２ ０３３９ ０２８７ ０３５７

有小汽车 （参照

类：无）
０６８４ ０２７９ ０７７１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８ ０４１９ １２３８０５３２

新生社会网络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１１－００６５ ００７９
原生社会网络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５ ０５０９ ０３８２－００６７ ０２３６
公共教育服务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９ －０４２８ ０２７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９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２９８ ０１９６ ０１５３
基本住房保障服务 ０２１８００８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３６ ０２９１ ０２５８０１３０
社会管理服务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１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７ ０１６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随机效应的常数项 ０３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４０５ ０２２３ ０３３７ ０２６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４９
－２ＬＬ ５２５２８４１ ３３１９１５３ ７７０４９１ ２７０１２３２
有效样本量 ９５６ ６９６ １４９ ５４７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五、发现与讨论

本文以 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行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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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二重性和“主体—建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构性排斥与主体能动

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并着重探究其差异化逻辑。研究

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因受结构差异化效应与个体差异化策

略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分布。首先，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呈“阶梯

推进”态势，１４３％的农业户籍人口、４６３％的政策性农转非人口、７６％
的自致性农转非人口认同城里人身份。其次，结构要素呈分散性，大致

有三类：（１）结构性激励，即相关政策的执行有助于消除农业人口身
份，如户口改革、村改居、征地等。（２）结构性抑制，表征为结构性变量
的基础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如农村转移人口很难获得城市住

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类似境况持续抑制身

份认同；此外，作为结构的重要变量的居住空间也影响身份认同。（３）结
构性“意外”。公平地获得城市基础教育服务应被视为城里人身份认

同的基本表征，然而本研究的结果似乎出现“意外”，基础教育的获取

便利度对农村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不产生影响力，个中原因值得另设

专题研究。第三，个体行动造成分化的逻辑已经由“过程”迈向了“结

果”。本研究显示，反映行动本身差异的指标（如有无工作、学历高低、

职业能力强弱等）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里人身份的认同没有统计显著

性差异，而反映行动结果差异的指标（如城市生活方式的拥有、在城生活

年限、是否有房有车等）则对城里人身份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差异。

有学者提出，随着市场转型的加快，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已由“体

制排斥”转向“市场排斥”（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本研究的上述发现无
疑表明，“体制排斥”并没有顺利转向“市场排斥”，而是在“体制排斥”

内部表现出了多重“面向”，同时，“市场排斥”又由通过职业能力体现

的“手段”型过渡到利用住房汽车等财富表达的“结果”型。以本文的

上述发现为基础，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农业户口取消后身份认同的结构性激励机制如何整合？截

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全国已有３２个省（区、市）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
区分，制度层面上作为“户口身份”而存在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之

别似乎迅速消失了。但是，城乡居民在心理、文化、身份层面上的差异

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于是，如何整合当前结构内涵的多重“面向”以形

成制度与公共服务的合力、实现城乡统筹和协同发展就成了重要议题。

第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如何在结构层面有助于实现全域范围内国

民身份的平等？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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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或

许意味着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居民后，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消退，而

且是进入以“市民身份”为基线的多重庞杂的“城市身份”体系（李春

玲，２００５），这时个人又如何理解身份平等？社会政策又应如何作为？
第三，新时代背景下个体的行动策略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

已进入新时代，需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并强调这几者间的“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本文

认为，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必要在参照某一特定

群体身份之外考量自己的行动策略与新时代的契合。

本文不足之处大致有三：第一，本文虽控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

认同在区县层次的固定效应，但并未就这一变异给予解释，这是因为本

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在个体层次上的变异，

未来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可做进一步研究；第二，尽管学界有众多前期

研究可以作为本研究在指标设计上的支撑，我们仍然认为在测量指标

上升到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存在过分概化现象。如在结构排斥力的操作

化议题上，本文仅涉及四类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程度，更多的指标可能

要考虑政治参与、落户政策、就业培训以及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共享程

度。而在个体行动力指标的设计上，自我发展活动因子以及通俗娱乐活

动因子的具体指标对应也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三，本文聚焦于

对城市中的“获得性认同”因素的分析，因数据所限，未能探究作为“继承

性认同”的农村“土地拥有量”对身份认同的潜在影响。这些遗憾和不足

有待于未来作者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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