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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对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深具冲击力，使其具有复杂性与本土化特征。为了探究这一

母职实践的特质，本文运用“视家为社会田野”的叙事研究方法，以女性打工生涯及其生、养、育的母职实践历程为叙说轴

线。首先，从“做工人”“做妻子”“做家长”三种角色勾勒了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的样貌。其次，从行动与结构转化的角

度，讨论了进城务工女性母职中的“打工之苦”“婚姻之韧”“教养之难”。最后，基于“进城务工女性身心复元项目”的实践

经验，以“家为社会田野”进行理论梳理与提炼，并在此框架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探究进城务工女性母职经验流

转与生命转化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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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pid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have a deep impact on the practice of motherhood among female migrant workers，in terms of

its complexity and localization．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ractice，this paper applies the narrative inquiry method that regards

the family as the site of field study，and takes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life and her life process from childbirth，through

childrearing to upbringing as the narrative axis． First of all，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ractice of motherhood among female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ir roles of being a“worker”，a“wife”and a“parent．”Secondly，the paper discusse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experiences

including their“stresses of work”，“challenges of marriages”and“difficulties of child upbringi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the project of helping physical and mental recovery among mi-

grant women workers”，the method of“the social field research of family”is combed and fine-tuned so as to help develop relevant fami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favour of improvement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lif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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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在国内外的母职研究文献中，有关阶层和家庭

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综合

来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总体而言，国外的母职研究已较为系统，

国内诸多母职研究多是以国外的母职研究成果为蓝

本进行的拓展。近年来，中国母职研究已经基本脱

离了西方母职论述取向的母职话语，将母职经验更

加细致、本土化地呈现出来，贡献了东方女性母职的

独特一面。
就国外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几种经典的母

职论述。南希·乔多罗( Chodorow，N． J．) 从性别分工

和心理学视角对母职进行研究，指出“母职是性别分

工的基础构成要素”，即女性的母职是性别分工的核

心［1］(P14)。亚莉·霍克希尔德( Hochschild，A． R．) 研究

了女性的劳动情况，并创造性地将女性在工作场所的

劳动称为“第一轮班”( the first shift) ，将家庭中的体

力劳动称为“第二轮班”( the second shift) ，而将应对

家庭中成员情感需求的劳动称为“第三轮班”( the
third shift) ; 同时她指出这些已婚育女性多在结束工

作后，将继续承接“第二轮班”和“第三轮班”［2］(PP35－36)。

上述研究将女性所承担的劳动划分为三类有助于增

进对母职劳动差异性的认识，但却依旧难以深层地

理解母职劳动历程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性。在此之

后，莎伦·海斯( Hays，S．) 针对女性的劳动投入情况，

提出“密集母职”( intensive mothering) 的概念，即女

性应以无私的姿态实践母职，投入大量时间、经济力

量和情感，以确保通过孩子的成长实现家庭的利益

最大化。卡伦·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R．) 则对应

“密集母职”提出“延展母职”( extensive motherhood)

的概念，即女性为了应对自己在养育中部分或全部

缺席的母职实践情况，会选择借助于“团队式养育”
( collective mothering ) 或“代 理 人 母 亲”( surrogate
mother) 履行对孩子的照顾责任［3］(PP55－56)。不可否认，

西方学术界无论是从性别、心理还是从社会视角进

行的研究，均对东方的母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

内母职研究著作和论文中都或多或少会提及西方母

职话语论述。
在国内的母职研究中，新近的一些文献资料较

多地在教育市场化和教育竞争的文化背景下对母职

实践进行研究。如杨可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指出

在竞争式文化背景下母职呈现出一种母职“经纪人

化”的新趋势，并指出母亲会以“教育经纪人”式的

职业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4］。

金一虹、杨笛研究了教育“拼妈”现象，指出这一现

象乃是竞争性教育和“家长主义”泛滥的产物［5］。田

毅鹏、陈凤楼则表明母亲不仅是儿童生活、起居的照

料者，更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参与者和陪伴者［6］。

上述研究均体现出教育对东方女性母职再造的重要

影响。实际上，相较于西方母职意识形态对母职实

践的陈述，从教育视角切入对母职的探讨是中国社

会更为关照的现象。诸多本土化研究不仅呈现了不

同于西方母职实践的东方经验，而且促使人们对西

方母职意识形态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女性进行反

思。陈蒙曾指出，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研究发

现，母亲的核心劳动是高度介入教育，并不断将自身

的母职实践与媒体话语中的理想母亲形象、专家育

儿信息等相互比照。在此意义上“密集母职”“延展

母职”等源于西方社会的母职意识形态论述无法准

确概括东亚社会的母职再生产过程［3］(PP55－56)。
其次，从研究方法层面而言，国内外有关母职的

研究以质性方法为主，也有少量的量化研究。比如

林晓珊运用民族志和个案的研究方法，详细描述了

女性产检的过程和体验，指出当代医疗话语建构了

女性产检的经验［7］; 许怡、刘亚则运用自我民族志与

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细致描写了初为母亲的女子是

如何进行哺乳实践和养育孩子的［8］。值得一提的

是，刘千琪较早使用贯性研究设计及分层分析的量

化方法 对 产 后 初 期 母 职 压 力 的 变 化 进 行 了 追 踪

研究［9］。

最后，从研究对象的阶层属性来看，研究中存在

不同阶层面向的研究，即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但总

体而言，对劳工阶层的关注和研究较少，更无法形成

一个阶层比较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劳动阶

层的母职实践关注方面，中国台湾地区的文献提供

了一定的借鉴，目前较多是针对原住民、新移民身份

的母亲在母职实践困境及其应对和转化策略展开的

本土化研究。如唐文慧研究了离职妇女在结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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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母职实践困境［10］; 郑忍娇、周丽端研究了劳动阶

层都市原住民女性的母职生活经验［11］; 邓荫萍的新

移民母职研究中，则从家庭生命周期观点出发，指出

新移民女性母职角色调整的四个阶段，且各阶段有

不同的挑战和应对方式［12］。这些研究呈现了中国台

湾地区 对 弱 势 母 职 女 性 的 关 照 现 状。蓝 佩 嘉 在

2014 年的研究中更是直接指出亲职故事和教养实

践中阶层不平等的影子［13］(PP97－140) ，并于 2019 年的最

新著作《拼教养: 全球化、亲职教养焦虑与不平等童

年》一书中对中国台湾地区“新移民”家庭亲职教养

进行研究，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局限的经济处境中保

障下一代安康［14］(PP193－304) ，并考察了全球化对其产生

的影响。除了上述弱势群体和“新移民”的母职实

践，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聚焦中产阶层的母职实

践，如梁莉芳对中产阶层母亲的工作与母职实践的

研究［15］。在中国大陆，近些年亦陆续有一些关于进

城务工女性的研究出现，但有关进城务工女性母职

实践的研究偏少，多是对于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和女

性的母职实践研究。陈蒙指出自己研究中关于理想

母职的探讨只包括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并未涉及其

他社会经济处境下的家庭，无法形成一个阶层比较

的框架［3］。这也从侧面表明，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母

职的阶层性，流动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研究将成为理

解中国母职实践不可或缺的面向。
综上所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从家庭问题的角

度来检视家庭阶层与母职问题行为或困扰的相关性

研究较多，且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回答了家

庭内部的问题与外部阶层处境或工作脉络之间的相

关性。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辨识上述关系的基础上，

亦试图在实践方面有所突破，即希望协助劳工家庭

成员增进自己对问题的了解，并探取有效行动以改

变问题的情境。那么我们对家庭内部与外部各种作

用力量在问题形成历程中所产生的作用，特别是这

些因素如何透过家庭关系模式的运作影响成员意识

与行动的作用历程，就需要更仔细地了解［16］(P23)。此

种“仔细”了解，涉及劳动面向所体现的家的阶层背

景和家内结构、成员关系的复杂性等面向，这正是

“家为社会田野”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所擅长的。本文

将此理论视角与叙事研究结合，更加突出从家的条

件、变迁、互动和文化传承方面去看劳动对家庭阶层

处境和女性的影响，并最终协助劳工阶层女性辨识其

家庭阶层处境以及可能的行动空间。这也是本研究

在最后提及“身心复元项目”的重要原因。此外，“家

为社会田野”亦是本土化的研究家庭的理论视角和工

作方法。本文将此应用到对中国劳工阶层家庭之母

职研究中，即是尝试寻求东方母职话语论述的突破。
因此，本文尝试解答以下问题: 进城务工女性①

的母职实践如何展开? “家”的动能是如何促使这些

女性对劳动认命的? “家人关系”是如何承载工厂机

器快速转动的“分离”作用和对“情感”的压缩的? 新

教养脚本下的母职实践在何种“家的条件”下前进?

与学校教育之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博弈? 这些问题可

以通过对进城务工女性群体的母职研究有所呈现。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 理论框架

家庭是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的重要场域，家庭

作为一种制度对于女性母职实践的作用影响不容忽

视。目前研究中对家或家庭的界定很多，一般认为，

家内包含了家庭成员关系、生养责任、劳动、经济，甚

至政治、历史、文化等各面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快

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丰富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的

研究，特别是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城市边缘打工家庭中

的母职实践对于认识东方母职实践之全貌具有重要意

义。但若仅从西方论述角度出发，对于中国家庭所面

临的复杂多层次社会系统中母职实践的局限和困境进

行思考，这种解释模式显得过于单薄。
因此，为了更真实地理解进城务工女性的丰富

母职实践经验，本研究选取家庭整体作为切入点来

研究母职实践，即以“家为社会田野”为研究视角。
“家为社会田野”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夏林清所发

展的一种理论视角与工作方法，并将其命名为“斗室

星空”( a small room with starry sky) ，关注的核心问

题是: 如何让一生劳动养家、辛苦不堪的成年男女能

打开自我的封锁，将身心负重的、伤痕封印的家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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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进行沟通分享，让内心感受流转，使生命有提升转

化的机会［7］(PP238－239)。夏林清形容家庭像是一只“口

袋”: 在忙累的生活中，每个人在这只口袋里爬进爬

出，每个人都渴望在口袋中得到亲密、照顾和休息，

但这种需要在许多家庭中却不易获得。有的“口

袋”穷得底都被掏空了，有的“口袋”里架起了日夜

无休的机器，有的则突然富裕起来，以至于“口袋”
内外的感官享受，在商品消费刺激下充血式的高涨。
不管属于哪一种，“口袋”里的矛盾经验冲撞着每个

人。“口袋”内外都消解不了的经验，向内会使自己

“变形”，向外则容易对别人造成冲突挤压。在家人劳

动身形、交错话语与混杂体验交相编织流转之间，性

别、阶层等留下烙印［17］。本研究正是在“家为社会田

野”的一种理论视角下，研究生活在其中的城市进城

务工女性并辨识其社会政治历史性。
“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呈现了对于“家”

的三个层面的观点。第一，视“家为社会田野”，在本

质上即要理解家被作为整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

社会资本的差异，在观察家的移动和家人劳动的身影

时，她们所具有的家的社会阶层处境即得以呈现; 第

二，家内矛盾、家人关系的社会性被更清楚地辨识，避

免将家内矛盾化约为个体与人际的冲突或斗争; 第

三，家的养育条件以及教养子女的方式被更清楚地呈

现，同时，“家为社会田野”亦是一种家庭工作方法，暗

含了作为行动者的家人得以返身解压缩的行动逻辑，

即认同家以多元形态存在的真实性、现实条件与限

制，并催化一种“人”在结构限制中朝向行动改变的力

量与动能。具体而言，工作者带领参与者返回自身的

家庭处境，通过对话，让不同的家的样貌得以呈现; 在对

话中，彼此的家被看见、辨识与重构。在彼此的参照、学
习与辨识中，原本私密化的个体经验得以在公共空间

流转，基于经验的共振催化社群的产生与发展，从而朝

向结构改变。此部分会在最后结尾处探讨。
可以说，“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不同于一般

的家庭理论，它没有进入家庭内部考察家庭的类型，

绕开了对不同家庭类型的差异研究，而是通过对个体

的劳动和移动的考察以细致呈现阶层处境中的家以

及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结构的社会历史性，并分析他

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及其成员在其中的行动策略，从

此视角切入能更为切适地观察结构与行动的互动。

从这一理论视角看待这些进务工女性的家庭时，更能

看到的是其自身的处境、劳动的变化、移动的身影，及

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成员在结构挤压下产生的主

体性知识。总之，视“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是对

过往母职研究视角的突破和发展，更为细致、全面地

揭示了东方母职实践的复杂性和整体样貌，同时置母

职实践研究于更本土的场域和历史时空中进行分析。
( 二) 研究方法与对象选择

本研究主要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叙事研究

( narrative inquiry) 的概念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

据一席之地，是经验的再现与反思，也是意义生成的

途径。相较于量化研究的简约化处理问题而言，叙

事研究更具有特殊价值，非常适合于解决研究中的

复杂性、文化性和人类中心性的议题［18］。本研究正

是以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经验的社会复杂性为研究

核心，因此选择叙事研究的方法展开，以进城务工女

性之打工生涯和生命历程为时间轴、以“家为社会田

野”的理论视角为分析框架进行书写。笔者以社会

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到已经开展了 6 年服务的“身心

复元项目”②中，与研究对象深入接触且建立了彼此

信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使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力

求对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经验进行深入研究，主要

采取两种收集资料的策略。第一，自我叙说。在研

究过程中，研究者邀请研究对象进行个人生命史和

家庭故事的叙说，每次 1－3 小时不等，以自我叙说的

方式为主，在此过程中强调的是研究对象对自身故

事的主体性叙说。第二，团体协作叙事。通过组织

进城务工女性协作叙事团体的故事分享，营造具有

支持性、发展性的协作叙事团体关系。在此强调协

作( collaborative) ，即双方有共享与互惠之意，强调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彼此的平等关系。

67

②本研究的 6 位研究对象全部为毅行社会工作机构的“进城务工女性身心复元项目”参与者。该项目是研究者与该机构

于 2018 年共同发起的项目，其中王芳萍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项目主要针对机构所在工业区的进城务工女性“身心复

元”历程进行行动研究。



在具体的对象选择上，本研究重点选取了 6 位

进城务工已婚育女性( 见表 1 ) ，主要考虑 3 个方面

因素。首先，因为笔者主要以家庭阶层处境为主要

考虑因素，关注点放在社会田野中的家与劳动方面。
这与本研究强调阶层处境中的家以及家庭成员的劳

动和社会历史性的“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视角相

契合。案例的选取亦考虑其与本研究议题的契合

度。本研究对象主要聚焦劳工阶层母职女性，具体

研究对象是东莞市 X 社区的进城务工女性，选择她

们的原因有二。第一，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些女性，

她们从十几岁就外出务工，并在中国不同的城市流

动，打工地和家乡之间距离动辄几百公里甚至上千

公里，她们流动在中国城市的角角落落，也不停地在

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移动。第二，从政治经济角度

看，她们多为改革开放后的进城务工人员，其政治经

济地位不高。其次，案例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本研究

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来自参与“身心复元项目”的女

性，具有丰富的母职实践经验。因为这些进城务工女

性，尤其是在婚后生养了孩子的女性，她们极少轻易

结束婚姻。正是因为她们都生养了孩子，也并未在艰

涩的婚姻关系中选择离婚，因此她们经历了长时间的

打工跨度和各种条件限制下的“生、养、育”的磨练，这

凸显了她们丰富、深刻的母职实践经验。最后，本研

究亦考虑了对 6 个案例跟进的深入度和便利性。
总体来看，这些进城务工女性都属于劳工家庭，

一般不到 20 岁就外出务工，且长期在外，并都已婚

已育。所以若以此来了解同样具备这些条件的进城

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亦有可借鉴性。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序号 姓名 年龄( 岁) 学历 打工年限( 年) 子女情况 家庭收入及家庭债务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

1 刘二姐 44 初中 28 2 女 1 男
口罩厂务工，工资 3000 元 /月，工资还

债; 先生在其他城市务工

夫 妻 在 不 同 地 方 打

工、孩子在家乡养大

2 刘三姐 43 初中 23 1 男
口罩厂务工，工资 3000 元 /月，工资还

债; 先生在其他城市务工

夫妻在不同地方打工，

孩子带在身边养大

3 曾姐 33 初中 17 2 女
家庭经营夫妻档生意; 夫妻月收入 1

万元左右

与 先 生、孩 子 同 住

( 租房)

4 汪姐 45 初中 28 1 男 1 女
家庭经营夫妻档生意; 夫妻月收入 1

万元左右

与 先 生、孩 子 同 住

( 购房)

5 楠姐 37 高中 17 1 男 1 女
工厂员工，先生做销售工作; 夫妻月收

入 1 万元左右

与 先 生、孩 子 同 住

( 租房)

6 黄姐 37 高中 17 1 男 1 女
私立学校生活老师，工资 2900 元 /月; 先

生担任工厂设计师; 夫妻月收入 1 万元

与 先 生、孩 子 同 住

( 租房)

三、结构性限制与磨练: 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

实践

( 一) 做工人: 移动和劳动身心刻痕下的母职

实践

1．“年轻不知苦”的离家打工妹

本文研究的进城务工女性的原生家庭都属于普

通的农民家庭，她们在打工潮里被“冲刷”到城市工

人聚居的社区中，有的甚至与父辈两代人的生活经

验都在城市。每个人的家都是一个社会性的田野，

每个人的家也都是大社会冲刷下的田野。

首先，这些进城务工女性是在城市认命劳动且

心系农村家人的“打工妹”。她们大多年龄很小就

辍学离家，流动到城市中开启打工生涯，并且在各行

各业体验过多种工种，在深受“打工磨练”的同时十

分想家、惦念父母。比如刘二姐，她初中毕业辍学在

家学习理发，后来听别人说去城市打工能赚更多钱，

就偷偷跑出去打工，这一离家就在外待了将近 30
年，先后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多地打工; 进过鞋厂、
玩具厂、口罩厂; 做过工厂文职、流水线工人和生产

线小组长。刘三姐也是初中毕业后辍学，当时(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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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才 16 岁的她误打误撞开启了在广东的打工生

涯③。她进过纺织厂、鞋厂、皮革厂、电池厂、电子厂

等，体验过各种工种，十分辛苦。比如在纺织厂期

间，刘三姐起初因为技术不娴熟，每个手指都被绣花

针戳破流血; 后来因为工作速度太慢收入太低( 计件

工资受速度影响) 而悄悄离开④。出厂后她去广州

找工作，但因年龄太小又处处受限，后暂被老乡收留

在宾馆。之后刘三姐进了广州的一家鞋厂，主要工作

是给鞋贴底。刘三姐回忆，当时的工作“要用很大的

力捏起来，然后再放到机器上压。鞋垫刚产出来的时

候很热，夏天时更热，而且就要赶着热的时候贴上去，

冷了之后又贴不上去。当时才 16 岁，皮肤嫩，五个手

指都起泡，疼得哭，还经常挨领班骂”。( 刘三姐故事

2018－2) 所以她只能强忍疼痛工作，手指经过反复起

泡、起茧之后反倒对疼痛习以为常了。刘三姐在鞋厂

咬牙坚持做了 5 年，后来回老家结婚就离开了。大概

2007 年的时候，她又带孩子到东莞打工至今。
其次，进城务工女性的打工生涯一直受到工资、

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等劳动制度的限制。比如，刘氏

姐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广东打工的时候，一个

月工资 300－800 元不等，她们那时候为了多赚钱会

拼命加班。这种加班的境况在她们的打工生涯中一

直未曾改变，直到现在她们在目前工作的口罩生产

厂也是经常加班。平时一周休息一天，忙的时节连

续 7 天无休，工作时间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7 点，如果

加班要到晚上 10 点，算下来一天不止工作 12 小时。
而且，因为生产口罩需要无菌环境，所以她们的工作

服都需要包裹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工作服是塑

料制品，人待在里面容易呼吸困难。口罩厂的工作

环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空调会开得特别低，因为细

菌在温暖的环境中会滋生，所以工厂就把空调常年

开到 20 度左右，且经常在 20 度以下，以保证产品的

无菌环境。但是这样的温度对于常年在里面待着的

人来说过低，尤其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曾姐也

提起自己进厂的经历，她笑称自己当年“年轻不知

苦”，并表示“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我肯定都受不了”。
( 曾姐故事 2018－2) 后来曾姐听说广东赚钱多，就来

到广东打工，直到认识自己的先生结婚。婚后她才开

始做起大厂的外包生意。

本文将这些进城务工女性从十几岁外出打工到

20 岁左右结婚生育的打工生涯和生命历程描述为

“打工妹”时期，在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她们凭着“年

轻不知苦”的斗志所历经的磨练获得生存与发展的

资粮。同时，时代赋予这些女性的特殊性在于她们

远离父辈、远离生养她们的村落，离开了原本的母职

经验的“社会学习场”，容易造成母职经验的断裂。
2． 养娃又养家的“陀螺”

一般而言，这些进城务工女性打工多年后，大多

数便往结婚养家的“生命之河”走去。她们在结婚

生育之后会在工作选择上有所调整。比如，婚后女

性为了照顾孩子会尽可能选择满足孩子照顾需要的

工作，像做民办学校的生活老师、学校食堂的工作人

员等。相比而言，这类工作更加边缘化，面临的是工

资少( 比之前更少) 、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等问题。

黄姐是某私立学校的生活老师，她本来可以到工厂

上班每月领到 4000 元左右的薪水，但因需要照顾孩

子，她选择到孩子所在学校做生活老师，薪水不高又

工作繁重。黄姐一般每天早晨 5 ∶ 30 起床，一个人负

责 18 个一年级孩子的穿戴、洗漱和吃饭。学校实施

分寝模式，18 个孩子分 3 个宿舍，生活老师需要每

个宿舍来回奔走叮嘱一些注意事项，同时还要照看

“特别”的学生( 比如生病的学生) 。黄姐从起床开

始就跟陀螺一样转起来，每每提起自己的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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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刘三姐 16 岁那年就跟父母提出外出打工。她当时坐车到了镇上，但没有坐上去城里的大巴车。刘三姐说那时候也没

多想，就觉得要是就此回家太丢人，于是打定主意进城打工。那时候她胆子比较大，遇到几个男人带着包袱，料定也是

外出打工的，就跟他们搭伙，其实她完全不认识那几个人。就这样，刘三姐跟着他们到了东莞，还一起分摊住宾馆的费

用。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形让刘三姐感到后怕。
那时候辞工并不规范，都是偷偷摸摸离开，刘三姐也是连夜翻墙逃跑的。当天晚上 6 点多，别人都在吃饭，门卫也不在，

刘三姐把行李从墙上扔出去，翻出围墙就逃出去了。出来后没车，就靠步行，一路从凤岗镇走到隔壁的清溪镇车站，那

时已经晚上 12 点多了。后来有人问她当时不怕被拐走吗，刘三姐笑笑说:“没想过别人把我拐走，我当时就想着背着我

的行李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谁问都不做声，反正就是一直往前走。”( 刘三姐故事 2018－1) 。



她就觉得真是操碎了心，加上因为月子没做好，落下

腰椎疼痛的毛病，尤其不能弯腰，给她的工作带来不

便。但为了生活和孩子，她只能继续。想到工作中

自己付出的感情和精力，以及遭遇到的家长的不理

解，黄姐在访谈中也是一度落泪。其实黄姐的工作收

入每月不到 3000 元，一周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休

息，且一周中除了周六和周日上午之外其他时间都必

须要住在学校，工作需要随叫随到，因此工作时间被

无限拉长。黄姐在应对繁杂工作的同时又要照顾具

有不同作息时间的两个孩子，好在先生下班后和不加

班的时候可以帮忙，但主要还是由黄姐安排具体的事

宜。楠姐与黄姐的情况类似，也是由楠姐主导安排照

顾在城市中接受教育的一双儿女，先生有所协助。
此外，有的女性为了照顾孩子选择与先生一起

经营小本生意，如此可较为灵活地参与孩子的照顾

工作。这类家庭生意主要依赖的是工业区的人流量

( 客流量) 和大厂的外包制度。一般而言，常规性的

生意事宜会交由先生处理，而女性自己则如“螺丝

钉”，随需要进行时间调整。曾姐是典型的“80 后”
北方姑娘，性格爽朗，她的先生则是四川人。两人在

结婚前都在工厂打工，后来经人介绍做起了中高档

箱包的外包生意。但是 2018 年他们依托的一家大

型中高档包的工厂搬迁到了越南，导致从之前 1 个

月可以接 30 余万元的订单，减少到 1 个月只能接 1
万多元的订单。曾姐说自己家的生意“是运气不好，

刚开始做，好不容易赚点钱，就没了门路”。( 曾姐

故事 2018－3) 实际上，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诸多大

型工厂考虑到生产成本转移至东南亚等地以寻求更

廉价的劳动力，这导致以大型工厂为依托的“小生意”

纷纷歇业。曾姐家生意变差后，画图师傅辞工，曾姐

家也请不起新工人，于是她就自学画图技术，先生则

负责做模型和生产。但是因为画图技术不熟练，即便

很少的画图量，她几乎也要每天不眠不休地工作。曾

姐表示自己做小生意虽然有艰辛的一面，但时间可以

灵活安排，这样就可以兼顾孩子。在曾姐看来，自由

与辛苦是并存的。另外，汪姐与先生年轻时候也是在

工厂打工，结婚后，夫妻二人一起经营面包实体店，实

体店所得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收入可观，但

清早备料和熬夜看店的作息很难兼顾孩子。无奈之

下，孩子只能带在身边，作息也以大人为主，常常要到

半夜 12 点多才能休息。汪姐觉得十分亏欠女儿，因

为女儿出生后就跟着妈妈一起熬夜看店，导致小小年

纪就脾胃不好。近些年，汪姐家的生意同样是因为大

厂的搬迁，大批工人离开，客流量急剧下降。之前店

里雇了 2 个工人，而现在只能请 1 个临时工帮忙，用

汪姐的话来说就是“做这种生意，就是赚的自己的钱

而已”，她表示“( 生意) 很累，但是也要撑着，因为要

养孩子”。( 汪姐故事 2018－1) 。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固然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

更低廉的劳动力，但相应的利润与机会往往只为具

有经济资本、可移动资本的专业能力者所享用。对

于没有能力移动的人，不仅难以分享全球化的果实，

反而更容易受到关厂歇业、外劳竞争的波及［15］(P201)。

这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全球化对流动务工者的影响不

谋而合。当资本因追逐利润而出走他地时，大批务

工者因工厂搬迁导致生活工作变动不定，带来下岗

失业、夫妻分居、孩子留守、养老难题等问题。他们

只能做点小生意，相当于“赚自己的工资而已”，“养

娃又养家”的双重责任让这些流动女性更能体会其

中的影响。
综上可见，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婚后虽然工作调

整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照顾儿女不断妥协，也为了

生存而奋力工作。这一调整形成“养娃又养家”的

“陀螺模式”，使她们经历家内与家外双重劳动的挤

压。这与中产阶层的女性大有不同。首先，虽然都

是为了照顾儿女而妥协，但进城务工女性在经济资

本和社会资本上相对不足，深受工作的不稳定、工作

时间长、工资少等多重因素影响。这种工作调整在

本质上不但未逃离其劳工阶层的处境，反而更加剧

了其工作的边缘性，同时也增加了组建家庭后女性

的家内劳动负担。其次，进城务工女性找工作既要

考虑照顾孩子又要尽可能补贴家用，她们的收入甚

至对家庭起到重要作用，没有这份收入可能会使家

庭陷入贫困。面对困难，她们都从未退缩，而是勇敢

“当家”，拼尽全力在城市中“养娃又养家”。
( 二) 做妻子: 质地粗糙却坚韧的婚姻中的母职

实践

“家为社会田野”不仅呈现出进城务工女性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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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亦彰显了其家人关系的社会作用力。对于这些

务工女性而言，作为妻子的生育实践是其重要的社会

责任，她们的母职实践亦是伴随着“生孩子”的实践而

开启的。因此作为妻子的生育实践是这些女性母职实

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在

养育子女的责任与动能中亦尽力维持家的完整性。
1． 履行生育责任的妻子

婚后，身为妻子的她们在“重男轻女”文化观念

和离家导致的母职“经验断裂”的双重结构夹层中

履行着生育责任。
首先，“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对女性生育颇有

影响。刘二姐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生产经历比

较曲折，这与当时的重男轻女观念颇有渊源，此种结

构性文化作用常通过婆婆具体实施。刘二姐的婆婆

会“要求”她生男孩，刘二姐也曾经因此有过两次引

产经历。生第一胎时是由老家的赤脚医生接生的，

医生技术不好，当时也没有麻药，非常痛。经历过第

一次惊心动魄的生产，刘二姐对痛格外敏感，也暗下

决心不再生育。生产恢复后刘二姐就“躲”到外面

打工，但是每年回家都会被催生。最后实在躲不过

只好积极备孕，但后面两次怀孕也都因孩子的性别

以引产告终。刘二姐现在讲起自己的生育经历时还

不时眼泛泪花，提起这段往事，她气愤地说:“我就是

在生小孩上面吃了亏，我下辈子不做女人了，做女人

太辛苦了。”( 刘二姐故事 2018－1 ) 刘二姐是一个背

负生子重任的女性，被“应该生孩子且要生男孩”的

观念束缚，以至于即使经受苦难也要生子。
其次，母职女性之间存在的世代经验断裂影响

其生养的具体实践。20 世纪 70－80 年代，许多人因

为过早外出打工，导致生育经验存在世代断裂的现

象。刘氏姐妹就坦言因为很早外出打工，不在母亲

身边，结婚后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摸索，养胎、生产、照
顾婴儿、坐月子等都很成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坐月子

经验不足，因此落下病根带来一辈子的病痛折磨，比

如产后颈椎病、腰痛、见风头疼、见风咳嗽等。对女

性而言，坐月子是其认识婚姻、辨识家的复杂性并获

得再次成长的学习场。刘氏姐妹在坐月子时，父母

不在身边，与婆婆也几乎没有沟通，因此也没什么具

体经验。刘二姐月子一做完就回到工厂上班，根本

无暇顾及身体后续的恢复，后来才发现自己落下“月

子病”: 每年 9 月一过，她就得用热水洗手，因为只要

碰到冷水手就一阵刺骨的痛。刘三姐则表示自己和

先生其实根本不懂如何照顾孩子，也没有老人及时

的指导。
此外，有些女性选择在城市生产，需要有老人来

城市照顾，这又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黄姐生二胎

的时候就是由婆婆来照顾月子。婆婆在农村习惯串

门，在城市狭小的空间不习惯，整天想外出，但她人

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去哪里，只能下楼走走。而且她

也不适应城市的卫生习惯，亦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

吃饭穿衣 ( 过往带孩子的经验在这里都没办法施

展) ，就连普通话也听不懂，沟通都是困难。所以各

种事务就只能由黄姐一手操持，她在月子里就下地

干活，后来觉得既然婆婆也难适应且帮不上什么大

忙，10 天之后就让她回老家了。婆婆离开后，黄姐

一个人带两个娃，还要做饭。她现在想起来开玩笑

地说:“( 我婆婆) 要是懂普通话我非得和她吵起来

不可!”( 黄姐故事 2018－1 ) 这句话是玩笑，更是无

奈。她从自己这么多年的辗转四处流动打工的经验

推断，农村婆婆来到城市生活，肯定有诸多不适应和

不懂之处。也确实如她的经验感知一样，婆婆的问

题有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黄姐

也深知这不能只怪婆婆，但是自己因为这次月子落

下腰椎痛的病根，也让她感到后悔。面对这些结构

差异对具体现实的影响，黄姐选择了“向前看”，即

寄希望于通过身体锻炼和养护将身体调理好。
两代人照看孩子的母职实践经验在这样的家庭

结构限制中难以传递，但也因此“逼迫”这些进城务

工女性在不断“摸索”中独立自强，不断创造一种母

职存在样态的平衡。
2． 尽力维系家庭完整性的妻子

这些女性在“重男轻女”和“经验断裂”的双重

结构夹层中完成了生育责任，同时研究中发现，无论

婚后夫妻一起移动到城市共同生活，还是多年两地

打工分开居住，妻子都在尽力维持“家”的完整性。
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曾姐、楠姐、黄姐、汪姐选择

将孩子一并接到城市养育。比如曾姐婚后从孩子的

一日三餐到饮食起居再到生病照顾都由她一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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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家中凡是关于家务、照顾孩子这样的活动基本都

是由曾姐来做。曾姐的先生是四川人，在饮食上与她

很不一样，先生比较喜欢吃米饭和菜，但是曾姐因为

是河南人喜欢吃面食，比如馒头、饼、面条等，两个人

吃不到一起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姐就需要做两样。
饮食上小小的差异，在具体生活中造成繁琐，不仅每

天做饭时都要考虑到，还经常因此产生争执。除此之

外，夫妻二人也会因为孩子教养方式问题的差异而争

吵，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动手打架。比如曾姐的先生主

张不要打骂孩子，但是他并不具体参与孩子照顾和学

习辅导，因此曾姐认为先生在管教孩子的方式方面并

没有发言权，这让夫妻二人产生分歧，且矛盾越积越

深。但是她通常将这一类事情看作“磨合”的过程，而

通常不会看作“他不爱我”或“我不爱他”的私人情感

的破裂，更不会选择离婚。
多年和先生两地打工分开居住的刘氏姐妹对孩

子的养育则出现两种情况。刘二姐公婆在湖南老家

照看孩子，夫妻二人分别在不同城市打工生活，只有

过年才见面，平时也几乎不打电话、不见面。当年结

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二姐坦言“脸都没看

清就结婚了”。( 刘二姐故事 2018－1) 婚后先生还沾

染上赌博的恶习，欠了一大笔债，由此夫妻之间争吵

增多。刘二姐并不奢求先生能留在身边，“只要他能

务正业，在哪里都好”。( 刘二姐故事 2018－2) 只有在

备孕的时候，二人才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刘二姐怀

孕后就分开各自工作生活。直到现在大女儿都 20 多

岁了，夫妻二人依然在不同城市打工，各自挣钱各自

花。也因此，刘二姐在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对孩

子多维持每年见面、平时电话、邮寄生活费等生活方

面的参与，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平添了刘二姐更多

的愧疚感。刘三姐的遭遇与刘二姐一样波折。刘三

姐在 20 多岁时经人介绍认识邻村的先生，当年就领

证结婚。刘三姐的先生是继母养大，所以对她而言

婆婆是“继婆婆”。“继婆婆”当年带着一儿一女嫁

给刘三姐的公公，因此刘三姐从结婚开始就被“继婆

婆”视为“争夺家产”之人。“婚后分家只给我一个

陶瓷罐，说 是 我 老 公 亲 妈 留 下 的。”( 刘 三 姐 故 事

2018 －1) 有了孩子后，刘三姐起初间断性地外出打

工，后来就彻底回到老家，在家经营起合作社，先生

在县城也另外开了一家店，这样夫妻两个都在老家

经营生意。但是好景不长，先生瞒着刘三姐在外欠

下一大笔债务，被迫出逃躲债，而家里公婆也觉得媳

妇可能会提出离婚，就各种提防，当时刘三姐儿子才

9 岁。她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想过离婚，但是始终没

有狠下心来。于是她继续经营其中一家合作社慢慢

还钱，但后来合作社也经营不善，房子车子都拿来抵

债，她就带着儿子到广东打工。出来后，夫妻二人都

在工厂上班，聚少离多。直到现在，她先生只是偶尔

才来到东莞与她和孩子短暂相聚，接着就匆忙回厂

上班。刘三姐一直在一家工厂打工不敢离开，因为

她觉得孩子读书需要稳定，不能经常换学校。先生

因为不用照顾孩子，倒是可以经常换工作的地点。

可以看到其家庭成员是如何妥协退让和坚韧地维护

一个家的存在。妻子看到了先生爱玩的一面，于是

在先生选择频繁换工作挣不到钱又不能稳定下来照

顾孩子的时候，还是毅然决然地迎难而上，坚守住一

份工作; 儿子也是在父母工作还不稳定的时候，选择

独自一人完成半年的学习过渡期⑤，而丈夫最终在另

一个城市找到还算理想的工作。实际上，刘三姐与先

生两地打工分开居住，让她的母职参与变成近乎单亲

妈妈的境地，但是即便如此，因为夫妻二人在法律层

面还是维持着婚姻关系，这让刘二姐觉得“家”还是完

整的，孩子至少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情维系。这

些夫妻两地打工分开居住，其中妻子过往的家庭经

验，如经历过很小就外出打工做“打工妹”时期，让她

们更懂得分离的无奈，这促使她们对夫妻关系的看待

也有不同。家的生活现场早已不在“家屋”之内，家人

各分东西、四散谋生，她们触不到但真实存在的家人

关系、夫妻关系发挥着实质的作用。从这一视角诠

释，可以看到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坚韧婚姻中母职实践

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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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刘三姐刚来东莞时在一个镇上的工厂里上班，并把儿子安排在就近的学校读书。后来她为了收入到市区工作，儿子则留

在镇上独自上完一个学期。当时刘三姐的儿子才 10 岁，就自己一个人住，早晨自己设定闹钟起床洗漱上学，有时赶不上校

车就自己坐公交车到学校。上完一个学期，才转学到城区。在刘三姐看来，儿子很懂事，从未抱怨妈妈把自己留在镇上。



( 三) 做家长: 新教养脚本下的母职实践

从“家为社会田野”的视角来看，首先，进城务工

女性的“养”和“教”不会被“问题化”看待; 其次，这些

进城务工女性的家的社会阶层处境需要被看清，以进

一步明晰她们究竟在何种家的条件下养育子女。
1．“养”: 尽力践行“精养模式”的家长

“养”重点强调了进城务工女性在孩子 3 岁之前

的照顾工作。一般而言，孩子 3 岁之前，有些父母在

母亲坐完月子或孩子断奶之后会选择将孩子留给家

中的祖辈照顾，比如楠姐就是在孩子 3 岁需要上幼

儿园的时候才接到东莞来上学的。西方营养学强势

建构了“现代精养”的观念。肖索未、蔡永芳在一项

有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抚养方式的研究中指出，具

有强城市化取向的家庭有演练中产阶层式科学育儿

的意愿和实践［19］，而精养则是其实践之一。在提到

孩子健康时，黄姐表示很无奈，她说自己的孩子在

2－4岁之间每个月生一次病。至于小时候频繁生病

的原因，黄姐表示“可能那时候真的是带得太精细

了，特别是我先生就是很夸张的，这个是什么营养搭

配什么的……”( 黄姐故事 2018－1) 黄姐现在才明白

不应该那么精细。之后黄姐吸取带老大的教训，二

胎宝宝( 女) 就养的比较“粗”，喂饭时也不把菜切

碎，而是直接把菜叶煮给她吃，女儿反倒是吃的津津

有味。现在二宝的饭量是哥哥的两倍，也基本不生

病，还参加了学校篮球队。黄姐也由此从喂养老大和

老二的对比中得出“喂养太精细，抵抗力就会低”的结

论。这个结论也许有失偏颇，但确实反映了“精养”不

仅增加了母职实践难度，而且也未达到“孩子身体好”
的预期效果。钟晓慧、郭巍青也认为，女性的育儿难

度在不断加大，“精养”对妈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

了花时间陪伴、最大限度地在场之外，掌握科学喂养、
安全陪伴、早期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也变得非常重

要［20］。一定程度上，精养的益处是具有社会建构特质

的，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应该提供最好的养育条件和教

育环境以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为后续教育的参与提

供好的身体和智力条件，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绝

对统一，仍需参看更复杂的场域和政治历史时空。
2．“育”: 新教养脚本下的家长

首先，进城务工女性普遍存在教育执念和迷思，

即坚持将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和教育。这里有社会和

个体两方面的原因。社会因素是农村教育和“留守

儿童”教育的落后，导致家长普遍认为要到城市接受

教育。个体因素是进城务工女性也都想做“完美妈

妈”，认为若不能将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则没能给孩

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和爱，是不称职的，这一逻辑

导致她们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照看。个体和社会的

双重作用导致人们越来越认可孩子一定要在身边照

顾并接受教育的教养脚本。从研究来看，进城务工家

庭亦认同这一教养观念。楠姐与其他几个 80 后母亲

一样，选择了将孩子留在身边自己带。她始终认为，

孩子在自己身边会好，尤其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是一

定要在父母的身边”。( 楠姐故事2018－1) 楠姐主要有

3 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自己可以尽责照顾; 二是到了学

龄，要跟紧孩子的教育，这是祖辈们做不到的; 三是需

要培养孩子的城市文明习惯，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

社会。曾姐、黄姐和汪姐也都提到了类似的想法，并

且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照顾并接受城市教育。
其次，近些年，家校合作成为现代教育的新趋

势，这一趋势主张家庭应该配合学校教育，家庭是学

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21］(P386)。在这一背景下，学校教

育任务“带回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田毅鹏、陈凤

楼的研究指出，教育回家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潮流，

面对教育投资的外部竞争，母亲的角色开始专力倾

注于儿童家庭教育［22］。带回家的教育任务包括各种

家庭作业以及亲子互动的作业内容。上述带回家的

教育任务无一不是在挑战劳工阶层的现实条件，这

一改变促使母职从传统的家务劳动转型为家庭教育

的引领者和参与者，承接孩子在家中的作业检查与

辅导大任，母亲成为孩子家中的“老师”。但进城务

工女性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知识储备也与学校要

求有差异，承担起“老师”的工作成为她们的“苦差

事”，孩子也并未因此受益，反倒增加了亲子间的冲

突与矛盾。汪姐、楠姐和曾姐都曾化身孩子的“家庭

老师”以协助孩子复习课程，也尝试讲解知识点，但

是对孩子的学习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她们也曾想

求助于辅导机构，但市场化导向的辅导机构费用对

她们而言较为昂贵，很难长期投入。
最后，不打不骂的教养脚本实践。曾姐的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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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读小学，在老师、同学的眼里，女儿是班上的“问题

学生”。她经常在班上对其他同学“动手动脚”，无

故推搡别人，为此好几个孩子家长每到家长日见到曾

姐都会跟曾姐抱怨，希望曾姐管好孩子。后经学校老

师的邀请，曾姐参与了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课程的学

习，也试着用专家教授的方式跟女儿沟通。但几次沟

通下来，并不见成效，再后来曾姐就开始训斥女儿。
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沟通也沟通了，骂也骂了，孩

子还是改不过来”。( 曾姐故事 2018－2) 曾姐表示经

常经历“不知道怎么教”以及“一遍遍说也不听”的挫

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社交困难成为她的“心头烦”。
曾姐的事例呈现了以“打骂”为主的教养方式

反映出的进城务工女性母职的结构性困境。一开始

曾姐因为接触学校开设的家长教养课程，对权威的

管教方式有所动摇，因此在现实中会尝试学习和采

纳这一方式( 启用世代断裂的叙事) 。但实际上，由

于“家”这一场域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社会系统的挤

压，这些“新教养”脚本在劳工阶层那里很难具体执

行，她又不得不选择延续上一代打骂的“权威”教养

策略( 回到世代延续的叙事) 。蓝佩嘉曾指出，相对

于中产阶层的“世代断裂”叙事，劳工阶层常常使用

“世代延续”的叙事，即他们会延续父辈，采取接近华

人文化传统的“管教”和“勤管严教”的模式［14］(P210)。

曾姐虽然出现了对“权威”管教的动摇，但是在一次

次沟通无效后，还是选择用打骂的方式。这一反弹

的出现直接引发了曾姐“不知怎么教”“一遍遍说也

不听”的挫败感，同时与先生的教养冲突也再度升

级。曾姐的“动摇”其实说明曾姐已经开始模仿“新

教养”脚本，但无奈的是，她在其特定的“家”的场域

中无条件践行。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网络和学校对

西方“新教养”脚本的强化推广，进城务工女性的教

养策略会在“世代延续”和“世代断裂”之间摆荡，而

并非单一的叙事模式。通常进城务工女性会尝试启

用“新教养”脚本，但在其无效后，会反弹回“权威”
教养模式，并因此遭受心理上的强烈挫败感。

四、行动与结构转化: 母职实践难题之多层次社

会系统的辨识

乔治·米德( Mead，G． H．) 认为具有社会学的想

象力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在杂乱无章中，可

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也可以阐明男女的种种心

理状态［23］(P3)。同样，家不可以抽离社会系统。“家为

社会田野”即是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视角和

工作方法，它看重“人”在结构限制中朝向行动改变

的力量与动能，亦能从作为具有力量与动能的行动

者视角“看见”层层结构的挤压。
( 一) 打工之苦: 阶层处境与生存之道

通过对进城务工女性“做工人”之打工生涯和

母职特质的勾勒，我们看到了她们所经受的兼顾劳

动与孩子照顾的“打工之苦”，这种“苦”是劳动条件

限制和兼顾“养家又养娃”的双重责任所触发的。
换言之，在劳动时间长、环境差、流动性强以及劳动

保障弱的多重因素作用下，她们经受了一般中产阶

级所未经历的“打工之苦”。但由于该群体的弱势

与边缘性导致其生存处境受到的重视不够，进城务

工女性的生活世界普遍是不透明的，万千工人都有

此种经历，也有多样性。她们对处境的应对或改变

动能也难以被看见。在研究中可以看到: 进城务工

的流动女性先是因为肩负对父母的责任，希望自己

能挣钱带回家分担父母的压力，而成为离家打工妹;

结婚生育后又要担负起“养娃又养家”的双重责任。
一方面，她们自身会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是焦虑、
倦怠、失眠、颈椎病等在她们身上落下印记。这些打

工所经历的种种，都像某种印记般“长”在她们的身

上，透过这些，可以看到“刻痕”在她们身心的工业

化的历史印记，以及看到她们因各自的生存压力而

不能停止劳动。另一方面，她们没有在“打工之苦”
中沦陷，反而因为她们所担负的对“家”的责任、眷

恋与改善“家庭条件”的愿望和养娃的责任，而“本

分”地在城市工厂中任命劳动。无论如何，她们生存

了下来，至少在“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一种谋求一个

生存位置的能力。在这种能力的支持下，她们供儿

女读书、养父母之老。
( 二) 婚姻之韧: 婚姻挤压与家的维系

通过对她们“做妻子”之生育责任和维系完整家

庭之责任的描述，可以看到她们的“婚姻之韧”。进城

务工女性一般在 20 岁左右结婚，并很快担负起生育

重责，从年轻不知苦的“打工妹”到任劳任怨的妻子。
她们若要生孩子多会选择中止打工，但是在生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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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会回到工作状态，不过此时的工作会根据家庭

照顾和孩子的教育时间进行调整。她们的打工生涯

与其婚姻生活是镶嵌在一起的，呈现了其独有的婚姻

样貌———质地粗糙但却坚韧的婚姻关系。在如此的婚

姻关系脉络中，她们也创造了独特的母职生育实践。
有些进城务工家庭夫妻长期分居，家庭亲情散

落四方，夫妻各守一地，但是女性通常会竭尽全力维

持家的完整性。有时反而因为“分居”策略实现了

婚姻的稳定，“只要他务正业，在哪里都行”，这是务

工女性们对另一半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松动了夫妻

关系的紧张。有些夫妻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我们

更多的看到这些女性婚后处在生养孩子、照顾孩子、
照顾先生的母职与妻职的繁杂劳动之中。她们以

“家不散”的朴实婚姻观，跨越了中产阶层之“核心

家庭模式”的幸福标准，并在实践行动中尽力维持着

家的完整性，保全了家的功能。作为成年女性，她们

的生活被工作、家庭的双重劳动所占据，她们的婚姻

没有影视剧中的轰轰烈烈，更没有那些言情剧中呈

现的柔软，而是非常的粗糙而坚韧。粗糙到日常生

活和先生、家人分居缺少支持但始终以家庭和孩子

为重难以想到自己; 坚韧到因遭遇家庭债务旋涡与

先生婚姻关系的紧绷，且与其分居数十载而不得在

一起生活，但还能保持家庭的完整，以对子女尽养育

义务、对老人履行赡养之责。她们婚姻并不精致，但

足够坚韧，也“托住”了家人的生存与发展。
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进城务工女性婚姻的变

( 改变) 与不变( 稳定) 是互补完形的。布莱福德·齐

尼( Keeney，B． P．) 在《变的美学》一书中指出“凡事

愈不变，愈变，反之则不变”。他举例说就好比走钢

索的人必须藉由不断晃动来保持平衡，或者站在独

木舟上时，保持平衡的办法就是让它摇晃［24］(P216)。若

将此观点应用到社会系统中，分析进城务工女性的

婚姻，在不断的变动中( 如夫妻分居、不断在各个城

市中为谋生而换工作) 也保持了家庭的完整性 ( 一

定程度的稳定) ，而不至于困于一居而分道扬镳。这

一控制论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正是“家为

社会田野”所指出的“家人关系是承载住生长与发

展活动的一个篓子，而这个篓子十分有弹性”［16］(P7)。

在此，夫妻关系被这些女性延伸为“家人关系”，“家

不散”就意味着夫妻关系不散，反之亦然。虽然进城

务工女性的家充满工业化的“粗暴”痕迹( 比如分离的

作用和对情感的压缩) ，但还是努力维持了其完整。
而正是“家”所具有的承载社会差异结构的“弹性”，

以及各地流动打工和分居生活为其婚姻关系创造了

“喘息”空间，并得以保全。女性因各地打工的经历，

奠定了独立的基础，与其在家庭结构限制中进一步塑

造的独立自强母职经验相互强化。这展现了进城务

工女性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亦是真实存在的样态，而

不是主流所认定的“病态化”的家庭关系或家庭样态。
( 三) 教养之难: 教养困局与条件创造

“养”强调的是 3 岁之前父母的照顾职责。这些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务工女性的养育方式深受西方营

养学的影响，是“传统粗养”和“现代精养”混合与冲

突的产物。但进城务工家庭多面临住房空间的局限

( 多是租房住宿) 、孩子祖辈没办法融入城市生活习

惯等的问题，并最终因此未获得孩子祖辈的人力资

本支持。在此基础上，进城务工家庭若要演练“精养

模式”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精养”是建立在西方

科学育儿观念的基础上的，西方的这一整套观念实

践，首先要具有足够人力资本条件，比如中产阶层家

庭可以雇佣保姆，以减轻女性的部分照顾工作。
“育”强调的是孩子 3 岁之后进入制度性学习中

的“教”。此时，母亲这一角色完成了从生理性到社会

性角色的过渡，成为家长。在中国独有的社会环境

下，“重视教育的传统”导致家长这一角色很快被学校

要求的“家长参与”所束缚，其中包括了作业的修改、
孩子行为引导等，都是从学校场域外延到家庭之中的。
这对疲于应付各种劳动的女性而言更增添了负累。

总体而言，进城务工女性在教养层面主要有三

个方面的结构性限制。首先，因为进城务工家庭资

源少、工资少、人脉少，无法买房，也无法解决孩子的

教育户籍问题，那么孩子难以进入很好的学校。家

长又困于“城市教育好，农村教育差”“留在父母身

边好，送回老家不好”的迷思( myth) 之中，这种城乡

二分下结构的偏见，让大多数父母选择将孩子带在

身边。其次，家校合作成为必然趋势，教育任务被

“带回家”。最后，诉诸权威的管教方式已经被教育

脚本所摈弃，当今社会的“新教养”脚本为正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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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打不骂。那么对于劳工阶层而言，“新教养”
脚本是压力还是培力? 在审视“做家长”这一角色

时，笔者观察到她们多选择尽力融入中产阶层“做家

长”的实践，但是她们所处家庭的资源、条件和能力

都不尽如意，其拙于言词的阶层属性与重视说理沟

通的“新教养”脚本之间还是相差甚远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首先，她们长年在外打工生涯

的磨练，对子女的教养中有种“开明”态度是与中产

阶层所言“母职肩负起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教

育任务”［20］是大为不同的。开明态度是指，她们的

期望并不是子女一定要成功，且在教育期望达不到

时，并不会因此而过多焦虑，这其中的差异原因有待

进一步探究。其次，若不从西方固有的形式化家长

参与的要求去看她们，会发现她们本身在家长参与

这件事情上，付出不少努力，只不过因为她们本身经

济条件有限，所以多将家长参与的力度放在为孩子创

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上，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只管给孩子

钱。通过研究发现，进城务工女性开始愿意选择性地

接受一些新的教养观念，并通过一些方式习得操作办

法，这是她们“做家长”之能动性的重要体现。
总体而论，所有这些限制会集聚到“家”内，且

多层次社会系统是相互卡嵌在一起发挥作用。齐尼

曾提出“母子盒”( Chinese boxes) 这一概念:“将这些

层次看成是一盒包一盒的母子盒———系统内的系统

再包含系统。盒子全部包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视

其为一个整体; 全部拉开的时候，就能看出不同的节

点、阶级或层次。整体与部分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却

也互补的观点……我们必须谨记，人类的互动及其

复杂。探究某一部分的过程、形式或递回层次，最终

只能获得有限的认识。”［24］(P82) 夏林清认为“母子盒”

用以形容人的经验世界是具有阶层性、递归性的，人

与体制系统的关系就犹如母子盒般，每个个体都是

各种层次组织的一部分，而每个社会机制都被更大

的社会机制包覆，并以递归的方式包覆下去。所有

的系统 和 反 馈 循 环 都 像 母 子 盒 一 样 层 层 自 我 包

覆［16］(P10)。母子盒的概念非常具体而形象，人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不断移动，而母子盒始终卡嵌在人的身

上，我们无法完全摘掉这个盒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返身回看、反映对话、实践中认识对自身的存在做出

选择与行动。拆看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历程的

母子盒系统，拉开她们身上的层次和历史脉络，可以

清楚看到她们身上层层叠叠的社会结构，看到她们

奋力生活、谋生存的社会历史地景，也看到其生命历

程中被“体制与权力”碾压的痕迹，更看到其在“婆

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中存在的社会关系

张力。
五、“家为社会田野”: 进城务工女性母职经验

流转与生命转化之路

情绪压力向内收放的涵养历程可能成就了一个

不冀求夫妻亲密支持的勤于劳动、勇敢当家、自我照

顾的母职女人［17］(P312)。实际上，这些进城务工女性情

绪压力并不都是向内收放，但是她们确实都没有陷

入对夫妻亲密以及所谓美好家庭幻想的旋涡，而是

勤于劳动、勇敢当家。她们做工人、做妻子的经历对

家的维系给予了情感和经济的支撑。她们所经历的

身心损耗和教养压力反过来考验着家的韧性，也进

一步激发她们奋力谋生存的斗志。尽管如此，也不

意味着这些女性所经历的“苦”可以被忽略。因此，

如何将她们的母职经验流转和转化是值得思考和研

究的议题。“家为社会田野”暗含的实践逻辑，让我

们不仅仅从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也可从现实实践层

面促进“经验的流转与生命的转化”。
第一，“家为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的目的与逻

辑。一是带领参与者进入家庭的社会阶级处境，认

识家的社会性面貌，进而得以从家的阶层处境中再

审视家以及家人关系。二是将“家”之私密性发展

至某种公共性而彼此看见，通过参照与学习，家内经

验亦在此得以“拆包晾晒”，将原来包裹起来的“私

密痛苦”经验说出来，获得流转的机会，并寻求改变。
笔者在开展研究的同时深入参与了研究田野中社会

工作者运用“家为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开展的“身

心复元项目”，该项目围绕此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活

动。比如，通过组织进城务工女性协作叙事团体故

事分享，营造具有支持性、发展性的协作叙事团体，

在此期间有 3 个方面的作用浮现。首先，看见与辨

识。这些参与其中的女性开始学习辨识社会阶层处

境中的家庭经验。其次，解构与重构。在互相学习

中，家人关系得以被看见，家庭经验比如“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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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在此刻被“拆包晾晒”，进行

经验的解构与重构。研究发现，进城务工女性的家

其实完全不符合中产小家庭的图像。若视西方中产

阶级小家庭为家存在的唯一标准，那么多数进城务

工女性的家将会被标定为“有问题”的家，她们的家

人关系亦会存在“污名化”，这种污名也直接或间接

加剧了家内矛盾。因此，对其解构与重构显得尤为

重要。最后，连接与转化。活动提供了一种公共空

间的发言机会，邀请进城务工女性到团体中讲述自

己的生命故事，促使她们进一步建立与社会的连接

和互动，而创造这种分享型的共学环境的目的在于，

在彼此的分享中，找到生命的共振，她们可能就在留

下的眼泪或一声叹息中或放声一笑中将这一痛苦的

体验放下，而后又学着自我重构，这促使她们的经验

体验得到转化。事实上，许多参与这一项目的女性

在这一“叙事团体”中将自己的故事贡献出来，在学

习辨识自己的阶层处境中同时进行个体行动层面的

改变。
第二，“家为社会田野”方法强调行动者主体性

的发展以及结构与能动的互动。一般而言，社会结

构性的改变既可通过宏观的制度政策改变来实现，

也可落实到进城务工女性作为能动的行动者在日常

生活中的实践来改变。因此，作为社区层面的实践

团队在工作中逐步将结构改变聚焦为进城务工女性

母职实践经验体验的结构性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

她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是在家庭中、生活中的改

变，以此促进更加宏观的改变。这是从行动者的角

度关注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改变，认可人是具有主

体性的社会行动者的观点。此种观点受社会学家图

海纳 ( Touraine，A．) 的启发［25］(PP88－102) ，他从作为集体

行动者或实践者的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立场来界定社

会改变。他认为人的改变，即发展人的主体性，培养

每个人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行动者和历史构建

者，这与“家为社会田野”方法所暗含的行动者的实

践逻辑不谋而合。因此，在这些进城务工女性“做工

人”“做妻子”“做家长”的母职实践历程中，可以看

到她们所处多层次社会系统的限制，亦彰显她们身

上的主体“能动性”。
第三，“家为社会田野”的方法注重以本土经验

为基础，通过团体中的协同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方

法具体操作。比如“身心复元项目”，它以定期组织

的刮痧、养生操、拍打训练等中国本土关照人身体的

方式为介入载体，运用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的方法，

深入了解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庭现场和劳动场域，探

讨劳动与她们的身体关系及其家庭的多层次社会系

统，发展其家庭经验。在此种意义上，“身心复元项

目”实践以进城务工女性的家庭经验为土壤，希望能

发展出本土方法路径以转化女性之经验体验，可以

对中国土生土长的女性进行辨识，看见她们生存与

生活的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她们的家庭经验是如何在

她们的行动中发挥作用的。基于此种实践经验发展

出的本土化家庭理论，或许能避免陷入对欧美资本

主义家庭理论的挪用。
综上可见，将“家为社会田野”的理论与方法合

为一体，不仅有所创新，亦对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具

有启示意义。从“家为社会田野”的视阈审视，以女

性母职的经验流转与生命转化为政策关怀，本文建

议尽快建立以中国本土家庭周期经验和个人体验为

基础的家庭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对典型的进城

务工女性及其家庭的整体情况进行个案研究，建立

反映进城务工女性母职实践真实情况的“典型家庭

档案库”。通过质性研究丰富已有的量化统计资料，

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本研究 6 个典型案例已为理

解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个

案家庭经验材料，若在全国范围建立一定数量的典

型家庭档案，将会为正确认识与精准把握进城务工

女性母职实践以及其所发生的家庭情景提供充足的

个案资料，这些资料将成为家庭政策关照庞大且相

对弱势与被忽视的进城务工家庭的重要依据。这也

是建立以中国本土家庭经验为基础的家庭政策的重

要一环。
其次，完善与实施以家庭成员能力建设为核心

的家庭政策，尤其注重女性能力建设。本研究强调

结构与能动的转化，若有政策层面的支持，相信流动

女性的能动性会在结构限制中更具力量。笔者认为

家庭政策可在社区层面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协同

推进，这将促使家庭政策对家庭成员的能力建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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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进一步实现。比如可通过家庭政策设立由财政

支持的、常规性的、以提升能力为核心目标的“生计

发展计划”“社区儿童照顾计划”“健康计划”等项

目; 具体操作可由街道或乡镇具体负责实施，项目直

接面向社区妇女或家庭开放申请。此外可运用政府

购买服务，由社会组织或专业社工机构提供技术支

持与陪伴。这在解决进城务工女性现实问题的同

时，通过项目实践，发展了家庭成员的能力。
再次，强化家庭政策的性别视角。从本研究来

看，虽然进城务工女性尽力维持家的完整性，保障家

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但并不意味着婚姻家庭中女性

的权益可以被忽视。相比男性，女性在婚姻家庭中

承担了孕产带来的身体病痛，以及更多的抚养带来

的身心耗损、教育带来的无助与压力。因此，“看

见”与“承认”女性生、养、育的社会价值十分必要。
对此，可以建立家庭育儿假( 合并女性产假和男性陪

护假) 、加大孕产哺乳期的政策性补贴、提供更为普

及的社区层面的婚姻家庭辅导与社会支持; 同时，加

大性别平等的倡导力度，营造夫妻共担子女养育责

任的社会氛围，以促进家庭政策性别平等的落实。
最后，家庭政策需具有整合性，即以家为整体的

政策取向。家不仅是人工作、生养的重要场域，家

( 家内与家外) 也是人与社会之关系发展的关键接

合面。家的多层次社会系统的作用力道，会集中在

家内“爆发”，这就要求家庭政策建设更具“以家为

整体”的发展观，方可更系统地、实质地应对问题。
从本文研究可见，这些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横

跨了劳动、生育、儿童养育等多面向的困境，笔者认

为可利用家庭政策推动妇女相关的就业、生育、儿童

照顾等方面的政策的整合与创新。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家为社会田野”从理论到

具体实践路径的梳理与讨论作结，并以“身心复元项

目”实践为“家为社会田野”的方法之例证，以与包

括进城务工女性母职体验密切相关的家庭政策建设

的思考与建议收尾，希望对女性母职实践多层次社

会系统的改变，既可落实到她们作为能动的行动者

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亦可通过宏观的社会政策对

其处境有所促进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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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赋权过程不应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被动灌输和

给予的，而应是由内而外产生的，同时可以通过政策引

导、行政手段创造条件。在村开庭的过程也是普法的

过程，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妇女通过实

际案例更好地了解土地政策、明晰个人合法权益。
( 四) 将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约束性指标纳入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主要指标，保障妇女对村庄重大

事项的知情、参与、决策和监督权利

性别平等、男女共建共享美丽乡村是促进乡风

文明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当前村级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仍然较低，妇

女缺少对公共事务和村庄重大决策的知情、参与、决
策和监督的机会，妇女权益易遭受侵害。建议将农

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各项指标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 2022－2026 年)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倡

导性别平等，持续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村妇女政治

参与，继续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推进比例配额的

暂行特别办法，鼓励妇女更广泛地参与村议事会，发

挥村级妇联组织的作用，提高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

度，为妇女合法权益发声，为村庄女性权益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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