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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
———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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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在北京的住家家政工为例，探讨以大型家政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化

机构如何界定雇主—家政工关系、塑造家政工的职业情感规则以及这些商业化的规则如何在家政工的劳动实践中被挑战和修

改。研究发现，商业机构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家政工的“娘家”，强化雇主—家政工之间的“外人”关系，并要求家政工在此基础

上将“家人”情感进行工具化使用，以满足工作的需要。然而，家政劳动作为在私人家庭中进行、高度卷入私人生活的劳动类

型，家政工往往难以避免地卷入雇主家庭关系中，甚至发展出与雇主的私人关系，使关系处理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本研究的

发现将为讨论涉及情感劳动的服务中的顾客—服务者关系及其复杂性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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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ing the Clients as Caring for One's Family，While in Daily
Interaction It's Better to Keep Oneself as an Outsider”: Emotional Labor and
the Maintenance of Client Ｒelations among Domestic Workers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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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ive-in paid care-workers in Beijing about their experiences，this article

questions how large for-profit domestic-work agencies intend to shape client-worker relationships by enforcing upon domestic workers

rules of empathy that would meet certai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These rules are，however，challenged and modified in the daily practices

of care-workers in the homes of their client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when a for-profit agency attempts to present itself to domestic work-

ers as their‘niang jia ( natal family) ’，and requires domestic workers to apply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kinships in caregiving，while

maintaining an outsider status in the client's home． While this agency tries to enforce a style of client-worker relationship efficient in this

commercialized market，domestic work is，however，performed in private homes and is highly intertwined with private life． Homecare

workers are often drawn into relationships between clients' family members and even sometimes develop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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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which can further complicate homecare workers' emotional labor practices． The findings will shed light on the complexity of client-

worker relationships in homecare work that can involve intense emotions and body contacts．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少
子化、家庭规模小型化阶段，为社会成员提供恰当的

照料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市场化的照料服务

在应对家庭照料资源不足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比如月嫂、保姆、养老服务市场在近年来的蓬勃发

展。已有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

营业收入达到 5762 亿元，同比增长 27． 9%，家政服

务业从业人员达 2602 万人①。
研究者指出，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的劳动大量

依赖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即情感劳动［1］。这种劳动

将劳动者的私人情感卷入生产过程中［2］，情感作为

服务业的一种生产力被整合进商业组织的利润角逐

里，给劳 动 者 造 成 诸 如 职 业 倦 怠、情 绪 失 调 等 影

响［3］［4］。作为服务业的一个分支，与服务业的其他工

作相比，家政劳动有其特殊性［5］［6］: 一是工作场所是

私人家庭，工作环境隐蔽孤立，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

重叠。二是工作旨在满足被照料者的需要，不仅包

括其生理上的需要，还包括其情感上的需要，劳动过

程有大量的情感投入。三是以照料为主要内容的家

政劳动，家政工人无法生产出与自身分离的产品，劳

动力和劳动的消费都在私人领域完成，因此家政工

的劳动具有较强的“私人性”。
由于家政服务私人性、情感化的特质，因此家政

工处理与雇主的关系就构成其工作内容的重要部

分。不少研究指出，家政工与雇主的关系介于“公”
与“私”之间，家政工与被照顾者发生一定的依赖乃

至依恋关系，但是难以与雇主形成完整意义上的“亲

情”，雇主在要求家政工付出情感的同时，又不断与

其划界，从而形成某种张力，研究者称之为“亲密的

陌生人”“虚拟家人”“家里外人”等［7］［8］［9］。家政工需

要反复试探与实践才能扮演好雇主家庭中“虚拟家

人”的角色，这往往是家政工感到最难也是最累的部

分［8］。良性的雇主关系往往需要家政工付出大量的

情感劳动来建立、维系以及适时调整。处理与雇主

的关系至关重要，不仅影响着服务的质量，也决定着

家政工的去留。为了稳定用工、提高客户满意度以

及提升行业的职业化形象，很多大型家政公司加强

了对家政工“如何处理客户关系”的培训和引导，形

成了一套处理“客户关系”的商业化的职业情感规

则和行为准则。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

以在北京的住家家政工为例，探讨以大型家政公司

为代表的商业化机构如何界定雇主—家政工关系、
塑造家政工的职业情感规则以及这些商业化的规则

如何在家政工的劳动实践中被挑战和修改，尤其是

家政工与雇主共同居住、生活的现实所形成的私人

化关系对其情感劳动实践的影响。本研究将为理解

雇主与家政工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家政工为此付出

的“隐形”情感劳动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

( 一) 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 ( emotional labor) 是美国社会学家阿

莉·霍克希尔德( Arlie Ｒussell Hochschild) 提出的概

念，指劳动者通过对自身情感的管理和表达，在社会

互动中为他人创造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的劳动

过程。霍克希尔德的理论阐述了情感的社会基础，

认为社会文化定义规定了个体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应该如何体验与表达情感。情感规则( feeling rules)
是指通过树立情感交换权利与义务的理念，从而引

导人们的情感活动得以展开的一套社会性规则。在

社会互动中，当人们即时感受到的情绪类型和强度

与情感规则不相符时，往往会进行情感管理 ( emo-
tional management) 或情感工作 ( emotion work ) ———
激发或压制情绪以保持一种恰当的面部呈现，从而

为互动中的他者生产出合适的心理状态。“浅层表

演”( surface acting) 和“深层表演”( deep acting) 是情

感管理的主要手段，前者侧重于调整情绪的对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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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即人们通过伪造某种外显的情绪特征来满足情

景需要，其表现出来的情绪和内心实际感受到的情

绪并不一致; 后者则是试图调整内在感受，即人们通

过调整内心的感受，努力使其与表现出的、与情境要

求相符的情绪保持一致。情感管理是情感活动的一

部分，人们在私人生活的社会互动中进行着各种情

感工作。当这种原本在私人领域进行的情感工作被

置于公共空间进行利益交换时，就成了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业组织出于盈利的

目的重新制定新的情感规则，要求劳动者进行相应

的情感管理，使私人情感从属于商业逻辑，容易造成

劳动者的“情感失调”乃至“异化”［1］。
情感劳动的概念提出以后即成为服务业工作研

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因为服务业的工作包含了

大量的人际互动，服务者的“情绪风格”构成了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商业组织试图改造和控制的对

象［1］。总体而言，研究者视情感劳动为互动性工作

( interactive work) 的一个特征，考察了情感劳动在不

同类型的互动性工作的运作及后果，比如与律师、私
人教练等专业或准专业人士相比，密集互动型的“前

台”服务工作( 比如空姐、销售员) 受到更多的监管，劳

动自主性较低，体验和承受情感劳动的负面后果也更

严重［10］。不少研究也关注到情感劳动中的权力关系、
商业机构与服务场景对劳动者的控制以及劳动者的

反抗与能动性［11］［12］。性别是情感劳动的一个重要维

度，研究者关注性别文化与工作场所的性别劳动的勾

连以及相应的性别不平等，指出密集互动性的“前台”
服务工作要求服务者表现恭敬顺从( deference) ，而这

通常被视为女性的特质，并与女性较低的社会结构位

置相关。因此，这类职业往往成为女性化的职业，并

更容易承受情感劳动的负面后果②［1］［13］［14］。

本研究借鉴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的概念，侧

重关注家政工有意识的情感管理行为，以获得雇主

满意，维系在上户期间与雇主的良好互动与关系。

本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对情感劳动

的相关研究。第一，与以往情感劳动研究主要讨论

的是公共领域、商业机构能够进行直接监管和控制

的服务场景不同，家政工是在私人领域里的服务，那

么商业机构如何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制定的情感规则

的执行? 第二，情感劳动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商业

化的职业情感规则如何改造社会性情感规则，而本

研究则呈现出在家政工的服务场景中，商业化规则和

社会性规则如何交织影响家政工的情感劳动过程。
( 二) 家政工的情感劳动

家政工作尤其是涉及照料工作，是互动性工作

的一种，需要劳动者提供大量的情感劳动［15］［16］，而且

家政服务在私人领域进行，情感劳动的过程和后果

往往更为复杂。目前对于家政工作者情感劳动的研

究主要侧重于家政工如何提供爱的劳动、家政工处

理与雇主关系的情感策略以及家政工情感劳动的后

果三个方面。

大量研究关注到家政工尤其是婴幼儿和老人的

照料者，不仅被期待提供无微不至的生理性照料，还

被期待将爱、情感与温暖投注在被照料者身上［9］。

在照料的过程中，家政工经常唤发对自己孩子的情

感，利用移情的方式将雇主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

子来照顾［17］，以顺利地完成工作。家政公司高度介

入到家政工的情感劳动中，往往将优质的照料定义

为“如家庭般”的［18］。比如，对育婴家政工的研究指

出，家政公司通过培训引导家政工换位思考，将雇佣

关系转换为家人关系，家政工将“情感投入”与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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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除了对霍克希尔德情感劳动理论的应用之外，之后情感劳动研究也有一些理论发展，比如，近年来兴起的关于情动劳动

( affective labor) 的理论，侧重潜意识范畴的情绪体验，关注后工业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对潜意识范畴的情绪的生产和操

弄，以此生产和搭建不同身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创造出充盈着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空间［相关文献可参见 Hardt，Mi-
chael，“Affective labor”，Boundary，1999，26( 2) : 89－100; Negri，Antonio，“Value and Affect”，Boundary 1999，26( 2) : 77; Clough，

Patricia Ticinete ＆ Jean Halley( eds． )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还有

学者提出“感受劳动”( feeling labor) 的概念，其结合了 emotional labor 和 affective labor，强调了侧重情感氛围营造，促进劳动

者和消费者之间有意识和无意识情绪交流的主体间空间的形成［Korkman，Zeyney Kurtulus，“Feeling Labor: Commercial Divi-
nation and Commodifled Intimacy in Turkey”，Gender ＆ Society，2015，29( 2) : 195－218］。本研究关注的是家政工如何通过有意

识地管理被指认的情感从而维系与客户的良好互动与关系，因此主要借鉴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理论。



工作融为一体［9］，使其作为母亲的身份被唤起，在工

作中融入母亲对孩子的情感［17］。
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家政工应对雇主关系方面

的情感策略。有学者指出，家政工在工作过程中遇

到和雇主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意识”地控制自

己的情感，去适应雇主的要求，以维护一种和谐的雇

佣关系［5］。还有学者指出，家政工的劳动过程是涉及

情感“投入与抽离”的复杂的情感劳动，一方面要充分

扮演好家人的替代角色，付出足够的、令雇主满意的

情感，另一方面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要掌握好“度”，

不能喧宾夺主代替真正处于这个角色的家庭成员［8］。
还有学者指出，家政工与雇主发展出一种“策略性的

情感关系”，家政工借由强调自身在物质上的贫乏来

获取雇主的同情，利用情绪的表演来引发雇主的阶层

内疚感，以此来提升工资或者改善工作条件［19］。
不少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指出了家政工提

供爱的照料的一系列负面后果。市场组织所要求的

“家人般的照料”强化了家政工的情感投入，虽然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照料劳动者的自我角色认同，但同

时削弱了她们作为劳动者本应享有的劳动权益，使

得劳动者经常提供在合同规定范围之外的服务，加

重了她们的身体和精神负担［19］［20］。与此同时，社会

文化中对照料者的利他动机的强化，将照料和情感

劳动视为自然的女性属性，造成照料劳动的持续贬

值和对女性劳动者的盘剥［18］。近期有研究着重分析

阐述了家政工情感劳动的积极后果，分析进行婴儿

照顾的月嫂通过建构象征性边界以挑战社会性边界

的过程，采取“深层表演”策略主动破除边界，将工

作关系拟亲属化，并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

建立象征性秩序，以便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争取主动，

以此获得在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21］。
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家政

工在雇主家庭处理自己“家人”和“外人”的矛盾性

身份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情感劳动，并且描述和分析

家政公司如何形塑家政工处理雇主关系方面的情感

劳动，以及这些商业化的情感规则如何在家政工上

户的过程中被应用和挑战。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分为田野调查和深度访

谈两个阶段。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5 月，本文第

一作者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位于北京的 A 家政公司

( 以下简称 A 公司) 开展为期 6 个月的田野调查。A
公司是一家规模较大、正规化程度较高的家政中介

公司，在全国共有近百家线下分店，登记在册的有二

三十万的客户和家政工，有较为正式的家政工培训

与管理制度。本文第一作者在实习期间，前 3 个月主

要在公司下属的一家门店负责家政工的招聘和培训

工作; 后 3 个月主要在公司的总部负责活动的宣传推

广，参与了大量公司为家政工组织的系列情感管理活

动，并收集了家政公司如何管理和培训家政工的实地

观察资料和文本资料。
作为中介制家政公司，家政工与 A 公司是会员制

的关系。家政工只要向 A 公司缴纳 100 元作为入会

费，即可由 A 公司推荐工作上户。经面试、雇主同意、
签订三方服务协议后，家政工即可上户。首月工资发

放到 A 公司，A 公司从中扣取 20%作为会员费( 一年

只扣除一次) ，从第二个月起，家政工的工资由雇主直

接发放。从原则上来说，A 公司希望家政工合同到期

才下户，但实际上，因雇主投诉或家政工不满而未满

合同期下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③。A 公司为家政工

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培训，包括免费的岗前培训、岗中

培训和付费的技能提升培训。岗前培训为 7 天，家政

工在门店接受基本技能和职业规范培训。岗中培训

是为在A 公司签约的家政工在上户放假休息期间以及

待岗家政工提供的服务。岗中培训每天开展，主要针

对家政工进行情绪疏导和解答上户时遇到的问题。付

费的专业技能培训提供比门店培训更加全面、系统和

高级的培训，家政工通过考核后可以获得专业证书。
在对 A 公司的田野调查之外，2019 年 6－9 月，

第一作者对 15 名从事育儿、护老工作的住家家政工

开展了 1． 5－3 小时的面对面深度访谈，具体内容包

括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工作情况和工作中的情感

体验、对公司培训管理的看法等。15 名深度访谈研

究对象的年龄为 40－55 岁; 只有 1 名家政工是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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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 A 公司的规定，雇主交纳一年的服务费( 一般为首单的价格) 后，可以在一年内无限次免费更换家政工。



户口，其余全部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女性，从事家政工

作 2－15 年不等; 8 名家政工受访期间正在从事育儿

工作，7 名家政工正在从事护老工作; 11 名家政工来

自中国北方地区，4 名来自南方地区; 5 名家政工处于

离异状态，1 名家政工丧偶，其余 9 名家政工已婚; 8
名家政工受访期间与 A 公司签订了三方合同，4 名家

政工通过另一家小型家政公司 B 上户④，3 名家政工

自己直接与雇主私签。目前中国的家政企业以中介

制为主，家政工往往在多家家政公司注册，哪家有订

单就从哪家公司上户，并往往接受过不止一家公司

的培训。私签的往往是有经验的家政工，之前也在

家政公司注册和培训。15 名深度访谈研究对象均

接受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包括 3 名私签的家政工，其

中 2 名家政工在一家全国有近 300 家连锁门店的大

型家政公司接受过职业培训，内容包括职业技能和

客户沟通等; 另 1 名家政工在一家专做医疗健康护

理的服务机构工作 3 年，并已经在 A 公司接受培训

3 个月⑤。为保护受访者的私人信息，本文中受访者

皆为化名。
四、家政公司与商业化的情感脚本

( 一)“不要忘记自己是外人”: 关系界定的基础

营造雇佣双方的距离感是 A 公司形塑家政工情

感劳动的基础。通过制度性的职业规范和职业守

则，A 公司力求界定雇主与家政工之间明朗的职业

关系，以避免雇佣双方关系的越界。A 公司的职业规

范和职业守则中首先强调的是“雇主永远是雇主，不

要忘记自己是外人，不要忘记自己是阿姨”。将家政

工界定为雇主家庭里的“外人”，是作为劳动者的“阿

姨”，以此强化家政工与雇主的身份界限。
A 公司在给员工岗前培训的职业守则里，与雇

主划界、规范自身行为是重要的一条。首先是物理

空间的区隔，比如，要求家政工“与雇主分餐吃饭”，

强调“不意味着在客厅里、在餐桌上可以跟雇主平起

平坐”⑥。A 公司告知家政工餐桌是雇主家庭成员

团聚和日常交流互动的重要领地，通过“分餐”的方

式避免家政工对雇主私人领地的入侵。也不断强调

家庭对雇主而言是私人空间，对家政工而言是工作

场所。比如，A 公司模仿雇主口气给家政工写了“雇

主对阿姨不得不说的十句话”，其中有一条: “尊重

我们的私人空间，我们在家休息、会客、团聚时，希望

能尽量回避，不要参与我们的交流，您可以利用这段

时间在房间休息，或者在厨房及其他区域工作。”

其次是心理空间的区隔。这一方面与物理空间

的区隔相关，正如一些家政工所理解的“都不能在同

一个桌上吃饭，能算是真正的家人吗”。另一方面，

A 公司也通过其他规定进一步加强对家政工与雇主

心理空间的区隔，比如要求家政工“不要参与到雇主

的私事和家庭矛盾中”，“不要向雇主打听家里的事

情”，“不要无谓的客套和频繁地表达”。

此外，还有身体呈现和消费符号的区隔。家政

公司对家政工强调“不要戴首饰、不要化妆，是阿姨

就要有个阿姨样”，首饰和化妆是性别化的身体呈

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A 公司通过限制戴首饰、

化妆等去性别化的方式打造“阿姨样”，规训劳动者

的身体形象，从身体层面完成雇佣身份的区隔; 同

时，也通过“不要见雇主买什么，自己就买什么”的要

求来达到消费物品的符号区隔。正如一些学者所指

出的，消费是一种运行和巩固等级结构和阶层结构的

符号系统，所消费的物品是等级和阶级的外显形

式［24］，家政公司通过限制家政工与雇主相同的消费行

为，以避免家政工与雇主形成竞争性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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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B 公司是一家小型家政中介，共有 3 家门店，全部在北京，每家门店有 2－3 名管理人员，有几百名登记在册的家政工。
因为没有对 B 公司进行参与观察研究，也受制于访谈样本的局限，本文无法对 A、B 公司进行系统比较，来说明不同类型

的家政公司或签约类型对家政工情感劳动的影响。本文纳入在 B 公司上户以及私签的家政工，主要是希望能够一定程

度上扩充样本的多样性。近年来，中国家政行业正进一步市场化、职业化，很多大型家政公司是这一趋势的引领者，掌

握了更多的行业话语权和影响力，对正规化程度不高的小型公司和普通的家政工作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很多家政

工即便从中小家政中介上户，也很有可能因为资质考试、技能提升等方面的需要而参加一些大公司的培训。对不同类

型中介在家政工情感劳动方面的差异比较，可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A 公司要求家政工与雇主分餐一定程度上也有保护家政工的目的。根据公司了解到的情况，一些家政工跟雇主同桌吃

饭时，因为不好意思夹远处的菜或加饭，反而会出现吃不饱的情况。



( 二) 服务意识: 商业化的职业情感规则

本文第一作者在 A 公司的门店进行田野调查

时，家政门店管理员指导作为实习生的第一作者进

行家政工职业培训时强调，“培训的核心是服务意识

的培养”，服务意识培训的重点之一是塑造家政工的

职业情感规则，强调“忍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

我归咎”和“心怀感恩”。
对于家政中介来说，客户的需求是既定的、无法

改变的，因此只能改变家政工的认识和感受，满足客

户的要求，才能顺利地完成订单匹配，获得利润。在

A 公司，“忍耐”一方面以职业伦理的面貌出现，变成

一种“职业要求”; 另一方面被形构成家政工自我素

质的一种体现。在 A 公司门店的日常培训里，每到 9
点钟，所有在门店里的家政工和家政门店管理员都要

一起大声朗读家政工荣誉守则和 A 公司的会训:“爱、
勤、默、韧; 爱就是爱家人、爱公司、爱客户; 勤就是勤

劳、勤奋、勤俭; 默就是少说多做守规矩; 韧就是忍耐、

忍受、坚持、百忍成金……”在爱与感恩的利他主义话

语体系下，“爱、勤、默、韧”被界定为职业需要的特殊

能力，也是家政工需要秉持的职业伦理。公司要求家

政工，只要雇主没有出现严重侮辱性的言行，都按照

雇主的要求来做，顺从忍耐。比如，一次培训活动中，

公司管理层如此教导家政工进行“爱的认同”:

客户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嗯”!

我们得到他的钱就好了，他只不过是刁难而已，他只

要不违背对你最基本的尊重，没有辱骂你的父母，没

有屈辱 你 的 时 候，所 有 的 委 屈 我 们 都 忍 下 来 说

“嗯”! 再来一遍，“嗯”! 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对错，

没有永远的对，也没有永远的错，如果你们这么想，

心情就会好很多，我们要去释怀。
家政工有时候会对一些工作条件和工作内容有

所不满，比如卧室里安装了摄像头、孩子要带睡、需要

照顾不能自理的男性老人等。家政中介就会进行各

种“思想工作”，引导家政工忍耐接受，其中动用亲属

化想象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对于不能接受孩子需要

带着睡的家政工，家政门店管理员会反问“你自己的

孩子不也是带着睡过来的吗”，企图让家政工将客户

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合理化客户的要求。对于家

政工难以接受照顾不能自理的男性老人，家政门店管

理员的回应一般是“你就把他当做你爸爸，你自己的

爸爸要是不能自理了还不是得让女儿去帮他洗”，引

导家政工用拟亲属化的逻辑去突破异性照料的障碍。
“自我归咎”是与忍耐相辅相成的一种情感规

则，总体而言，当发生问题时，引导家政工不断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什么都是自己的错，不是别人的

错”; 教导家政工重新“认识自我”，“学会原谅他人，

学会理解接纳”，“放下攀比、抱怨”，以疏解心里的

负面情绪，最终提升“自我素质”，为雇主提供更好

的服务。比如，在一次公司组织的针对家政工的大

型心理疏导活动中，担当主持人的公司高层管理者

引导家政工进行自我归因:

主持人: 为什么我们没有钱?

家政工 1: 没有能力!

家政工 2: 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文化!

家政工 3: 缺心眼，没本事，没能力!

家政工 4: 没有遇见更好的自己!

家政工 5: 没有一个好的平台!

家政工 6: 没有提升自我!

家政工 7: 没有机会学习，没有机会就没平台!

家政工 8: 没有勇气!

家政工 9: 没眼光，没眼界!

家政工 11: 没有自信!

主持人: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没有能力是谁的

问题?

家政工 1: 自己!

主持人: 没文化是谁的问题?

家政工 2: 自己!

主持人: 没本事是谁的问题?

家政工 3: 自己!

主持人: 没平台是谁的问题?

家政工 4: 自己!

主持人: 你为什么不去找平台? 没有机遇是谁

的问题? 没有勇气是谁的问题? 没有眼界是谁的问

题? 没有自信是谁的问题? 没有健康是谁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是内因，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吗? 你

们想一想看是不是都是自己的原因?

这样的活动是一种表演式的“宣讲”( 而非真正

的问答) ，家政公司通过情绪渲染，引导家政工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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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知，将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体自身的

内在原因，忽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家政工处境的

塑造，以消解家政工对外在因素的关注。除了自我

归咎，家政公司还相应地引导家政工学会向他人感

恩，感恩的对象包括雇主和公司，将公司和雇主提供

就业机会、技能和收入作为“恩情”与家政工对家人

的责任和感情联系在一起，比如一次公司活动中主

持人的发言:

我们为了让他们( 父母子女)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需要通过什么? 努力!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去挣到这份钱去养他们? 客户! 客户是我们的金

主，对吗? 我们只有通过在他们家的服务，为我们的

老板服务，把他伺候好了，我才能把钱挣回来回报父

母、抚养子女是吗? 对不对?

公司还经常通过家政工来“示范”感恩，在同一

场活动中，A 公司选出的一名优秀家政工的发言里

有这么一段:

姐妹们，我现在的成绩归功于 A 公司搭建这个

平台，感恩老师( 中介) 为我牵线搭桥，感谢雇主为

我提供工作岗位，让我这样原本没有一技之长的中

年妇女，能在这个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条路

上我会继续前行与时俱进，和姐妹们一起踏实工作，

用感恩之心回报所有的遇见，相信我们公司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

在这一系列的发言里，暗含着这样的逻辑: 公司和

雇主让没有一技之长的中年农村妇女实现自己的价

值，是家政女工需要通过优质服务来回报的对象。市

场化的服务关系一定程度上转变成某种施与者与报答

者之间的恩情关系，从而使家政工“任劳任怨”地去服

从公司的要求、提供雇主所需要的服务，报答“恩情”。
( 三) 打造娘家: 商业化情感规则的渗透机制

与很多服务工作不同，家政工作是在客户家里

进行，家政公司很难对家政工的劳动过程进行直接

监管; 与此同时，A 公司作为中介，除了少量的会员

费，也很难通过经济手段对家政工进行管控⑦。A

公司将服务意识及其包含的商业化的职业情感规则

向家政女工们传递强化的手段主要通过使家政工将

“规则内化”，同时辅之以一定的外部调控手段。

控制工作机会是家政公司形塑家政工符合“理

想阿姨”的手段之一。当一个客户订单来临时，同在

门店等候工作的几位家政工中，往往是“不爱计较”
“事儿不多”“能吃亏”的家政工会被家政门店管理

员优先推荐给客户面试; 如果家政工在家政门店管

理员的心中形成一个“比较挑剔”“不能忍”的印象，

管理员便不会轻易地帮助这个家政工找活，而是把活

先留给其他家政工，导致其处于比较长的待业期。

除了控制工作机会这样的外部控制手段，更主要

的是，A 公司试图将公司打造成家政工的“娘家”，通过

日常培训、经验分享、情感疏导等方式获得家政工对公

司的认同，让后者“甘愿”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服务。
“娘家”的形象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公司在各种场

合对家政工宣称是她们的“娘家”。在给一个家政工

匹配合适的雇主后，公司会称之为“把某某嫁出去了”，

一些家政女工在找工作阶段也会请求门店管理员“赶

紧把我嫁出去”。上户时，当家政工对雇主有所不满或

发生冲突时，公司也希望家政工第一时间“找娘家”，联

系门店管理员，让后者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去调解雇佣

双方的关系，延缓乃至消除双方负面情绪的爆发。
A 公司鼓励家政工经常“回娘家”———在上户休

息或待岗期间回门店。门店为家政工提供临时住宿

( 10 元一晚) ，门店管理员组织在店的家政工一起做

饭吃饭，常常在吃饭前对家政工强调: “我今天特意

多买了点菜，还加了肉，好让你们回娘家补补身子。”

对在店的家政工经常嘘寒问暖，倾听家政工在户上

遇到的委屈和牢骚。在门店几乎每天下午都开展的

“岗中培训”中，重头戏经常是在店的家政女工们分

享工作经历、遇到的趣事和问题。家政工之间互称

“姐妹”，最常分享的是各自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不

快，很多家政工表示:“感觉压抑了，到了公司里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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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与以小时工为主的平台式家政服务机构不同，A 公司以提供在雇主家长期服务的住家家政工为主，没有采取平台家政

经常采用的评价体系来进行监管。在 A 公司，因为不同的客户对住家家政工的要求不同，所以一些被某客户投诉的家

政工可能在另一户上工情况良好。因此，A 公司会记录客户的投诉，但总体而言，客户投诉对家政工的就业机会和薪资

水平影响不大。



妹们一说，就觉得压力没了，互相诉苦说说，自己心

里边就会好受一点，因为阿姨之间能够互相理解

啊。”门店管理员也会经常参与讨论和引导。比如，

有一次育儿嫂杨姐抱怨雇主对她挑剔，家政管理员

宽慰她说:“你就是太敏感、太脆弱了，你想想你去人

家家里是干嘛的，谁干活挣钱不受点委屈啊，他( 雇

主) 上班也肯定会被领导说的，只要他每个月按时给

你发工资，钱到手就行啦，你甭管别人说什么。”杨姐

接着指出雇主没有按照公司规定在节假日支付工

资，家政管理员又劝导说:

公司规定节假日因为雇主的原因给你们放假要

付你们工资，但这个是可以变通的，你不能说必须要

给我工资，因为你休息，全部工作都没有干，人家心

里肯定不平衡，再有钱人家也不愿意，所以这个你可

以沟通，让她给你一半，你也大度一点，双方都给自己

留点余地，不要把自己逼到死路，不愿给就算了，大家

皆大欢喜。你要计较的话，就说不清了，别在乎节假

日这点工资，一年有多少节假日，你拿出你的大度，你

拿出你的高度，你听我的话，绝对不下户，理解万岁。
除了日常的培训和疏导，A 家政公司还会每 3

个月左右组织一次较为大型的、几百人参加的心理

疏导活动，通常由公司总部管理层来主持和引导，以

疏解家政工上户期间形成的压抑情绪。在这些活动

中，公司管理者往往一方面表达对家政工所遭受辛

苦和委屈的理解和心疼，另一方面将“忍耐”置于个

人素质和道德优越性的角度来加以强调。比如，在

一次心理疏导活动中，担任主持人的公司核心管理

层成员，讲了一个在“家有小霸王”客户家上户的家

政工的例子后，动情地说道:

我们的客户让你受尽了委屈，但是他们是我们

的金主，我们要吞得下这个委屈，我们才能挣到这份

钱……这样家庭的( 家有小霸王) 人命比我好，现在

请得起阿姨让我伺候他，但是将来三十年、五十年以

后他们家会是什么样子呢? 没有很好的教育一切归

零对吧? 这个曾经的小霸王长大以后，他还是横着

走的霸王吗? 不一定! 对吗? ……所以怎么办? 这

里有一段话，这是对我们那些骄横的雇主说，对那些

不理解我们的人说，让他们装吧，他们装得很辛苦

的，我们就可怜可怜他们吧，一个真正的伟人就是能

放得下对错、原谅别人的人，我们的阿姨都是伟人。
席间，很多在场的家政女工动容落泪，甚至泣不

成声，这与讲话者以“娘家人”“自己人”的口吻表达

出对家政工们所受委屈的深深理解和同情不无关

联。但这种同情又巧妙地将家政工为了挣钱在“金

主”家“忍气吞声”“受尽委屈”视为家政工作中的必

需。与此同时，主持人又转换话语，从同情变为激

励，将雇主视为一个“值得被可怜的人”，将家政工

视为“伟人”，置换了二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让家

政工获得道德优越感和想象未来报应，想象“三十

年、五十年”后家道中落的雇主，缓冲家政工内心的

失望、沮丧乃至愤懑，从而更好地继续提供服务。

在这些大型心理疏导活动中，公司也会组织部

分家政工来发言，讲述她们的经历和感受，而这些发

言大部分是通过公司事先筛选，发言的家政工往往

口头表达能力强，又对公司比较认同，能够传递公司

希望的“正能量”。比如下面这段家政工的发言:

我遇到了一个患肺癌肝癌的雇主，虽然有困难

我还是坚持照顾到她去世了，直到现在，我也会经常

想念她。在照顾她的过程中，有时会感到委屈，但我

知道老人都需要照顾。当她的儿女因为工作忙碌等

原因无法照顾她时，我们需要替代儿女去照顾她，给

予她生活上和情感上的关爱。我也下定决心会一直

做下去，感谢公司每一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感

谢公司给了我们在外漂泊的人一个家、一个工作挣钱

的机会，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工作，并把公司介绍给我

们的姐妹，让她们也来公司提升一下，把钱挣到手。
这段发言清晰地体现了公司提倡的“爱勤默

韧”以及对公司的感恩，而它的表达方式是由家政女

工向同样“在外漂泊”的姐妹吐露心声，获得在场更

多的体认感和共鸣，建构对公司大家庭的认同。
A 公司所打造的“娘家”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娘家”发挥了一个情绪调节阀的作用，成为

家政工在上户期间所忍耐的情绪可以爆发的“后

台”，以便家政工之后继续在“前台”进行情感劳动。
其次，通过表达理解关心、相互倾诉分享等形式，培养

家政工对公司的情感认同和归属，以便更有效地对她

们进行引导和形塑。家政公司制定的商业化的职业

情感规则对家政工在雇主家的情感劳动实践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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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构成了家政工通过情感劳动处理与雇主关

系可参照的文化脚本，然而，家政工的情感劳动同时

受制于雇主家特定的情境以及家政工对于这些情况

能动的应对，这些规则在实践中被挑战和改写着。
五、家政工在雇主家的情感劳动实践

( 一)“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 家人情感的工具化

1． 保持工作状态

作为一份直接与人接触的工作，家政工作需要

通过情感管理来进行劳动过程中恰当的自我呈现，

以完成照料工作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政

工一定程度上需要融入所服务的家庭，成为家庭的

一员。然而，不同于真正的家庭成员可以展现喜怒

哀乐各种情绪，在雇主家，家政工往往需要展现出正

面的情感，也就是服务他人所需要的情感，比如开朗、
温和、关心等，而要尽量掩饰负面的情感，比如不悦、
生气、愤怒等，甚至也要掩藏疲劳、情绪低落等状况。

展示正面积极的情感在照料服务中体现得尤其

明显。正如一位育儿嫂表示: “带孩子必须得开心，

带出来的孩子才开心。”又如一位养老护理员所说:

“让老人在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度过，他快乐你才能快

乐，他要是不高兴你也不好受，所以我们天天要正能

量，天天要阳光，老人才能见到阳光。”良好的自我呈

现包括对互动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负面情绪的抑制，

比如“老人再折腾，也不能表现出不耐烦”。对住家

家政工而言，在私人家庭里，她需要“时时刻刻绷着

那根弦”，“保持随时都有领导来视察的那种状态”，

“保持时刻接受任务的状态，一点都不能懈怠”。这

不仅是在雇主在场的情况下，还有雇主的不定期抽

查以及运用大量摄像头等现代监控技术的情况，家

政工很少有放松的时间和空间，需要一直保持良好

的状态，不表现出劳累、情绪不佳的样子。
在此过程中，家政工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浅层表

演，管理自己的表情和状态，采用诸如微笑服务、振

奋精神等方式，“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保持自己的

工作状态”。此外，她们还要调动自己的意识、想象

力去调节自己的深层情感，以提供更好的照料。由

此，为做好一名照料工作者的本分，家政工也会通过

拟亲属化、移情等深层表演方式来进行情感劳动。
比如，俞姐的雇主是个不能自理的男性老人，她

在服务中采用拟亲属化的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尴尬情

绪:“做这个行业吧，这个活不要管 ( 雇主) 男女，只

要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必须从内心把他当作自己

家亲属一样，如果只看钱的方面的话只能做几个

月。”在老人大小便失禁或者擦洗私处时，她会在心

里对自己说，“这是我叔叔，这是我舅舅，就那么想可

以做得了一切，如果不能这么想那过不去”。在这个

过程中，家政公司培训的“百忍成金”的情感规则往

往会成为一种默认基础，与亲情化联想相结合，在被

问及难受时怎么安慰自己时，俞姐坚定地回答:

忍，百忍成金! 为了孩子忍，为了我自己之前对

老人的过错忍! 婆婆帮我带了第一个孩子，在做月

子的时候整整一个月没让我出屋，在我跟前怕我冷

怕我热又怕我落下病，现在我身上真没落下什么病。
我身材好不好? 这谁的功劳，就是我婆婆，她不仅告

诉我怎么躺，怎么保养身材，还经常给我捏骨盆，所

以我现在没有跟别的妇女似的胯坠下来，所以我现

在都惦记她。可是，我那个时候不懂事，一天也没照

顾过她，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后悔，尤其是现在照

顾男性老人一段时间，想起我爸爸( 俞姐的第二个孩

子主要是爸爸照顾的) ，感觉我有好多事没有做到位

似的，我做家政就是一边补偿我对这两个老人的亏

欠，无论老人怎么折腾，我就想着我欠老人的，而且

我有一天也会变成老人的，也需要别人的照顾。

在这段叙述里，俞姐调动自己切身的情感记忆，

唤醒自己对于父母公婆的亏欠感，巧妙地衔接公司

关于“忍耐”和“自我归咎”的职业情感规则。这种

亏欠感一方面来源于性别化的家庭伦理，照料子女

和老人是女性的天性和责任。除了传统侍奉公婆的

义务，近年来女儿尽“孝”也在一些农村地区成为一

种新的规范［22］。但是家政工常年外出打工，远离家

庭，未能照顾父母公婆，还将儿童照料的责任转移到

老人身上。在这种文化观念和生活现实的冲突下，

家政工形成了对家中老人的亏欠感。这种亏欠感被

挪用到对雇主的照料中，不是简单地将雇主想象成

自己的亲人，而是一种“泛化”的老人想象，将未尽

照料家中老人的责任视为一种宽泛而言的“妇道”
的失职和缺损，并进行自我谴责，从而对“雇主”的

照顾变成一个“补偿”的过程，合理化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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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的“忍耐”。
2． 任劳任怨

除了自身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外，应对与雇主

的分歧和矛盾，尤其是雇主直接表达的不满、责备以

及情绪发泄，是家政工与雇主关系的重要一环。一

般情况下，家政工倾向于维持雇佣关系，这就需要他

们调整自己的情绪，度过“危机”时刻。比如，在一

次门店的家政工座谈会上，两位家政工讨论起如何

与暴脾气的雇主相处:

A 阿姨: 遇到暴脾气，你不理他就行了，过一会

儿就过去了。
B 阿姨: 你不理他也不行，你绷着脸也不行，你

得笑，你不笑他怎么能放过你呢，有时候心里明明不

开心，特别生气，还得跟他笑，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

天天笑天天笑，心里就不是这样的。
A 阿姨: 人谁不会发脾气，咱们比较弱势，就受

着吧，你要是雇主的话，恐怕你也会有情绪，咱拿着

人家的工资呢，什么事都换位思考一下。
B 阿姨: 换位思考你永远都是个小丫头。
A 阿姨: 咱们本来就是丫头，拿着工资给人干活。
B 阿姨: 其实受惯气了，就不知道什么叫生气了。
A 阿姨采取“深层表演”的情感管理方式，面对

暴脾气的客户时强调消极的忽视、换位思考，承认自

己的弱势地位，也消极地接受付出工资的雇主施于

弱者的待遇; B 阿姨则主要依赖“浅层表演”的方式，

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弱势处境有强烈不满，但在表

面上却呈现出积极的笑容，以维持与雇主的良性互

动。除了展现笑容，在遇到客户生气时，一些家政工

也会利用自我贬低的策略，比如贬称自己是“猪脑

子”“死脑筋”来安抚雇主的情绪。比如育儿嫂曾姐

如此应对雇主对她的责难:

每当她生气时我就说，我就是这个死脑筋、猪脑

子，什么都不会干，你别生气，孩子还吃奶呢，生气了

影响身体。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宝妈骑着自行车，我

推着小推车，她到了我还没到，她当着那么多的人的

面就对我喊:“你能干个啥，什么你都干不好，什么脑

子啊你。”我当时不敢吭声，后来我还笑着说:“什么脑

子，我吧，就是个猪脑子。”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你说

推着婴儿车走多慢啊，她吼我一句，心里可不得劲了。

这些自我贬损的策略，正是在家政工接受雇佣

关系不平等的前提下，强化了商业化的情感逻辑。
家政工经常抱有“一切都是为了钱，为了钱什么都可

以忍着”的信念，有时候，他们也会结合亲属联想，

“在家里孩子、老公、婆婆等亲人还会对你生气，更何

况是客户”来忍受雇主的负面情绪和责难。
当与雇主的关系出现比较大的矛盾时，家政工

也会通过建构内心“道德优越感”来获得精神胜利，

完成“忍耐”，建立表面上的和谐相处。一些家政工

在心里默默地将对雇主的不满化为一种“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的因果福报论，认为雇主的行为“是在一天

天消磨他的福慧”，而自己的忍受“是在增长福慧”。
另一些家政工还借助公司传递的“素质”话语，将雇主

视为一个“有文化但没有素质的人”，而自己什么都可

以忍受，什么都可以接纳，是“一个高素质的人”，以使

自己内心的愤怒平静下来，获得心理的安慰和平衡。
( 二)“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 保持界限的艺术

1． 避免越界: 情感克制

家政工在私人家庭中提供家人般的照料，但其真

正的身份是一个虚拟家人［8］，这种虚拟性一方面体现

在之前所述的家政工经常需要调动表现积极的、服务

所需的情感，而掩饰乃至抑制一些会引起雇主不满、影
响雇佣关系的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虚拟性也体现在

家政工必须“不能不把自己当外人”，必须保持外人的

分寸感，在度的把握中维持合适的边界，不能喧宾夺主

地替代家人，发生越界。因此，即便是正面情感，家政工

也不能一味地投入，而是要恰当地抽离和压制。
很多家政工与被照料者朝夕相处、亲密互动，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和类似家人的感受，然而，这种真实

感受到的“家人之情”往往是不被允许的。俞姐已经

照顾现在的雇主两年，她自己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

在照顾雇主的过程中，她大量调动了对待亲人的情

感，与雇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访谈中，她表示心

里已经把雇主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我经常有一种想

要喊他们一声爹妈的感觉，但是后来我一下子就收起

了我的感情，话到嗓子里又咽了下去，心里想着，不

行，这还是雇主，如果我要是那么喊了，就越界了。”A 公

司不允许家政工跟雇主发展职业关系之外的私人感

情，这种身份界定制约着家政工的情感感受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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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公司要求家政工不能“越界”，雇主的行为

也提醒着家政工的界限。金姐在培训座谈会上回忆

起之前带的一个孩子:“孩子特别黏我，我和家人都处

得很好，可突然有一天我就被下户了，我问老师( 门店

管理员) 为什么，老师说是孩子她妈吃醋了。所以我

们还得保持一定的界限，让孩子回归他的家庭，毕竟

你迟早都得离开，孩子不属于你，而是属于他自己的

那个家庭。后来我也学会了，如果孩子爸妈回来了，

我就把孩子抱过去跟他们玩，给他们创造机会。”
如果说金姐的例子显示的是雇主希望的情感边

界，那么薛姐的例子则更多呈现了权力的边界。薛

姐刚入行当育儿嫂时，与雇主相处融洽，直呼其名，

对她照顾的孩子也倾注了真情，当作自己孩子来带，

但却不小心犯下了“错误”:

这个是 18 个月大的男孩，他那天特别调皮，就

是因为洗澡什么的，他妈妈的心情也不好，娘俩在卫

生间嚷，孩子就哭了。我就过去说，丽萍 ( 雇主) 你

别嚷孩子了，我说孩子老哭，哭坏了。( 雇主说) 你

出去! 我想虽然我是好心，而你就这么谴责我，我后

来就醒悟了，你干活时把这个家当成家，但是相处时

你永远别把雇主当成你的家人，永远把她当成你的

服务者对待她。我也不怪她，反而我怪自己，必须得

改正，我从来不怪别人，现在我一切事情都看开了，

她做什么、说什么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学者指出，育儿嫂在雇主家往往是扮演“影子

母亲”( shadow mothers) 的角色［23］［24］，她们所起的主

要作用在于，弥补母亲因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而导

致对儿童照料的不足，家政工只是充当真正的母亲

实践其母亲身份的合作者［25］。因此，有分寸的育儿

家政工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协助孩子的母亲进行

照料，而把孩子决策权交到母亲手上。然而，在实际

的照料过程中，这个边界并不好把控。当家政工投

入了真正的感情，“把孩子当自己的来带”，面对孩

子哭闹等行为很难无动于衷，尤其是当她认为雇主

的行为对孩子发展不利时，“提醒”雇主是出于为孩

子好，但这也意味着干涉了雇主的行为，引起了雇主

的不悦，用呵斥提醒她注意外人的身份，无权干涉自

己怎么带孩子。家政工需要从干活时“把雇主当家

人”的情感运作转换到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的方

式，压抑内心的自然情感，并调节身份转换( 或者说

“被排斥”) 的失落感，理性( 甚至麻木地) 接受雇主

立场的行事逻辑。
2． 主动划界: 维护雇主的面子

家政工作的特殊性在于雇主和家政工之间需要

建立一定的情感关系，很多情况下，雇主也会主动拉

近自己与住家家政工的关系，比如聊天、表达关心、
送礼物等。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这些举动往往杂糅

着雇主真挚的情感表达和激励家政工提供稳定可靠

服务的工具性目的［19］。以往研究指出，照料者和被

照料者的关系可以发展成友谊纽带和义务关系［26］。
这可能意味着如何在工作中对关系划界变成了照料

劳动者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否则要么会出现工作

时间挤占私人时间的情况，要么因为涉入了过多的

情感和私人关系而被视为不够专业。
对家政工而言，如何应对雇主拉近关系的举动

也是其处理与雇主关系的一部分，巧妙地主动划界

往往需要大量的情感劳动，这里的情感劳动最关键

的是在与雇主保持距离之时如何展现出合适的情感

状态以保持恰当的社会交往，维系雇主的面子。谈

及如何划清和雇主的关系，育儿嫂金姐强调“摆正自

己的位置，不要把自己不当外人，不要和客户走得太

近，不该说的不说”:

你要是不该说的话都和客户说了，你的饭碗也

快丢了，你要是拿她们当家里人，该说的你说了，不

该说的你说了，你都没有保护好自己，客户知道你家

中的一些情况，可能都不想用你了……所以几乎我

在家只跟孩子说话，其他人问一句我说一句，基本上

不和他们唠嗑，尽量避开和他们说话的机会。
金姐离异，谈论私人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件敏感

的事情，她尤其担心雇主得知她的婚姻状态后会被

解雇⑧。因此，金姐采取“控制主动说话，保持友好

回应”的策略来与雇主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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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和歧视。



除了言语交流之外，雇主的礼物也是家政工需

要谨慎处理的。礼物一定程度上将契约式的商业服

务关系转变为某种带着情感和道德意味的社会关

系。由于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礼物的载体、给
予的方式等不同，有些礼物会促进双方尊重互惠的

关系，而有一些则变成一种需要去应对的“人情负

担”，而应对的负担主要落在了家政工的身上。在访

谈中，一些家政工不愿意接受雇主赠送的任何礼物，

因为接受了雇主的礼物，就有可能“被绑得死死的”，

“想要离开也开不了口”，“总觉得欠人家的”，“心里

过意不去”。在一些家政工看来，接受礼物还有可能

会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样( 接受礼物) 让人瞧不起，好

像觉得谁给你个啥你就赶紧要，更降低咱的身份了”。
然而，拒绝雇主赠送的礼物时，家政工会一方面表达

出对雇主好意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编造善意的谎

言( 比如不合适、已经有了类似的物品) 来进行推脱，

以减少拒绝礼物对雇主面子的折损，破坏关系。
( 三) 人情规则与关系的变动

1． 卷入雇主家庭关系

尽管接受并维系自己的“外人”身份构成了家

政工在雇主家身份的基础，但是，在家庭中共同生活

的事实使得家政工的划界工作并非那么容易，家政

工难免会被卷入雇主家庭成员的关系里。比如，如

何应对雇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家政工作难

以回避的一环。A 公司的规定是不让家政工参与雇

主的私事，若是雇主家庭成员发生矛盾，强调家政工

不要去参与，这是家政公司的商业规则。但事实上，

不同雇主对她们有特定的期待，不一定和公司的要

求相一致; 而对于家政工来说，雇主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也会影响她们工作的环境乃至工作的开展，因

此往往还需要斡旋于家庭的不同个体之间。一些

“高情商”的家政工在雇主家庭成员有分歧的时候，

需要照顾好矛盾双方的感受，充当夫妻矛盾、婆媳矛

盾等家庭关系的调解员，借用一位育儿嫂的话来形

容，“说是说带孩子，其实你还要带宝妈宝爸，有时候

还要带爷爷、奶奶”。林姐分享了她的经历:

老太太跟儿媳妇有矛盾，然后把矛头转向了我，

老太太在买菜的时候跟我说媳妇的不是，媳妇和我

在一起的时候跟我说婆婆的不是。我不能说任何一

方不好，只能在媳妇面前说你婆婆对你挺好的，在婆

婆面前说你这个媳妇真不错，要是说任何一方不好，

我毕竟是个外人，还是要走的，最后的坏人还是我。
因为雇主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林姐需要进行

安抚性的情感劳动，倾听雇主家庭内部不同成员的

抱怨，并以在两边说“好话”的方式调节矛盾。如果

处理不好雇主家庭内部的关系，会影响家政工本人

与雇主的关系，甚至危及家政工本身的工作。
因此，对于大部分家政工来说，应对雇主家庭成

员间的矛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情感负担。面对

雇主家庭的矛盾，家政工会运用不同的应对方式。
在 A 公司的一次培训座谈会上，一个家政工提出:

“客户家有矛盾的时候，阿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

引起了在场家政工的热烈讨论，讨论的声音分为三

种。第一种“不做木头人”: “别人在大吵大闹的，你

还在屋里待着什么意见都不发表，一句不说的话感

觉就像是个隐形人似的，没有一点点感情，像个木头

人，站在咱们的角度至少要劝他们一下。”第二种

“坚持外人身份”: “我不管，吵得很凶我也不管，把

孩子看好就行，他们吵架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也

插不上嘴，他们正在气头上呢，你说他他怼你两句，

你说她她怼你两句，你还两边不讨好，更下不来台

阶，虽然我们是一个人，但是个外人，没有资格管。”

第三种“视情况而定”: “每个家里的情况不一样，所

以还得看情况。如果你对他们家很熟悉了，知道他

们吵架的原因了可以管。老两口的事情可以管，如

果是小年轻就不去管了，小年轻白天都不在家，晚上

回来吵架，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吵架的吗? 还有那种

要是真要打起来的，涉及生命危险的得管。”

第一种应对方式遵循一般性社会交往的规则，

“人之常情”，主动介入雇主家庭矛盾，但面临着越

界以及危害自己与雇主关系的风险。第二种应对方

式遵循公司规定的市场化的雇佣关系原则，“坚守边

界”，家政工本身往往要面临“良心上过不去”( 借用

一个受访者的原话) ，而且未必能够满足雇主的期

望。比如，A 公司曾发生过一起投诉，原因是家政工

在雇主吵架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第三种应对方式

最为灵活，可能在实际中也最为有效。得当的介入

有利于缓和雇主家庭矛盾，增进家政工与雇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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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并且给家政工带来价值感、亲密感、被需要

感等“积极的情感体验”［21］，然而，这事实上增加了

家政工的劳动，要求她们付出额外精力和情感来判

断并抉择其所认为合适的介入时间与方式。
2．“给面子”与人情关系的建立

在很多家政工的经历中，尤其是在同一雇主家

工作生活很久的家政工，有时会与雇主或者雇主家

里的某个家庭成员形成较好的互动以及相互信赖、
感激甚至依赖的情感，发展出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

私人关系。对家政工而言，在工作中收获情感回馈，

与雇主建立深厚的情感关系是其照料工作中的积极

情感体验，能够增强其职业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21］，

然而，这样的私人关系以及与之相伴的情感和道德

义务往往会衍生出更为复杂的情感劳动。比如，当

某个家庭成员对家政工的不当言行引发家政工强烈

不满时，与家政工关系较好的家庭成员往往会对家

政工动之以情，希望能“看在她 /他的面子上”予以

忍受，家政工往往会顾及劝说人的面子而克制自己

的不满，进一步拓展情感劳动的底线。
比如，从 B 公司签约的章姐曾被雇主及其丈夫

误会是小偷，被证明清白之后，雇主没有给她道歉，

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产生了

辞职的想法，但雇主婆婆跟她关系要好，一直劝章姐

“别跟两个小孩一般见识”，看在婆婆的面子上，章

姐决定等事情淡了以后再辞职，因为“当时拉不下脸

来说，辞职了也给人家弄得难看，觉得要给人家也留

点面子”。章姐基于对雇主婆婆的私人情谊，为了不

损害雇主一家的面子，在遭受心理伤害之后，仍然坚

持工作了两个月，另找别的原因辞了职。在中国社

会，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27］［28］，是私人关系

中的一个基本伦理。在章姐与雇主婆婆形成私人关

系之后，基于伦理的考量，通过“面子的维系”来践

行一个“朋友”的义务，受冤枉之后不予计较 ( 至少

不表露出) ，继续坚持工作来“给雇主婆婆面子”。
在一些情况下，家政工“给面子”的行为也会演

变成与利益相关的人情关系，这往往发生在雇主的要

求突破通常家政服务底线的情况下。家政工给雇主

家庭成员面子，使得家庭成员欠下了人情债，在家政

工开口需要帮忙时，雇主家庭也受制于人情的约束，

往往难以拒绝，从而帮助家政工获得此前无法触达的

经济和社会资源。比如，养老护理员蓝姐碰到过一个

“变态”的雇主，提到该雇主，蓝姐依旧情绪激动:

老太太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是一个很极端

的人，病了以后她就折磨人。为了挣钱，我什么屈辱

都得受。她精神不好的时候，不管是谁，都追着骂追

着打。在给她做康复训练或者洗澡的时候，你给她

一弄，她就打你、掐你，当时我的胳膊都是紫的，掐得

你哪儿都没好地。那老太太“变态”到什么程度，比

如说尿尿，我可以扶着你上厕所尿，也可以用尿壶接

着尿，但是她就不，她就要尿在床上，让你去洗。有

时候她也故意捣乱，说给她做的饭不好吃，不好吃就

给你摔了，让你重新做，就算这样，你还得赶紧给老

太太安抚，你有多少好话好词都没话说了。
蓝姐看在“钱多”( 每月八九千元) 的份上一直

忍着。但是有一次被老太太无缘无故打了一巴掌以

后，蓝姐积怨难忍，决定辞职。这时老太太的儿子就

来挽留她:“姐姐你看是我请的你，我们兄弟三个都

有管家，你要走了，我就丢人了。”蓝姐给了他面子留

了下来，并且策略性地从卖出的人情里获得了现实

的好处:

有一次我听到她儿子和别人谈话，说他有三个包

装厂需要绿化，面积挺大的，我就再忍忍，我要把这个

绿化拿下来。找着机会我就跟他说，张总你要是需要

绿化的话，我老公就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专业出

身的，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苗木，我也

可以指导，他说:“姐你说什么呢，只要大哥会，咱们一

家人，咱们还能找外人去。”我就美啊，赚了 18 万( 元)。
在蓝姐的例子里，她通过突破“忍耐底线”，付

出额外的情感劳动与雇主建立了人情关系，最后为

自己和家人获得生意机会和经济利益。这是嵌入在

雇主—家政工人情关系 ( 而非雇佣关系) 伦理基础

上对情感劳动的策略性使用，而雇佣双方悬殊的阶

层地位是这种策略性情感劳动运作的前提。家政工

付出“超常”的情感劳动，与更高阶层的雇主建立人

情关系，以获得原本无法触达的社会资源。
六、结论与讨论

处理与雇主的关系，是家政工工作中的基础，但

往往又不被视为正式工作的一部分。本文通过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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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和参与观察，探讨了住家家政工在处理与雇主关

系中复杂而隐形的情感劳动，并分析了商业化的家政

机构如何界定雇主—家政工关系、形塑家政工的情感

规则并影响家政工的情感劳动实践。本文指出，大型

家政公司强调家政工作为服务者的外人身份，要求家

政工形成以“忍耐”为基础的情感规则，并辅以“自我

归咎”和“心怀感恩”来加以合理化。在上户过程中，

家政工在处理与雇主的关系方面可以概括为“干活时

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把雇主当家

人”要求保持积极良好、任劳任怨的工作状态，并调动

起对待家人般的真情实意来完成以照料为主的工作;

而“把自己当外人”则是雇主—家政工关系的底色，家

政工关系的划界工作既包含了被动划界时的情感克

制，也包含主动划界的面子维系。然而，与雇主共同

生活使得家政工往往难以避免卷入雇主家庭关系中，

并发展出与雇主家庭成员的私人关系，人情原则往往

纳入家政工处理与雇主关系的考量中。
本研究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呼应并拓展了以往研

究关于雇主和家政工关系的论述: 当代的雇主与家

政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市场雇佣关系，但工作性质

与内容却使得家政工作为“虚拟家人”进入雇主家

庭，家政工需要在付出情感与控制情感之间徘徊以

扮演好“虚拟家人”的角色［5］［8］。本研究指出，以大型

家政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化力量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家

政工的“娘家”，通过培训、情感疏导和认同培养等

方式将商业化的关系界定和情感规则进行渗透，以

此推动以雇佣式的“外人”关系构成当代雇主—家

政工关系的基础，并引导家政工在此基础上将“家

人”情感进行工具化的使用，以完成工作的需要。因

此，“把自己当外人”表明了家政工的身份定位，而

“把雇主当家人”则体现了亲密情感的工具化⑨。
这种市场定义的雇主—家政工关系在家政工上

户的实践中面临着多重张力，这与家政服务是在私

人家庭中进行、高度卷入私人生活的特点分不开。

这些张力首先体现为家政工在工作时投入“家人”
情感和相处时保持“外人”身份之间具有矛盾性，共

同生活与家政服务的混融也使得“干活”和“相处”
之间的区分具有模糊性。其次，不同雇主家庭乃至

同一家庭不同成员对于与家政工关系的认知可能存

在差异，私人生活作为工作场所使得基本的人情逻

辑隐形在场 ( 比如在家政工拒绝礼物时用“善意的

谎言”避免雇主难堪) ，有些雇主家庭成员并不完全

遵循市场化的关系界定，对与家政工的关系有更多

私人化关系的期待等，这也使得关系处理变得更为

复杂不确定。此外，长期的相处和亲密的接触使得

市场化的雇佣关系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向私人关系转

变，这可能会给家政工带来一些情感回馈和现实好

处，但这种私人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双方社会地位高

度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家政工需要付出额外甚至“超

常”( 超越商业化情感规则) 的情感劳动来换取对方

所提供的物质、社会和情感资源。
随着中国家政市场的发展升级，大型家政公司所

引领的“专业化”“正规化”举措将很有可能进一步推

广，甚至成为行业规范，这其中包括了雇主—家政工

之间的关系界定和商业化的职业情感规则。这些情

感规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越界”带来的冲突和矛盾，

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雇主和家政工之间形成更为

平等尊重的关系。正如许多关注服务业尤其是涉及

身体和情感劳动的服务业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服务者

和顾客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变动性，在雇佣关系的基

础上服务者与顾客之间有可能建立和发展出超越市

场交换关系的更为长期、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的可

能性，这些关系有利于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有利于服

务者获得更多的尊重、认可和价值感［13］［21］。如何在身

体和情感劳动服务领域，特别是家政领域发展出有

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及形成这些社会关系的社会条

件又是什么，仍需大量的耕耘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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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市场化、职业化力量的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我们观察到的 A、B 两家家政公司的异同略见端倪。作为正规化程

度较低的小型中介，B 公司也强调家政工的隐忍，但是与 A 公司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刻意去强调私人关系的划界，而更

多依赖家政工自身的关系处理方式。总体而言，我们访谈的 A 公司的家政工更偏职业化，更容易发生公司规则与人情

规则的冲突，更容易感受到家人和外人身份的割裂感，而 B 公司的家政工和私签的家政工更倾向于用社会规则与客户

相处，有更多自然情感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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