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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学写作活动是个体调节自身与结构性处境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
程中建构自我的方式。 适应型打工诗人的文学写作呈现出三种应对处境的
方式：弥补情感缺失，以修复为生活机遇而付出的损伤；通过积累文化资本脱
离打工者的结构性处境，利用机遇实现上升流动；从所处境遇中暂时抽离，回
避压力与限制并在精神上超越于现实处境。 不同于被动同化和按需求层次
递进式的社会适应，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显示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成长性
适应”，即个体对于结构性处境一面寻求协调，一面保持张力而疏离，为了
“遂其生”而“安其所”。 其中的自我建构主要呈现出“小我”的形态，这一自
我形态寻求经济机遇与精神情感的平衡调和，注重完整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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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作为适应之道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文学是什么？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文学活动服务于个体的人格与生活。 孔子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儒道两家，都是融艺术于人生（徐复观，２０１３：
５８ － ５９）。 文学尤其用以呈现和提升作者的内心境界，与作者人格紧

密关联（林语堂，２０１６：１８７；钱穆，２００２：１２８ － １３０），因而，“中国诗之透

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 （林语堂，２０１６：２０９ － ２１０）。 同时，文学在中

国的角色和功能被认为与宗教相类似（钱穆，１９９４：２５０；林语堂，２０１６：
２１０ － ２１１），具有引导人生观念、疗愈生活痛苦、澄清负面情绪等作用。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内含丰富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本文所讨

论的文学活动在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不同，但从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学活动帮助个体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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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衡、安适的状态，是应对生活境遇的实践，也是建构自我的过程。
这两个侧面在现代西方学术理论中也可获得印证与共鸣。 文学是

个体在生活处境之中释放紧张以及达致平衡的方式。 它为遭遇挫折、
希望逃避的人们提供宣泄的渠道（弗洛伊德，２００７），或成为心理定位

和内心控制的对策，是一种简明易懂的心理分析疗法（洛文塔尔，
２０１２：２０６）；在阿多尔诺（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 Ａｄｏｒｎｏ）（１９８７）眼中，抒情诗是一

种主体通过退回自我而反抗社会压抑的行动。 因此，文学是使人与现

实世界保持平衡的一种方式。 关于文学与自我建构，福柯（２０１５）认为

写作是自我技术的一种方式，它关注自我并以积极的方式塑造一个新

的自我；作者不仅是主体，文本也不仅是客体，作者还通过文本和文本

生产过程建构了自身 （吉登斯，２０１５：４８ － ５０）；约翰·伯格 （ Ｊｏｈｎ
Ｂｅｒｇｅｒ）指出诗语言扎根于个人感性，它设定个人与社会的形势（伯格，
２０１５：１０９、２６６）；文学写作即调动力量“重新铸造人”（维戈茨基，２０１０：
３６６）。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将文学活动视为调节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

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文学活动不

仅是个体内心世界的呈现方式，还包含着个人面对生活处境时的张力

与协调，以及在这一反思性实践中的自我重塑。
作为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调节，最典型的形态莫过

于社会适应。 潘光旦便直接将文学的功能视为促进对现实生活的适

应，文学活动中“情理因事物而反应……其总结果为生活得到进一步

的安放，进一步的发育”（潘光旦，２０１０：２３５）。 但文学如何得以发挥这

样的作用？ 潘光旦表述为因“表白而有效，即我人对于外铄的事物得

以了解，得以体验，而内在的情绪得以抒展，理义得以传达” （潘光旦，
２０１０：２３５），但此外并无更深入的论述。 其力有不逮之处，在于文学活

动的社会学涵义未受到重视与阐释，也未曾获得经验研究的充分支撑。
本文承继“文学作为社会适应”这一视角，这与将文学写作活动视作个

体调节自身与处境之间的关系并建构自我的方式相契合。 通过考察

“打工诗人”在其诗歌写作中如何应对结构性处境，本文尝试加深对中

国社会变动中个体的社会适应方式及其自我形态的理解。
“打工诗人”兴起于珠江三角洲地带的工业区，一般指从乡村外出

打工，曾经或现在一面从事底层劳动、一面进行诗歌写作的人，其文学

作品中与农民工群体相关的“打工诗歌”尤其受到关注。 本研究重点

考察的问题是：打工诗人在诗歌写作活动中如何体验与适应打工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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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结构性处境？ 其中的自我建构有何特点？ 打工者作为一种漂泊的

“异乡人”（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都市里的陌生人”，在
脱离熟悉的社群和文化、面向充满陌生人和风险的现代城市社会时，其
情感和认同均面临调适与挑战。 在此意义上，关注打工者的写作活动，
既可以从主体认知和行动的角度对既有的社会适应框架下的农民工研

究进行拓展，也是对社会学经典议题的回应。

二、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与社会适应

（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性处境与适应形态

本文的“结构性处境”主要指由各种社会结构性力量综合作用而

形成的、一般具有群体共性的生活处境，用以区别每个个体的个别性因

素所导致的生活际遇。 社会结构性位置是造成个体生活疾苦的重要原

因（布迪厄，２０１７），且生活处境为个人所深切体验，构成个人生活实践

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发生连接的重要范畴（赫勒，２０１０）。 关于农民

工群体结构性处境的特点，众多既往研究指出，其弱势地位主要体现为

制度性地位与市场地位低下，“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使农民工群

体的生活困境显著等。 即便在近年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他们的

社会经济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出现下降（田丰，２０１７）。 研究

者们对于造成这一处境的结构性力量，主要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方

面进行论述。 在国家层面上，体制转变、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式、城乡

二元结构、流动人口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被视为关键因素。 在市场层

面，经济全球化、商品交换逻辑的扩张、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劳资关系与

管理模式等是造成农民工不利处境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层面，城乡冲

突与乡土歧视、阶层结构固化、社会纽带松弛等因素受到关注。 这些观

点既是理解农民工群体社会境遇的理论基础，也是打工诗人以文学形

式进行自我表达的话语背景。
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指出，社会结构特征及其造成的结构紧张状态

对青年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机会均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

用。 从个体的视角来看，在各种社会压力下，进城打工者显示出同化、
焦虑、反抗、越轨等多种应对方式（符平，２００６）。 针对城市和乡村“双
重边缘人”的处境，除对城市采取消极反抗和越轨行为之外，被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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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适应的心理在农民工群体中最为普遍（唐斌，２００２）。 关于农民工的

社会适应，以往研究主要包括现代化视角和权力视角，前者将适应城市

社会视为从传统走向现代、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如

何塑造了新的个体形态（周晓虹，１９９８；徐勇，２０１０；潘泽泉，２０１１）。 后

者较为关注个体的能动性在现代性的文化霸权之下受到压抑，分析打

工者在适应过程中如何将权力话语内在化，形成心理趋同与自我改造

（严海蓉，２００１；潘毅，２０１０；陈晨，２０１２）。 上述研究均指出农民工群体

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其中关于个体对处境的体验分

析尚显不足，个体如何感受和体验学术话语描述的压迫性的、不公正的

境遇？ 同时，这些研究也未充分呈现个体与结构性位置之间的张力和

互动，打工者在其社会适应的过程中需要面对怎样的问题、如何应对

解决？
关于农民工群体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量化研究多基于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理论，将其社会适应方式分为不同等级的层面进行分析。 如

田凯（１９９５）、朱力（２００２）认为农民工的适应与融合有经济、社会和文

化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完成初步的生存适应之后，新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交往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而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上的

适应意味着再社会化的完成。 其他研究对农民工群体适应层次的分类

有所不同，但基本采用逐层渐进式的阐释方法（陈丰，２００７；叶继红，
２０１０）。 随着相关研究的进展，这一认知方法受到冲击和质疑。 如张

文宏、雷开春（２００８）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呈现出心理融合、身
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依次降低的趋势；杨菊华（２０１５）也以经

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发现经济、社会方面的融入反而滞后于文化、心理方面的融入。
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２）从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面分析农民工社

会融入情况，发现四个层次之间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面的融入并不

必然带来其他层面的融入，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更可能是平行的和多

维的。 这些研究提示，关于需求层次从低至高逐层递进的认识，对于理

解农民工个体的社会适应有机械、偏颇之嫌，需要更加全面地加以

把握。
此外，以往一些农民工研究主要将“打工者”看作生产或经济意义

上的“工人”，对其精神世界呈现较少。 其中的打工者群像因被动承受

体制和资本的压制而显得扁平、单一，其自主性与能动性未得到充分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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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如同所有社会群体那样，打工者也有其丰富的内心需求和生活世

界，打破“经济人”的简单假设，应克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影响下对

个体的等级化认知模式，从关注和展示打工者完整的生活世界开始。
通过文学活动考察打工诗人对自身所面对的结构性处境的适应方式，
不仅有助于超越社会适应意味着同化顺从的简单假设，也有助于打破

关于农民工群体常见认知模式造成的刻板印象，进而扩充对中国社会

变动中个体适应形态的理解。

（二）社会适应的主体视角与打工诗人

个体如何适应自身所面对的结构性处境？ 在默顿（２００６）对个体

态度的分类中，“遵从”类型以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取向，对文化目标和

制度化的手段都持遵循态度，是最常见、分布最广的类型。 默顿主要从

社会结构如何向个体施加压力的角度，分析个体遵从的动力在于产生

满足感或挫折感等心理感受。 彼得·伯格（Ｐｅｔｅｒ Ｌ Ｂｅｒｇｅｒ）指出，人之

所以选择认同并适应而能够承受社会的重压，在于“我们想要得到社

会指派给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伯格，２０１４：９３）。 关于个体何以适应社

会，默顿重视趋利避害的心理机制，伯格关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交换机

制，其中的适应方式主要是认同与顺从，关于个体适应动机与形态的阐

释简单明快，然而缺少人心中真实而复杂的冲突纠葛。 潘光旦的“位
育论”对此构成补充并提供了启发。 他认为用“适应”作为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的译词并不准确，“适应”过于强调个体对环境的迁就，在中国人的生

活经验里，这一概念应是“位育”。 “位”指顺应社会秩序中静态的位

置，即“安其所”；“育”指个体动态的发育，即“遂其生”（潘光旦，１９９７：
４）。 “位育论”指出，社会适应同其他各种应对方式一样，均包含着个

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示我们应理解个体如何为自己的

适应行动赋予意义。
关注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这一相对自发的自我表达，有助于理解

他们自身对自我与环境的把握、协调以及为此赋予的意义，更加深入地

探讨他们在社会适应中的主体性。 诗歌以其低门槛、低成本、简短自由

等特点，成为帮助打工者们发出自己声音的艺术形式（刘东，２００５）。
在农民工群体普遍失语的状态下，打工诗人常被视为这一群体的代言

人（刘建洲，２０１１）。 在农民工群体中，他们具备较高认知、反思与文学

表达能力，他们对于底层生活体验的表述行为和表述文本，为理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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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主体视角提供了较为丰富且深入的资料。 费孝通指出，每个人

都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公众”之外的“讲不出来的我” （费孝通，２００３：
１２），而诗人写作诗歌就是要表达他的那个“讲不出来的我”。 文学虽

是虚构作品，却能表达个体行为和感受的重要主题（洛文塔尔，２０１２：
２ － ６），文学的创作是“和平人生个别而深一层的流露” （钱穆，１９９４：
１６５）。 作为考察对象，文学写作活动有助于走进个体的内心世界，更
深入地理解个体适应生存境遇的方式及其自我建构的形态。 此外，农
民工群体中，少数人能够通过机遇和个人努力突破结构性力量的限制

实现向上流动，打工诗人便是渴望或者已经实现“通过文学改变命运”
的代表。 尽管打工诗人是打工者群体中的少数人，但对他们的研究不

仅可以呈现这一群体的多元性，作为其中的相对“成功者”，也能较为

显著地显示个体对于结构性位置的适应形态。
从社会适应与自我建构的角度来看，以往关于打工诗人文学活动

的研究给予本文两个方面的支持和启发。 首先，文学写作是打工诗人

审视处境、批判现实的方式。 他们通过诗歌创作突破被忽视的匿名状

态，揭露不公以期实现矛盾的解决，用写作伸张平等与尊严 （ Ｓｕｎ，
２０１４；韩少功等，２０１６），因此被视为打工者表达能动性和争取话语权

的抗争行为（张慧瑜，２０１６；柳冬妩，２０１６；刘东，２００５）。① 同时，诗歌写

作是打工诗人自我调整的方式。 对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的思考、领悟

激发其写作冲动，他们在诗歌中抒发感情、自我安慰，对内心焦虑与心

理失衡进行疗愈，以抵抗现实生活的压力（李新、刘雨，２００９；柳冬妩，
２００７；曾宪林、温雯，２０１５）；作者也通过个人的书写，探索和形成自我

意识，界定身份与角色，生成自身的主体性（李敬泽，２０１０；郭春林，
２０１６）。 打工诗歌符合本文对文学活动的社会学意义的理解，其写作

活动不仅是打工诗人从个体或群体的立场审视与追问现实而与生活处

境之间进行相互作用的方式，也是他们界定自我、建构自我的行动。 通

过写作活动透视其社会适应方式是恰当有效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个体生活因结构转型而发生剧

烈变动的群体，他们面对生活处境的方式与自我建构构成了对“中国

经验”有着切身感受的“中国体验”（周晓虹等，２０１７），参与塑造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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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形态。 本文的研究通过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分析他们适应

结构性处境的方式，也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变动中个体自我建构

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市场与人口流动的冲击下，个
人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等问题因缺乏建设性的探索和相关精神

资源，导致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日益成为主导观念（贺照田，
２０１６）。 与之相应，当代中国社会的“自我像”往往被描绘为重利轻义、
内心世界空虚匮乏，如“唯我式的、物欲的个人主义” （许纪霖，２００９）、
以自我为中心而“无公德的个人” （阎云翔，２０１７）、顺应新自由主义时

代的“欲望主体”（Ｒｏｆｅｌ，２００７）等。 本文试图穿过这看似亦步亦趋的群

像，在个体与境遇的互动之中理解其自我重构。 为此，本文将通过文学

活动努力贴近他们自身在社会适应中的体验与阐释，这是个体面对现

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基础，也是普通人能够据以塑造社会生活的力量之

所在（汤普森，２００１）。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介绍

（一）方法与视角

本研究将文学活动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写作行为本身，二
是作为写作行为之结果的诗歌文本。 考察将以写作行为为主，以诗歌

文本为辅，对文学活动的把握方式注重以下两点。
第一，本文以文学写作活动为考察的主体，如前所述，将写作行为

视为具有反思性的个人实践，包含对自我与生活处境之间张力的调整，
同时促成自我建构。 文学活动并非独立封闭的个人事件，它在一定的

社会场域和人际网络之中、在诸多社会力量的影响下得以发生（埃斯

卡皮，１９８７；贝克尔，２０１４；布迪厄，２００１）。 打工诗歌也是在政府、市场、
社会伦理等条件的支撑之下得以成立的表达空间（刘畅，２０１７），同时

受到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趋势以及打工诗人群体社会交往的影响。 在此

认识前提之上，本文对打工诗人文学活动的考察着重于个体化的视角，
分析他们作为个体如何通过写作活动面对现实境遇。 这不仅是因为研

究问题聚焦于此，而且“孤独应对的个体”也符合现实状况。 如同诸多

研究所描述的工厂劳动者那样，珠江三角洲地带工业区的打工诗人很

多处于被动的个体化甚至原子化的状态。 势单力薄地面对市场竞争与

１２１

论 文 “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与社会适应



工业文明，既是农民工群体的困境，也是社会转型中大多数人面临的具

有普遍性的精神境遇。 相应地，本文着重在打工生活的背景下考察个

体的诗歌写作行为具有何种目的、寻求何种满足，分析其中如何处理自

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建构自我。
第二，本文以诗歌作品作为个案考察的辅助材料，将文学文本视为

内心世界的表演式呈现，具有情感与态度的真实性。 文学可以是社会

学“田野”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刘亚秋，
２０１８；王明珂，２０１７）。 虚构的文学所反映的社会事实，并不立足于揭

示“历史真相”，而在于呈现观念与情感层面的真实（刘亚秋，２０１８）；诗
歌文本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描绘出了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东西”
（洛文塔尔，２０１２：２ － ３）。 不可否认，内心活动通过诗歌的形式进行表

达时，需要运用文学化的语言和相关的程式、技巧，还需考虑到读者以

及社会公众的接受方式，因而不论表达的方式还是内容，都需经过不同

程度的整饰。 但这并不抵消文学文本对于理解个体与社会的有效性，
因为它是与戈夫曼所谓“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所共有的性质，与其他

日常互动的产物在“真实性”上并无本质区别。 同时诗歌文本较之访

谈中的口头表述，在呈现内心世界时具有自发性、深入性，能够表达一

般社会交往中难以充分表述的体验和态度。 因此，本文将诗歌文本作

为一种相对自发进行的自我表达。
本研究通过文学行动理解个体对结构性处境的适应方式及其自我

建构的形态，将重点分析适应型打工诗人的写作行为，同时将个案诗人

的诗歌文本作为对照和补充，以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 对打工诗人个

案的选择基于理论抽样，即选取那些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积极适应态度

的“打工诗人”作为分析对象。 换言之，他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在于较

为接近社会适应态度的“理想形态”，能够呈现个体在适应结构性处境

时的某些模式与特点。 为了探讨这些个案所具有的解释力，本文也将

思考其应对之道是否可以用于理解农民工群体面对生活境遇的实践，
进而探讨其与“中国体验”以及中国社会自我形态之间具有的共性或

联系，以此作为从特殊性扩展到普遍性的研究策略。

（二）考察对象

本文的考察材料来自笔者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带对

打工诗人的访谈调查。 这一调查以“滚雪球”的方式在打工诗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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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扩大对象，从群体活动中的核心人物、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代表人物，
到活跃程度一般的普通诗人以及对这一群落参与较少的边缘型人物，
其中重点个案大多进行了 ３ 次以上的访谈。

为了通过文学行动理解个体如何适应结构性处境，对个案访谈资

料的编码主要包括如下三组：关于打工者境遇的认识和体验，面向打工

者境遇的态度与应对方式，进行诗歌创作的动机和感受。 在此基础上，
参照默顿和彼得·伯格的分类思路，根据对境遇的认识和应对方式，将
打工诗人的个案分为适应型、批判型、创造型三个类型。 适应型态度主

张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批判型态度认为各种外在力量造成了打

工者的不利处境，应努力争取各种社会条件的改善；创造型态度注重主

张和推行新的价值标准。 在本研究持续调查、了解较为深入的 ２０ 位打

工诗人的个案中，１０ 个个案可以归入适应型态度，占所有个案的一半，
符合默顿指出的遵从型最为常见以及农民工群体中接受与适应环境的

态度最为普遍的研究观点。 本文将适应型态度尤为显著的 ７ 位打工诗

人作为重点个案进行分析。
７ 位打工诗人均发表过多篇诗歌作品并出版过诗集。① 社会境遇

发生较大变化在打工诗人群体中并不少见，７ 位打工诗人外出打工均

是从工厂工人、保安、快递员等底层职位开始做起，多人已经历了职业

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具体情况参见表 １。 但他们仍持续关注

和参与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或工作，并明确表达出作为“外出打工者”的
身份认同。 为了考察他们身处打工者境遇之中的体验和态度，本研究

将结合访谈中打工诗人的回顾性表述和他们以往从事车间劳动或快

递、保安工作时的文字表述，并主要参照他们早期作为底层打工者时所

写作的诗歌文本。 上述策略使本研究尽可能贴近打工诗人身处农民工

境遇时的适应方式，提高整体分析的有效性。
除适应型打工诗人个案的诗歌作品之外，本研究也以其他打工诗

歌的文本内容作为补充和参考。 作为本文分析的背景，打工诗歌的主

要内容如表 ２ 所示。 这是对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１４ 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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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姓名已按拼音规则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打工诗人群体自 ２００７ 年起每隔一至两年出版一部《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至今已出版六

部。 考虑到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可操作性以及时间跨度，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１４ 年

出版的两部《打工诗歌精选》中的打工诗歌进行了内容编码。



（许强等，２００９；许强、陈忠村，２０１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进行的归

纳。① 这一诗歌选本的选编重视作者作为底层打工者的身份及其对

“打工现场”的如实描写。 从主题来看，除对家乡与家庭的感怀、对城

市生活的经营之外，作为农民工的社会处境与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中主要关注和描述的是劳动工作、身份地位、其他农民工的生活状

况、自身打工经历与人生历程。

　 表 １ 　 　 适应型个案的基本情况

化名 性别 年龄 ／ 岁 家乡 学历
首次进城
打工时间

主要
打工地

经历

徐林安 男 ４２ 湖北 大专 １９９９ 年 东莞 车间工人、保安、管理人员

萧莹芝 女 ５０ 江西 初中 １９８５ 年 东莞 车间工人、管理人员、记者

董高 男 ４６ 湖南 中专 １９９９ 年 珠海 电工、仓库管理人员

何锋思 男 ３７ 广东 中专 １９９９ 年 珠海 工人、自由撰稿人、行政人员

孟敏 男 ４６ 湖北 高中 ２０００ 年 东莞 保安、文员、企业内刊主编

向明歌 女 ３６ 湖南 高中 ２００８ 年 深圳 车间工人、企业文员

周京岸 男 ４４ 湖北 高中 ２００５ 年 东莞 快递、车间工人、保安

　 　 注：表中数据为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访谈时收集的资料。

　 表 ２ 　 　 打工诗歌的主要内容 单位： 首

年份 诗歌总数

初级群体

故乡 家庭

作为农民工的处境与经历

劳动
工作

身份
地位

其他
农民工

打工
经历

人生
命运

城市生活

城市
日常
生活

２００８ １７２ ７８ ５２ ７１ ５０ ４５ ３４ ３０ ５５ ３２

２０１４ ２２９ ９６ ８６ ７４ ９６ ８６ ８０ ７７ ７３ ４３

四、个案分析

为了分析个体适应结构性处境的方式，本文对个案的考察内容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打工诗人如何认识和体验打工者群体的社会处

境？ 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文学活动中折射出个体对结构性处境的何种

适应方式？ 进而言之，其中反映出何种自我建构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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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少数诗歌抽象晦涩难以确定含义，本文未对其进行编码和归类。



（一）对结构性处境的认知与体验

说到打工者的生活境遇，７ 位打工诗人虽然提及学术话语重视的

国家政策与制度、市场竞争与劳资关系、企业管理方式等外在社会原

因，但还是认为改变境遇的关键因素在于打工者自身，其依据主要基于

城乡生活的比较，认为打工者处境利大于弊。
适应型个案认为外出打工带来巨大收益，以此肯定农民工群体的

生活现状。 在萧莹芝眼里，外出打工出于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它带来了

更好的经济收入，而且车间劳动也比农活轻松安全得多。 “不要说在

外面打工苦……最苦最累的是我们农村，其实不是工人。”她感激打工

带来的收入和机会，认为承受相应的代价也“不需要抱怨”。 徐林安虽

然回顾以往经历时禁不住落泪，但在对处境的整体评价中，他并不愿强

调苦难，因为外出打工是重要的生活机遇。 “如果我不出来打工，可能

在家里就是打架，或者跟那些二流子一样，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没
有用的人。”周京岸对打工生活的总结是“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有得必有

失，我感觉我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要多一点”。 孟敏也认为获益大于

损失是毋庸置疑的，“我在家里靠那点工资养不活家人，后来出来几年

就回家建房了”；“看看外面世界肯定不一样的，一定要出来”。 对于适

应型打工诗人来说，“生活境遇的形成根源”这个问题，首先在于打工

者是自我选择进入这一情境之中的。 在自主意志的基础上，对打工群

体处境的不满和批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既想获得更好的生活，又不愿

意承受相应的代价。 就如董高不认同“诉苦”的理由那样：“很苦你就

不会在这里生活了，你早就回去了是不是？ 因为在外面肯定过的还可

以，比在家里绝对要好很多，你才说留下来。”适应型打工诗人基于城

乡生活的比较而对外出打工的利弊进行权衡，强调打工生活是为自身

目标进行的自愿选择，承受痛苦是为获得以经济收入为核心的生活机

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因此主张忍耐与适应。
在这些个案中，打工诗人强调利大于弊的前提是他们都曾体验并

认同打工者生活中“苦难”的普遍存在。 在为赚取经济收入而付出的

代价中，较之身体的疲劳、健康的损害，诗人们更着重讲述的是远离家

人、缺乏社交造成的情感缺失，工厂劳动导致的内心压抑和自尊受损，
以及频繁换工和“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引起的漂泊无根、缺
乏归属等感受。 情感满足匮乏与精神磨难的体验，常常是打工诗人们

在访谈中的情绪迸发之处，也是打工诗歌的重要倾诉内容，因而这些诗

５２１

论 文 “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与社会适应



歌常常被视为底层的苦难叙事。 这些痛苦的感受与诸多农民工群体研

究以及打工文学研究的论述一致，本文对此不再作详细的描述。 重要

的是适应型诗人个案对农民工社会处境的体验和认知常常表述为利与

弊之间的比较权衡，即经济收益、生活机遇与精神和情感之苦痛的共存

与冲突。
这种表述不仅出现在访谈中，也体现在诗歌文本中。 从 ７ 位打工

诗人早期诗歌对打工者社会处境的描述来看，首要的体验是地位低下、
谋生艰辛。 对打工者的比喻多用“草芥” “草木” “树叶” “蚂蚁”等意

象，对打工者最常见的描述是“卑微” “势单力薄” “土里土气” “廉价”
“怯生生”“瘦弱”的“异乡人”，打工生活意味着“在低处的生活里辗转

奔走”（《这些年》），“苦苦挣扎”，“辛苦” “疼痛” “孤独” “流浪” “漂
泊”等是高频出现的词语。① 典型的诗句如“我只能如一股战栗的风 ／
一张惊慌的影子” （《异乡》），“以更卑微的姿态走路，低于尘埃和生

活”（《江南一年》），“我微如草芥的生命还在流浪” （《东莞》）等。 诗

歌也显示出对打工生活的期待和希望，如打工者也被称为“寻梦人”
“躁动不安的灵魂”，打工生活意味着追求“前程”以及“事业和爱情”，
“寻找机遇 ／将自己嫁给幸福”（《在劳务市场》）。 如“只要敢于迈出双

脚 ／都会海阔天空 ／忘却那些伤痛” （《人生感悟》），“我携带家人的期

待而来 ／抵达珠海心跳的地带 ／终于站到事业的起跑线上” （《抵达珠

海》），“与城市粘连的节奏 ／让南国的暖流 ／滋生了 ／每一位工仔与逆境

抗争的勇气”（《身份》）等。 与访谈中强调机遇和获益相对照，他们诗

歌中的情感体验虽然包含积极乐观的情绪，但更多刻画了社会地位低

下带来的弱小压抑、不受尊重以及缺乏情感支持和归属感等负面感受。
适应型态度的打工诗人审视并试图调和打工者结构性处境中的机

遇和代价，收益与牺牲，两方面的矛盾体验往往呈现为“爱恨交加”“五
味杂陈”“有得必有失”的评价。 尽管访谈中相对理性的叙述与诗歌文

本中的感性表达侧重有所不同，但都体现出利益期待与情感代价的二

元分化及其冲突，这是适应型诗人体验打工者社会处境的重要维度。
对于他们来说，打工者的结构性处境并非完全是压迫性的或不合理的，
尽管他们意识到了结构性力量对生活境遇的制约，但其处境认知主要

建立在利弊的权衡评估之上，物质生活机遇与精神代价之间的冲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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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感受。 这种体验和区分的方式在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也可获得

佐证，多数农民工认为，精神上的歧视比物质生活上的艰苦更令他们感

到不满和难以忍受（李强，１９９５：６３）。 进而言之，这一体验维度在中国

社会变迁中也具有普遍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日益繁荣与精

神价值空虚之间的对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见话题（贺照田，２０１６）。
那么，打工诗人又是如何应对结构性处境中的压力与矛盾的？

（二）诗歌写作中个体对待结构性处境的方式

这些个案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打工以前就是文学爱好者，但真正

写作诗歌是在外出打工生活的激发之下才开始的，显示其文学活动与

结构性处境压力之间的关联。 访谈资料中关于诗歌创作等文学活动的

描述详见表 ３。 概言之，适应型打工诗人的文学写作体现出以下三种

面对自身处境的方式———弥补、脱离和超越。

　 表 ３ 　 　 诗歌写作中个体对待结构性处境的方式

概括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弥补

增加社会交往 增加工友交流、扩大文友交流、认识新朋友、获得接纳与认可

填补感情匮乏
建立拟亲密关系：苦闷倾诉、精神慰藉、缓解孤单、情感支持

巩固亲密关系：向家人倾诉告白、维系亲情与乡情

疗愈精神损伤 宣泄压力、重建自尊、安抚伤痛体验

脱离

作为客体化文化资本
“靠文学改变命运”、以文学成绩脱离底层劳动、实现职位晋
升、进入文化行业

作为身体化文化资本
激发进取心和奋斗意志、使人自我改变、跟命运抗争、不甘于
现状

超越
回避压力

脱离现实：“摆脱世俗的喧嚣”、心里舒服轻松、没有压迫感

淡泊欲望：摒弃欲念、带来内心平和、随遇而安、“让我内心
安静”

建构自我认同 “净化灵魂”、保持“阳春白雪”

１． 弥补：通过诗歌写作修补情感缺失和精神损伤

在诗歌写作中，适应型打工诗人寻求打工生活中缺失的情感交流

和精神支持。 萧莹芝从普通女工奋斗成为杂志编辑，她重视提升包括

写作能力在内的文化资本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但从其对早期文学创作

过程的描述来看，写作的动力和快乐还来自于形成新的关系纽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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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莹芝的写作给予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工厂里的黑板报带来的围绕文学

的互动和交流。 同厂姐妹和工友们看到黑板报上自己的文章以后，
“觉得你文章写得好啊，就找你想跟你交朋友啊，认识你啊，为了这个

（我）就很开心的”。 以文学写作为契机而形成的友情，既基于能力主

义，包含对才华的认可；也基于情感，通过作品内容而达成共鸣；同时还

有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产生的交流欲望和惺惺相惜。 萧莹芝在打工生

活中感受到的痛苦主要是情感上的孤单无依，“（车间劳动）这种生活

上的苦跟那种心灵上的苦闷，它是不同的”。 心灵的苦闷是“你肯定找

不到一个可以说悄悄话的人”，即缺乏亲密的社会关系给予的精神慰

藉和情感支持。 由文学这一共同爱好而形成的人际交流，为她提供了

重要的补偿机制。 缺乏社会交往、情感生活匮乏是工厂打工者生活中

的普遍困境，通过文学写作形成精神上的互动，是萧莹芝应对这一困境

的重要方式。
周京岸在 ２０１５ 年受访时担任工厂的保安，他认为写作的快乐在于

“他人对自己的认可”。 当感受到周围人的亲切对待和“赞赏”“热情”
并“成了好朋友”时，“就觉得生活中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快乐，是通过写

作带来的。 如果没有写作，什么快乐也得不到”。 在写作中他渴望获

得他人对自己情感上的认可和接纳，将之视为最大的动力。 另一位打

工诗人向明歌现为公司文员，她描述从前作为底层工人时喜欢诗歌写

作，除了可以用写作释放情绪、缓解精神压力之外，还能与有相同爱好

的人进行精神交流，“文学对我来说也许意味着亲情吧，即便相隔久

远，也会一见如故”。 诗歌写作构成一种既虚幻又真实的精神互动，建
立一种友好、融洽、相互进行内心倾诉的虚拟亲密关系。 徐林安的打工

生涯从工厂啤工（注塑机操作员）起步，现已成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他长期与家人分离，从居住在工业区出租屋的时期开始，他的很多诗歌

就是对家人的深情告白，并经常把作品给父母、妻女看，以表达对家庭

的重视和眷恋。 因此，诗歌也是他远离亲人时维系、巩固亲情的一种方

式。 董高从事电工多年，后转为仓库管理人员。 一直以来他的诗歌中

写得最多的是乡愁，他将乡愁的核心涵义描述为“亲情”，认为这种重

要而基本的情感正是城市生活缺乏的。 通过对亲情与乡愁的描写，他
对城市打工生活中的情感匮乏进行了想象性的填补。

此外，这些个案中的多位诗人也提及写作是压力的宣泄和“呐
喊”。 徐林安外出打工以后开始写作诗歌，他描述其必然性在于“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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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办法抗争”，尤其是早期作为普通的车间工人时，“不得不去找一

种发泄的渠道，去说出自己的生活状况和自己的心境”。 对外在社会

力量和结构性压力感到无可奈何之下，诗歌写作可以帮助个体重获对

生活的掌控感，重建自尊。 孟敏早期有过车间工人的经历，现在担任企

业内刊的主编。 尽管他自述“因为文学我有了饭票”而不掩饰自己诗

歌写作中明确的功利性，但他仍称每写一首诗歌都“治愈了我的一处

精神溃疡”。 从个体与结构性处境之间的关系来看，诗歌写作使生活

中受到压抑而受损的自我借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修复。
从上文来看，适应型打工诗人感激打工生活为他们提供的机遇，也

很清楚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家庭分离、缺少社会交往、精神苦闷、内心

封闭寂寞等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诗歌写作是他们针对生活中情感

的缺失而进行调节与弥补的行动。 适应型打工诗人通过文学写作修复

内心世界的损伤，缓解利益目标和情感代价二者之间的冲突，这使他们

能够暂且忍耐和安于当下的处境。
２． 脱离：“靠文学改变命运”
诗歌写作从资本和意志两方面支持打工诗人实现向上流动。 作为

一项文化资本，诗歌创作起到了帮助他们脱离底层劳动的作用，这被打

工群体称为“靠文学改变命运”。 如孟敏早期是车间搬运工，凭着写作

能力得以从蓝领工人转为文职人员。 他将自己的文学爱好表述为“为
了职业所做的准备”，主要是实现上升流动的途径。 另一位打工诗人

何锋思虽曾在工厂里获得了一定晋升，但最终辞职并凭借文学成果的

积累转行进入高校从事行政工作。 萧莹芝也将自己视为一个通过文学

改变命运的人，凭着诗歌和小说的写作，她从“工厂底层生产线的打工

妹”被提升为小组长、文员，进而能够转行成为杂志社的记者和编辑。
对她来说，靠着勤奋和努力也可以实现工厂职位的晋升，但文学不仅有

助于提高在工厂体系内部的位置，还使其克服学历这一她原本难以改

变的结构性障壁，脱离工厂劳动而进入文化行业。
对于未能显著地“靠文学改变命运”的打工诗人来说，文学写作同

样被视为改变处境的重要途径。 向明歌虽从工人转为了公司职员，但
并未运用写作才能实现职业和生活的明显提升，她解释现在的平凡状

态是因为“自己心里没有坚持（文学）梦想”，也认为“我这种人要想改

变命运，只能靠好好打工、自己做生意、写出好作品这三种方式”。 访

谈调查时，任职工厂保安的周京岸表述了自己对文学非功利性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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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羡慕“写作改变命运”的人物，“他们都改变了自己，像我这种人要

想改变自己必须努力写作”。 他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到一家小小的报

社里去工作，也希望再出名一点是不是”。 因此，境遇改变不甚显著的

个案也多重视文学的资本效用，期待文学写作带来更好的生活、更高的

社会地位。
诗歌写作作为文化资本的性质还体现在激发身体化的进取心和奋

斗意志。 徐林安觉得，“文学它会冥冥地、隐隐约约地就让我充满正能

量，让我去向往好的生活，这可能是很多打工人不具备的”。 他也希望

通过诗歌“唤醒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意识”，其诗歌风格与之契合，主
张积极向上。 “我的诗歌里面不会呐喊完了就拉倒，我一定会告诉自

己应该去改变命运。”作为《打工诗歌年度精选诗集》的编委，徐林安在

诗歌的筛选和评审中也看重诗歌的“正能量”，即“首先我会去评估你

有没有想过、写到过改变自己”。 对他来说，“正能量”意味着一种主体

性，是积极调整自我以争取更好生活的行动意志。 何锋思也强调文学

是他提升自我的意志支撑。 “去当搬运工……在这个环境下，只有文

学给我指明了道路……没有这个的话，就可能找个女孩子结个婚，可能

一辈子待在那里了。”文学成为激发向上流动的精神动力，使他不甘于

现状、努力脱离眼下处境。 他认为自己与其他没能脱离打工生活的普

通工友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我是通过‘打工文学’才开始提升的”，“一
个人只要坚持写作的话……他会不甘寂寞，不甘那个境况，想跳出他目

前的环境”。
打工诗人通过诗歌写作激发上升意志，并以作品发表和获奖的成

绩寻求收入与职位的上升以及生活处境的改变，诗歌写作是他们积累

并展示其文化资本的行动。 他们所说的“命运”指受到种种社会力量

所制约的生活路径，而“文学改变命运”便是通过写作获得文化资本，
进而得以摆脱结构性的限制，进入新的、更优越的结构性位置。 这一工

具性较强的写作方式重视生活机遇的获取，对打工者现实处境的适应

意味着积累向上流动的潜力。
３． 超越：通过诗歌写作“生活在别处”
尽管是在忙碌而艰苦的电工生涯中开始写诗，董高是唯一坚定而

明确地表述自己并不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打工诗人，他称自己写诗

就是“心理的宣泄”，“我写一首诗出来，心里很舒服，很轻松”。 与徐林

安将宣泄转化为改变命运的意志不同，他的“宣泄”旨在通过写诗“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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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世俗的喧嚣”，“遇到的那种困难啊，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忘

记了，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了……进入那种诗歌生活嘛，就没有那种压抑

感”。 董高表述刚到珠海打工时，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与外出同乡之间

在物质生活上的比较。 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是董高缓解“压迫感”的方

式，“一看上诗歌，心里就会很舒服了”。 他曾这样写道：“诗歌，让我粗

俗的生活去掉了岁月无法洗彻的浮躁，也让我拥有了一方心灵的净

土。”在他早期的打工生活中，写诗是使他暂时抽离于现实而“生活在

别处”的一种方式。
与之相似，虽已脱离工厂体力劳动但自我定位仍是普通打工者的

向明歌主张淡泊欲望。 “不快乐是因为欲念太多”，而文学恰恰使她

“摒弃了许多凡世的欲念”，带来了“内心的平和”。 在打工诗歌比赛中

获奖使她获得了城市户口，脱离了工厂劳动，但她仍有强烈的“缺乏一

技之长”的焦虑。 对她来说，诗歌写作既作为亲近、融洽的拟亲密关系

构成情感的弥补，同时也让她在这种倾诉中回避或超越现实生活中的

压力，获得精神的宁静。 董高强调自己写诗是为精神乐趣而非“靠写

作给自己谋点什么好的东西”，“因为写作没有功利心了，我今天能写

就写，不能写我就不写了，没有太大压力，随遇而安的那种”。 周京岸

也认为写诗“让我内心安静、干净”。 这一写作取向力图淡化流行价值

标准的影响，以抵抗或回避现实生活带来的焦虑。 他们将对利益、机遇

的期待视为扰乱甚至污染内心世界的因素，借由文学活动建构去功利

性、非竞争性的自我。
作为工厂的保安，周京岸认为诗歌写作使他“净化灵魂”并保持

“阳春白雪”。 他描述无论在乡下老家时，还是外出打工下班以后，老
乡或工友们“就是闹闹哄哄地在一起打麻将，然后抽点时间喝酒”。 而

他则不同，写作“让我身为下里巴人，却拥有一颗阳春白雪的心”。 一

方面，周京岸明确地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下里巴人”，另一方面，他坚持

自己高于农民工群体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通过诗歌写作努力抽离

和超越于打工者现实社会位置而建构新的自我认同。 周京岸渴望更高

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物质生活（２０１５ 年底访谈时任工厂保安，２０１６ 年

辞职担任作文辅导班教师），但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使他对所担任

的保安工作感到知足。 访谈调查时，他主动提议并带笔者去参观所供

职工厂里位于江边的保安亭，骄傲地介绍他在这仅一米见方的亭子里

值班时，可以“一面欣赏秋水长天，一面构思写作”。 这不仅显示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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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真切的愉快感，也呈现出他通过写作抽离于现实情境的生存姿态。
这三个个案都寻求通过写作获得内心的宁静，这种“宁静”意味着

能超越于现实生活境遇并设置内心的“飞地”，以暂且相对安于现状。
超越型写作的打工诗人身处打工处境，同时在精神层面回避或超脱于

底层打工群体的现实处境，努力使自身价值感不受这一结构性位置中

利益与竞争的干扰，也免受其精神压力的损伤。 这一写作形态不积极

寻求生活机遇和个人成功，但使他们得以建构不同于农民工群体的身

份认同。 这显示，超越型的写作行动同样并不接受或认同自身的结构

性处境，对其境遇的评价是负面的，文学活动更多表达着对“别处”之
生活的认同和向往。

五、结论与探讨

（一）写作活动中的社会适应：成长性适应

适应型打工诗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形成农民工群体生活处境

的重要社会背景和结构性因素，但这种理解主要是作为生活者从个人

视角进行的感知。 其中，对利益和机遇的期待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

压抑感、残缺感，是他们对打工生活进行体验和评估的重要维度。 诗歌

写作活动是打工诗人处理冲突体验并适应结构性处境的方式，呈现出

三种应对方法：“弥补型”努力克服社会纽带和社会交往的缺失而寻求

情感支持；“脱离型”努力克服学历、职业的障碍，争取成为市场中更具

竞争力的个体；“超越型” 试图抽离现实处境回避压力，成为“精神

贵族”。
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打工诗人主要为经济目的外出打工，但收入

改善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活失衡的感受，文学写作活动是他们在经济利

益与精神情感之间重建平衡的努力和尝试。 在诗歌文本中，诗人们常

常将打工生活中感受到的对立面并置、统合，试图完整地认知自己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 典型的诗句包括“打工 ／痛并快乐着”（《打工·爱·南

北交错的芒刺》），“酸甜苦辣 ／摆在人生的旅途 ／躲开 ／真的是难”（《人
生感悟》），“在南方流浪的日子 ／有些主动 ／有些被动” （《流浪南方二

首》），“城市，这个资本家可爱又可恨 ／我手捧《围城》进入围城” （《在
广东还要暂住多久》）。 通过写作活动，他们将打工生活之利弊和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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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各种情感体验在诗歌中进行整理、协调。 诗歌写作与诗歌文本

两相对照，显示迅速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而偏重经济的发展模式，建基

并倚重于个体对现代性的想象和寻求生活机遇的渴望，而积极适应时

代的个体，同时体验到生活的进步发展与矛盾、残缺以及创伤感。 适应

型打工诗人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个体对生活境遇中的利弊冲突和多元体

验进行整合的努力，以期塑造完整连贯的自我认同，调节自身与结构性

处境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适应型打工诗人在文学写作中也保持着与处境之间的张力。

无论是弥补精神与情感的压抑缺损而暂且安于现状，还是通过写作获

得机遇而脱离现实处境，抑或是通过写作在精神上抽离于现实所处的

结构性位置，诗歌写作作为反思性实践所体现的适应模式，均努力离开

这一结构性位置，是对境遇的暂时性适应。 个体对于结构性处境一面

寻求协调与平衡，一面保持距离和张力。 他们的适应源于脱离这一处

境上升流动的希望，而非对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与境况的认同。 从

“安所”与“遂生”两个方面来看，适应型打工诗人顺应位置的方式是尝

试调和“物”与“心”之间的利弊冲突，回避现实处境中的客观问题；其
自我发育的方式是保持个体与结构性位置之间的张力，期待出离向上。
潘光旦的“位育论”提示适应现象包括静（安于所处地位）和动（自身的

发育）两个方面，其论述中二者共存，并无孰轻孰重之分。 本研究中打

工诗人的写作行动所体现的是一种“蓄势待发”的适应模式，即为了

“遂其生”而“安其所”，个体为了未来发展而自我调整，以适应结构性

处境。 本文将其概括为“成长性适应”。
对于难以适应甚至以悲剧结局的打工诗人，如绝望自杀的许立志，

也可以用这一适应形态来理解。 根据对许立志友人的访谈，没有向上

流动渠道的认知是导致他走向绝望的重要原因。 许立志在工厂流水线

劳动期间写下的诗歌作品中，关于打工生活的描述主要表达的是对机

械劳动的疲劳厌倦，因难以脱离底层打工者生活状态而感到的压抑痛

苦。 他曾努力写作并多次尝试改换工作，但终归未能摆脱身份、学历等

条件的制约，仍旧无奈地回到工厂劳动中并日渐陷入绝望。 在具有上

升流动希望的前提下，本文中的打工诗人可以将打工之苦、伤痛体验视

为换来更好收入、磨炼身心、提升能力与丰富经验的必经之路。 然而脱

离处境的希望渺茫，使许立志无法为单调疲劳的劳动和慢性病痛赋予

积极意义，其诗歌中各种“苦”的描述便从“咬紧牙关忍受”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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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合上双眼”“离开”“走向死亡”等意象。 从“为遂生而安所”的成

长性适应方式来看，由于失去发展与上升的远景和希望，许立志无法调

和自身与现实处境之间的紧张，“安其所”难以为继。
打工诗人在文学活动中通过内在调整应对结构性力量的作用，既

协调物欲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也保持在既定结构中的上升欲望。 这一

成长性适应并非与环境的同化，也非被动消极、逆来顺受的反应，而是

在结构性位置中努力维系生活完整性、发展性的实践。 此外，对照从经

济适应到社会适应、文化心理适应的递进层次模式，物质收益与精神、
情感的满足的确被分割并构成二元对立的体验，但二者并非主次分明

的递进关系，它们同时存在并往往相互冲突。 底层群体的生存理性或

经济理性常常被强调，这一特点是否只是一种结构性处境造成的结果

而并非其本来形态或动因？ 需求层次理论影响下等级化、递进式的个

体理解容易导致刻板印象，并促成不平等的再生产。

（二）文学活动与中国社会的自我建构

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带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与研究显示，其生活

形态的特点是缺少完整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缺乏社会交往和情感

支持，休闲生活单调而精神上缺少皈依（卢晖临，２０１０：５５；汪建华，
２０１６）。 在频繁换工的高流动性、严苛的工作压力和原子化的社会交

往之下，个人的精神危机容易不断加深（郭于华、黄斌欢，２０１４；汪建

华、孟泉，２０１３）。 打工诗人的诗歌创作是在残缺而孤单的日常生活中

获取情感支持和价值支持的方式，也是打破结构性力量的限制而脱离

打工生活的另类渠道，呈现出积极适应社会变化的个体在物质利益与

精神情感之间进行权衡、通过调节自身与处境之间的紧张来建构自我

认同的过程。 这一应对之道也有助于理解整个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适

应，如“老板梦”、攒钱做小生意等“小商户化”目标是他们忍耐恶劣不

稳定工作的基础（郑广怀等，２０１５；叶荫聪，２００８），这构成典型的成长

性适应形态。 以往研究描述的“过客”心态、消极的忍耐与无奈（李培

林、田丰，２０１１；秦洁，２０１３）以及被动地承受外在身份建构（陈映芳，
２００５；王建民，２０１０），可以理解为他们将城市打工生活的意义局限于

提高经济收益，而精神上的归属感、尊严感从乡村共同体或同乡群体中

获取和弥补，以此维系个人生活和自我认同的统合。 与之相对，积极接

受城市的价值观、学习工作技能、掌握地方语言（严海蓉，２００１；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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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陈晨，２０１２），是按照市场和发展主义的逻辑塑造自己，以获得更

大的竞争力。 此外，通过各种消费行为体验时尚的生活方式，满足作为

现代个体自我肯定的需要以及获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感受（潘毅，
２０１０：１６０ － １６３；余晓敏、潘毅，２００８；丁瑜，２０１６），则是试图超越现实条

件的限制，抽离于结构性处境而进行新的自我身份建构。
从本文的考察来看，文学写作帮助打工诗人实现社会适应，不仅在

于潘光旦所说的“情绪得以抒展，理义得以传达”，更在于它作为一项

反思性实践，在保持向上发展的目标之下，塑造在现状中相对完整平衡

的自我。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指出，中国

体验具有二元性、两极化的特点（周晓虹等，２０１７；谭同学，２０１６），传统

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等共存而相互拮抗，造成中国转型中

个体的自我概念矛盾而不协调。 作为步入现代社会的“异乡人”，打工

诗人的文学活动展现了个体重新整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即在向上发展

的前提之下，努力权衡和协调多重体验，将负面感受纳入更长时段的个

人成长历程之中而为其赋予积极意义。 文学活动帮助个体在与结构性

处境的张力之中达致新的自我整合。
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个人建构包含着丰富的自内向外延展的公德涵

义，但近代以后“大我”逐渐消解，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小我”作为唯

一的、最重要的主体崛起，演化为唯我式的个人主义（许纪霖，２００９）。
适应型打工诗人在文学写作活动中呈现的自我，也主要是“小我”的形

态，其中对生活机遇、阶层流动的期待，对“梦想”和“成功”的渴望，与
阎云翔（２０１７）、许纪霖（２００９）、罗丽莎（Ｒｏｆｅｌ， ２００７）、流心（２００４）论述

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唯我而重物欲的个体形象均有相

符之处。 但作为从农民工群体向城市中产阶层奋斗的成功者，打工诗

人的自我建构也呈现了与之不同的、当代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的另一侧

面———在主张自主意志和自我负责的基础之上，寻求“物”与“心”的平

衡，重视完整的自我发展。 文学活动所体现的成长性适应方式融合了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功利型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特点（贝
拉，２０１１），建构出一种在既有等级结构之中均衡向上的自我。 同时，
在文学写作与诗歌文本之中，更好的物质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加

圆满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一起，被视为情感满足与自我价值感的来

源。 因而这一自我的发展目标仅用阶层流动难以涵盖，可综合概括为

“人生境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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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类型相比，适应型打工诗人关注自身的调整与改变，认知和

探寻自身境遇的成因、寻求改变处境的意愿和动力相对淡薄。 但其文

学写作在具有工具理性的同时，也有着反思与淡化物欲的侧面，通过塑

造一种重视内在精神深度与情感维度的自我形态，他们的诗歌写作在

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工业文明、商品逻辑扩张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话语的

抵制。 在此意义上，打工诗人的文学写作活动是波兰尼（２０１７）所说的

市场逻辑在个体层面上重新嵌入于人性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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