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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2016年女性农民工（本文简称女工）占农民工总人

数的 34.5%[1]。2017年，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 34.4%
[2]。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奇迹离不开农民工的贡

献。然而，农民工仍处于社会最底层。作为农民工

中的女性群体，女工兼具女性和农民工身份，她们在

社会中的被边缘化程度更为严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处于被压迫的状态，

她们的真实感受和价值被忽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中国女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可以说，对女性的尊重、关注和潜能的挖

掘，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高的标志之一。虽

然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女工群

体在就业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与男性农民

工同工不同酬；非正规就业渠道隐患；被忽视的职业

安全等。这些问题使她们的权益保障缺失，从而处

于城市生存的弱势地位 [3，4]。女工是她们在城市里

的身份。此外，她们还是母亲、女儿、妻子等多重身

份的集合体。在处理工作与家庭关系的问题上，她

们付出得更多，承担的责任更复杂。然而，很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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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研究女性农民工身份的形成，来探讨影响女性农民工的工作表现与心理体验的内部机制。方

法：用叙事方法访谈25名女工，并对访谈材料进行主题分析。结果：家庭环境、在老家的经历、之前的打工经历和传

统文化共同内化形成女工当前身份的核心，即身份标准。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对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规范始终贯穿

于女工的身份形成过程，并不断深化和巩固，成为核心的、处于主导地位的身份标准。当身份标准的意义与工作环

境意义一致时，她们认同组织，并产生正面情绪；反之，她们对工作采取反抗，或者顺从与认命的态度，并产生负面情

绪。结论：女工的身份形成主要源于对传统文化的被动接受，家庭责任是最重要的身份标准。其工作表现及心理体

验是身份标准与工作环境之间意义比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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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ident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at affects the work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Methods:
Twenty-fiv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ere interviewed with narrative inquiry; and thematic analysis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Original family condition, hometown experiences, previous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were internalized together to form the core of the current identity, that is, identity standard. Especially in the traditional cul⁃
ture, the norms of women’s role in the family run through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women workers’identity and were con⁃
stantly deepened and consolidated, becoming the core and dominant identity standard. When the meaning of identity stan⁃
dard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work environment, they identif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generate positive
emo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y adopted resistance, or a submissive and resigned attitude to their work, meanwhile produced
negative emotions. Conclusion: The form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identities is mainly imposed by traditional cul⁃
tur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s the most salient standard of the identity. Their work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may due to meaning comparison between identity standard and 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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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倾听她们内心的声音，去了解在当下的社会环境

中，她们的幸福感和工作态度、行为的内在机制。因

此，本文以身份形成及其对工作表现与心理体验的

影响作为切入点，帮助管理者深入了解女工；形成有

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以提升她们的工作幸福感和工

作表现。此外，对身份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不合理的

文化和政策所引发的问题,探索个人遭遇的社会和

文化根源 [5]。对于研究社会热点问题，譬如女工被

边缘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无论是对农

民工应有地位和权益的尊重，还是对女性权利和作

用的认同，研究女工的身份形成都有深远的社会与

现实意义。同时，对学术界和管理实务关于女工的

认识也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管理启示。

1 文献回顾

1.1 当前关于女工的研究现状

当前对中国女工的研究很多，大部分是围绕健

康状况、生存现状、就业环境、权益保障、自我发展、

城市融入、婚姻质量等方面 [3，4，6-8]。近年来，有关女

工身份的研究受到关注。以社会和情景为研究视

角，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换，女工表现出既有城市

认同又有乡村认同，城市认同以生活环境认同为主，

乡村认同以内在的归属感、安全感为主，对乡村的认

同高于对城市的认同[9]。在探索女工身份建构机制

问题上，Cao和Li通过研究女工在网上群体中的身

份建构，揭示了包括分享经验以打破沉默、非政府组

织的主导作用和设定界限以表明身份的身份建构基

本机制。虽然女工将其作为“机器”的组织环境赋予

的身份内化，但更希望塑造“正派工人”的身份 [1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女工的身份变化过程，有学者对

女工的个人叙事进行了研究。刘霞研究女工的日常

生活叙事发现，从农村到城市，她们经历了各种形式

的转变，其中隐藏了她们的主体觉醒和自我身份的

转变。她们以城市本地工人为镜，对自己打工者身

份的不认同，导致了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 [6]。性别

身份认同、阶级身份认同和族群身份认同共同构成

了女工的多重身份认同[11]。

综上所述，对女工的研究较少涉及其工作表现、

心理问题等内部机制。因此，本文以叙事身份为研

究透镜，深度梳理女工的人生故事，从她们的叙事中

构建女工身份形成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身份形成

的内部机制对她们的工作表现和心理体验的影响。

1.2 叙事研究

本研究结合了叙事研究的两个传统，即不仅集

中于个体的生活故事，而且关注叙事中产生的意义

以及形成这些叙事的社会条件和权力关系[12]。而叙

事可理解为具有清晰时间顺序的故事，能作为我们

谈论世界、生活和自我的载体。它不是简单地表达

某种独立的、个体的现实，而是有助于在叙述者与其

所处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构建现实。从心理与行为

的关系出发，Mattingly 和 Garror 提出，叙事在包含

思想感觉的内心世界和可观察行为与事态的外部世

界间起作用[13]。叙事者使用他们文化中可利用的公

共叙事来形成他们的生活叙事[14]。此外，叙事还能

引导研究者理解人类身份与生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

复杂性。它所反映的多层次内容，使研究者能了解

多维的、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意义层，通过连接这些

层次来重构意义，理解和探索更多的个人和社会过

程[13]。这意味着叙事能有效地阐明人们的经历及其

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过程。

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具有多重身

份。个体所建构的生活叙事是了解其身份的重要途

经[15]。当把个体的身份和叙事联系起来时，还能折

射出个体所属群体的特定文化和历史[16]。身份在与

社会环境有关的心理体验中形成[17]，是作为连接个

体主观性和外部社会环境的概念[18]，几乎能与所有

组织现象联系起来，并能将现有较零散的理论和研

究整合起来，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现有理论[19]。叙

事身份作为身份理论的一个子理论，是连接身份和

个人叙事的桥梁。不同个体的“叙事身份”，使他们

在其所处的文化中具有意义，将他们的过去、现在和

预期的未来统一起来[20]。

1.3 叙事身份

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是内化了的、发展

中的自我故事，人们通过构建它来理解他们生活的

意义。20世纪80年代，当时行为与社会科学和人文

科学开始用叙事方法研究自我。在Erickson的自我

身份（ego identity）概念和Murray的人格学方法生命

研究的基础上，McAdams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叙事

身份概念，其主要集中在生活故事的内容和结构这

两个维度上 [21]。叙事身份为Erikson提出的主要身

份问题，包括：我是谁？我是如何变成这样的？我的

生活将走向何处？提供了答案[22]。在叙事身份的发

展方面，其出现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初期[15]。直到

青春期，人们才能建立起具有因果一致性的生活故

事（早期经历如何导致后来事件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和主题连贯（完整的生活主题和趋势）[23]。随着时间

的推移，在与他人的反复互动中，这些有关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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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被处理、编辑、重新解释、重述，并受到一系列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使叙事者最终形成更广泛、更完

整的叙事身份。其被定位于一个广泛整合的框架

内，来概念化人的自我[24]。

叙事身份重建了个人的过去经历，同时展望未

来，为个人生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目的性和

意义。通过意义创造（sensemaking），人们超越了个

人的故事情节和事件细节，来表达他们相信自己的

故事回答了他们是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叙事

者从故事所传达的情节信息中得出关于自我的语义

结论[21]。因此，通过叙事身份对女工人生故事的内

容、结构进行深度剖析，并构建女工身份形成的理论

框架是可行的。

1.4 身份标准

在Burke 和 Stets提出的包含身份标准、感知到

的环境中的意义、比较机制和个体的行为四个中心

要素的模型中[25]，身份标准（identity standard）概念第

一次出现，并且作为这个模型的核心要素发挥作

用。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每一个身份包含

了一套意义，这些意义定义了身份的特征，这套意义

就是身份标准。简言之，身份标准就是身份的自我

意义。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多重身份，每一个身份都

有对应的身份标准来定义其身份特征。这一整套意

义存储在回忆中[25]，与个体理解的外部环境中的意

义进行互动。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身份标

准引导个体努力实现身份，并用来衡量个体所理解

的外部意义与自我意义是否一致。身份标准的意义

与外部意义一致时，即实现了身份验证（identity-
verification），而身份验证的成功与否会影响个体的

情绪。因此，身份标准是在所感知的环境中要达到

或实现的目标；它使身份同时具有评估、动机和情绪

的功能[18]。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环境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走访了位于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X、Y
和Z（均为化名）。X是广东江门的大型民营家具企

业。Y是广州花都区某私人制衣厂。Z是广东中山

某日资厂，主要制造和销售汽车零配件。受访女工

（均用化名）受访时的相关信息如表1所示。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对共计 25名女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的指

导语内容主要是：人的生活可以看成一本书，由不同

的章节组成。您过去的生活经历也是一本书，它可

以包括这几章：第一章是您外出打工前在老家的生

活；第二章是您进入这家工厂前的打工经历；第三章

是您在这家工厂的各种经历和体验。您能否从老家

的生活谈起？在访谈的尾声会询问对方未来的计划

与打算。

表1 受访者信息

对访谈录音逐字转录，整理成文本材料。采用

Nvivo11软件对材料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
sis），以描述和理解人们在特定的研究背景下的感

受、想法和行为 [26]。因此，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概括

为：（1）仔细、连贯地阅读所有的访谈材料，并对其进

行编码；（2）提取出各受访者材料中相似或同类的主

题，对比原始文本数据，将各个主题归入对应的、更

抽象的主题，直至所有主题都不能再归类为止；（3）
根据材料内容确定各主要主题之间的结构与关系；

（4）构建理论模型，并不断对照原始数据进行检查和

修正[27，28]。

3 结 果

通过对被访者人生叙事材料编码，由抽象到具

体，整理出一级主题、二级主题和三级主题。见

女工

阿琼

阿翠

小平

阿艳

阿菊

阿志

大英

阿珊

阿娜

阿花

阿凤

小丽

大平

阿吉

阿莉

阿娣

阿慧

阿湘

阿霞

小英

大丽

阿昭

阿妹

阿然

阿妤

出生
年份
1990
1991
1993
1984
1995
1988
1987
1996
1992
1993
1988
1993
1986
1996
1989
1983
1983
1988
1989
1994
1980
1983
1991
1991
1991

婚姻
状况
已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工作
单位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江门某民营企业

花都某私人制衣厂

花都某私人制衣厂

花都某私人制衣厂

花都某私人制衣厂

花都某私人制衣厂

花都某私人制衣厂

中山某日资企业

中山某日资企业

在企业
工作时间
八个月

一年

三个月

三年

一个月

两年

一年

两年

三个月

一年

三年

一年

两年

六个月

五个月

三个月

两年

两年

三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年

三年

户籍地

云南曲靖

云南临沧

四川

云南文山

云南

广西

广西百色

重庆南川

重庆南川

云南曲靖

广西梧州

云南曲靖

广西贺州

四川

河南南阳

广东阳山

云南曲靖

广东茂名

广东韶关

湖南

云南楚雄

广东韶关

广东罗定

四川德阳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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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级主题
早年经历

当前的身份

外在表现

一级主题

之前的打工经历

传统文化

当前身份与工作场所的互动

二级主题

家庭环境

在老家的经历

当前的身份标准

工作态度与行为

情绪

二级主题

超负荷工作、适应现实、能力展现、榜样

孝顺父母、婚姻与孩子

身份标准与工作环境意义一致、不一致

三级主题

小康、温饱、贫困与生活压力

家贫辍学、被欺凌、自我意识觉醒、无忧无虑

家庭责任、个人价值、个人福祉

认同、反抗、顺从与认命

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家庭环境和在老家的经历共同塑造女工的身

份。家境贫困的女工经历了家贫辍学、被欺凌，对于

家庭的生存压力，她们的感知更加强烈，她们把生存

和赚钱摆在第一位，并且更为刻苦耐劳。比如，用小

草来形容自己，觉得自己过日子不坚强不努力就会

像小草一样被人踩踏，从而培养了坚忍不拔的品

格。而家境较好的女工，生存压力较小，更在意自己

的心理感受。一位从小家境小康的女工，从小培养

了正面的自我概念，由此对自我价值特别看重。

子主题

小康

温饱

贫困与生活压力

引文举例

在村里我家算可以，算中等。村里有些男的都有用手机了，我爸也买了一个手机给我了。那时候好多男的
都没用，只有出去打工的男的用，都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些…在农村里面嘛，我去上街、赶集啊，反正那两年
就是给你六、七十块，还算可以的。

家里的话就还行，因为哥哥姐姐都出来工作了。父母跟爷爷奶奶的话就在家里种田，还可以吧。

还行吧，不算富裕，就勉勉强强，毕竟爸妈是种田的，也没什么钱，但是哥哥他们也很早就出来打工了，有时
候就拿点钱回来帮补一下咯。

我们家里就是村里最穷的，我奶奶又是残疾，我爸爸爱喝酒。那时候都靠我妈种田种地。

因为我家里很穷，我爸爸有三个女儿，我是最大的。

表2 主题全览

表3 家庭环境

表4 在老家的经历

子主题

家贫辍学

被欺凌

自我意识觉醒

无忧无虑

引文举例

家里穷，我又是大的，下面还有个弟，我们那里一般大的就读到初中，最好的了。

那时候读初中要去镇上读，买自行车，伙食费那些都成问题，因为我爸没有出来工作，那时我妈一个月只有
五、六百，做保姆。不是读不下去，而是家庭压力。

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很穷，我爷爷和奶奶，村里的人老是欺负她，有一次放牛，还打了他。

以前在家里，要盖房子，我们要盖房子，我就不想读书，因为读不进去，我爸就打我，我也不想读。

那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觉得很歧视，就觉得我们这些读书少的人不应该跟读书好的人在一起。

（在老家的生活) 挺开心的，没什么压力，读完书就回来干干活，没什么压力，有空就和其他小朋友出去玩，
或者去爬爬山、放放风筝。

小时候啊，因为家里是在农村的，家里就种田啊，就帮家里干活，有时候就跟同学出去玩啊…相比现在工作
之后呢，那段（在老家的）时间是挺开心的，因为无忧无虑的，不用想很多事情。

3.1 早年经历

3.1.1 家庭环境 表3是女工对于原生家庭环境的

叙述。女工原生家庭环境形成了她们对自我以及所

处环境的最原始的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女工身份

形成的基础。

家庭环境对女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的多样

化程度上。家庭环境处于小康状态的女工需求更加

多样化，除了赚钱、谋生，还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自我

提升；而处于温饱和贫困与生活压力环境中的女工

需求则比较单一，更多地聚焦于生存问题和赚钱上。

3.1.2 在老家的经历 在老家的经历与家庭环境

两者紧密联系，相互缠绕，给女工留下了深刻的心理

烙印，成为她们对自我认识的一部分。相关子主题

和引文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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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题

超负荷工作

适应现实

能力展现

榜样

引文举例

那时候就是八点钟上班，十二点钟下班，然后休息一个钟就又上班，然后五点半下班又休息一个钟又上班，一直
上到十二点啊，好像那些机器人一样。

那时候刚开始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嘛，以前也没做过这些，觉得打工也不会辛苦到哪里去，但是做过之后就觉得
好累，有时候又经常加班，好几次都好想哭了。

天天上班还是会很累，但是你说像我们这样文化又没有的人出来打一份工做什么都是很累的。

等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你会发现你会习惯的，因为每一份工作都有可能面对这样一个工作时期的…一开
始的话会，就是你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想不到这种情况嘛，感觉这间公司就好像在压榨我们，可是慢慢地你
发现换了几份工作它还是那个状态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每间公司它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

就你说卖衣服吧，一个月要奖励，奖励一百还是两百什么的，卖衣服有奖励过，在酒店也是优秀员工…不管摆地
摊啊做生意这些，公司就是靠你去推销是吧，不是自我感觉好，而是周边的人对我的评价。

有两个人，就是我在酒店工作的那个老板，还有我卖服装那里的女的，也是老板，经营这些东西。卖服装那个老
板也没有读很多书，不认识什么字，但她开了个服装连锁店，各方面那些我感觉都是挺不错的，就敬佩这两个。

就是带我们出来，在饲料厂那个，他也是很年轻，20多岁就出来打工了，但是现在在那个厂已经是主管，他也没
多少文化的，他在那里做了十多年，也做到主管还是可以的。

子主题
孝顺父母

婚姻与孩子

引文举例

我们现在外来工在厂里打工的话主要都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寄给家里的爸爸妈妈。
因为跟家里人的话都是报喜不报忧啊，很少会说这家工厂多么多么差，因为他们会担心啊，所以的话就会挑它
好的地方说啰。
不回（老家）啦，因为老公家在这边啊。

规划啊？因为现在结婚了，所以就计划生孩子嘛。生完孩子后就在家带孩子啊，不出来工作了，就这样啊。

就是我老公在Y，两个人分开不合适，他在老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只有跟着他。

3.2 之前的打工经历

除了家庭环境和在老家的经历内化为身份的一

部分，之前的打工经历作为她们人生叙事中重要的

一部分，帮助她们更进一步地认识自我，以及自身和

工作环境的关系。如表5所示。

表5 之前的打工经历

表6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女工身上主要体现为孝顺父母和关

注婚姻、孩子。孝顺父母几乎体现在所有受访女工

的叙事中。大部分女工的打工动机是为了让家里人

过得好一些。她们为了家庭而坚持与牺牲，很少考

虑自身的感受。未婚女工为了原生家庭，已婚女工

则是为了父母和自己的小家庭。传统文化对这些女

工的动机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3.4 当前的身份

在早年经历、之前的打工经历和传统文化的共

同作用下，女工的自我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发

展。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对其身份意义的认识得到

增强和修改，并最终形成她们身份的核心内容，即身

份标准。作为定义身份特征的一整套意义，身份标

准是个体用来评估其与外部环境能否达到意义一致

的工具，是能否实现身份验证的衡量标准。对于女

工来说，身份标准是她们心里的“一杆秤”，是她们评

价自身与工作间关系的准则。表7总结了女工的身

份标准。

她们的身份标准是以家庭责任为主，个人价值

和个人福祉为辅。相对于在家庭中的角色，她们对

个人价值和个人福祉的追求处于次要地位。大部分

女工的身份和她们的家庭角色捆绑在一起，因此她

们将家庭责任看得高于一切。此外，也有女工积极

挖掘家庭责任之外的个人价值。比如，女工阿琼由

之前的打工经历让女工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五味杂陈。面对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低工资、频繁加

班这样的外部环境，那些条件相对较好、更多关注自

我感受的女工想到换工作来改变当前的工作状态，

但大部分最终只能屈服于现实。而那些家境贫困的

女工选择坚持，她们明白对于工作要有现实的期

望。由于生活压力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后者对工

作负荷的耐受力更强。此外，之前的打工经历中遇

见的榜样，也让女工形成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可

能的奋斗目标。

3.3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用于女工身份形成的整个过程，从

农村到城市，她们始终受到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行

为规范和期望的影响。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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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能跟丈夫分开而来到Y厂工作，但是她还是很 在意工作能否体现个人价值。

子主题
家庭责任

个人价值

个人福祉

引文举例
以前反正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什么，想怎么做都可以。工作少赚一点也行，现在就不行了，要为家里考虑。

我感觉跟我以前的工作，以前的工作是靠你去推销，这里是靠你的力气去干活，跟我以前的生活是两种概念。

刚开始就觉得出来工作不管多累的活只要努力干就肯定没有错的，现在的话，经济也发展起来就不这么想
了。现在主要的话就是休息，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把身体弄垮，就这样的区别吧。

我们打磨有很多灰尘，但是这里有水淋机啊。别的家具厂就没有那个分机和水淋机，很黑的…家具厂都很累
的但这里还可以，星期天都有的休息。我以前那个没有星期天。

表7 当前的身份标准

身份标准
家庭责任

个人价值

个人福祉

互动的结果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不一致

引文举例

两个人一起做的话，家具厂有点苦有点脏，但是两个人一起做的话还是能赚到点钱的。

但是为了这个（生活）好一点又会失去很多东西，就像小孩的话又照顾不到。

还不是每天晚上加班加的那么晚，工资跟一般的相差很多。
当我来的时候我还不是很会裱嘛，然后我把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做完，我就想我这个裱不会，我想
再学一下。现在慢慢地，也做了两年了嘛，接近了，我就感觉这个过的还挺开心的，我自己都感觉
我自己过的很开心。
以前的工作是靠你去推销，这里是靠你的力气去干活，跟我以前的生活是两种概念…是太大的变
化了，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就是你每个月完成你的任务，超出就可以，在这里完全就是来看看有什
么东西，有多少货要做，累得要死，两种概念。

我们打磨有很多灰尘，但是这里有水淋机啊。别的家具厂就没有那个分机和水淋机，很黑的。…
家具厂都很累的但这里还可以，星期天都有的休息。我以前那个没有星期天。

反正厂区什么水啊、电啊，都很方便嘛。

以前有一次工作得太累了，把身体都弄垮了，然后搞得自己身体很差，上不了班只能在家里休息，
那时候就想着不要弄垮自己的身体咯。

因为它（工厂）给的工资又低，干的活又多，工作又辛苦，所以它很压榨啊，然后环境又差。

3.6 外在表现

根据访谈材料发现，身份标准的意义与工作场

所的意义一致时，身份获得验证，女工表现出对组织

的认同和正面情绪；否则，将激发起女工相对负面的

反应（反抗或顺从与认命）和情绪。

3.6.1 工作态度与行为 表9显示了在身份验证和

不验证的情况下，女工对组织或工作环境做出的反

应。

认同，即对外部环境意义的理解与主要身份标

准一致，因此能够接受组织和工作环境。反抗是在

身份验证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身份标准，不向外界

环境妥协。顺从与认命是身份验证过程中，接受外

部环境强加于自身的角色期待，改变原有的身份标

准。由于家庭责任，大多数的女工采取顺从与认命

的工作态度与行为。面对繁重的工作，女工们有过

反抗，但是即使换了工作之后这种状态也并没有改

变，因此她们只能接受现实。“打工十几年了，什么都

可以接受了”。这一感悟正是被环境同化的结果。

重视个人价值的女工，尽管也要承担家庭责任，但反

抗意识更加强烈。反抗、顺从与认命和女工所拥有

表8 当前身份与工作场所的互动

3.5 当前身份与工作场所的互动

女工当前身份与工作场所的互动，促成身份标

准与对工作中意义理解之间的比较。比较的结果，

当身份标准与对环境意义的理解一致时，身份得到

验证。当身份标准与对环境意义的理解不一致时，

两者产生落差。表8所呈现的当前身份与工作场所

的互动与表7的身份标准依次对应。

生存压力大的女工，特别看重工作收入。当工

作收入有利于改善家庭生活时，对工作环境意义的

评价与家庭责任的身份标准相吻合，身份得到验证；

如果收入和付出不对等，或因与家人分离无法履行

家庭角色时，家庭责任这一身份标准就不能得到验

证。同理，那些生存压力较小的女工，相对重视个人

价值的实现。在工作中自我提升、学习到了新的技

能，则身份获得验证。反之，当个人价值无法在工作

中实现，这方面的身份标准则不获验证。女工的个

人福祉主要体现在身体健康上。工作环境是否保护

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关系到这方面的身份标准能否

得到验证。这些自我验证的结果进一步影响她们的

情绪、工作态度和行为等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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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资源有关。对于家庭环境小康的女工来说，

经济压力没有那么紧迫。除了赚钱，她们也看重自

己的心理诉求。当心理诉求无法在当前的工作中得

到满足时，她们更多地采取反抗的态度和行为来捍

卫自己的身份标准。而对于那些家境困难的女工，

由于有限的个人资源，她们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养

家糊口，她们无力去改变现实，只能顺从与认命。

子主题

正面情绪

负面情绪

引文举例

我就感觉这个过的还挺开心的，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过的很开心。

家具都是木的，搬木板什么的肯定辛苦，但是看到工资，就算辛苦也值得。

那时候刚开始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嘛，以前也没做过这些，觉得打工也不会辛苦到哪里去，但是做过之后就觉
得好累，有时候又经常加班，好几次都好想哭了。

很累的话心情当然就不好啊,有时候会觉得很烦的，因为上班都上一整天了,还要加班,简直就是想要人命。

有时候我也想发怒一下啊，可是也没办法啊，是吧。这些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啊。（心情）肯定不好啊，肯定想
早点回去休息啊，可是没办法啊。如果这么多工作压下来的话肯定心情会不好的。

表10 情绪

3.7 小结

3.7.1 内化与女工的身份形成 内化（internaliza⁃
tion）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提出，后

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人作为

能动的主体，通过与社会环境互动，将外部信息转化

为自我的内部信息。在不断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过程中，主体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并在

头脑中以观念的方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认知结

构。对于女工来说，家庭环境、在老家的经历、之前

的打工经历和传统文化将她们与外部世界联系起

来，共同构成其自我意义的来源，使她们对自己的身

份特征展开了由浅入深的认识，最终形成了她们当

前身份的核心，即身份标准。

3.7.2 女工工作表现和幸福感的形成机制 当前

的身份与工作场所的互动主要是身份标准的意义与

对工作环境意义理解的比较与评估，以判断是否实

现自我验证。由于人们都有验证和确保自我意义一

致性的动机[26]，因此内外意义的互动结果可分为意

义一致和意义不一致。

当女工对工作环境所给予意义的理解与她们身

份标准的意义一致时，即实现了身份验证。当前的

工作能够实现她们的身份标准，因此在工作中表现

为认同的态度与行为，以及正面情绪。

当女工对工作环境所给予意义的理解与她们身

份标准的意义不一致时，由于身份标准是她们关于

自我的一系列定义，是对她们当前身份特征的定义，

因此，她们的外在表现体现为反抗、顺从与认命的工

作态度和行为，以及负面情绪。而工作态度和行为

的差异又和女工拥有的个人资源有关，对于期望打

工养家糊口的女工，当前身份中的家庭责任身份标

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自身知识、技能的缺乏

使她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只能顺从与认命。对

于家庭环境较好的女工，养家的压力相对较小，而更

为强调实现个人价值。面对意义不一致的情况时，

子主题
认同

反抗

顺从与认命

引文举例
我去过很多家公司，但是我对Y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老公其实想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我情愿放弃他那份工作继
续留在Y。

（规定）要穿的，只是我那个工衣坏了，我就找个借口不穿了…在这里我都是在这里乱混一下，明年我就不来了。

（用牛形容打工后的自己) 任劳任怨啊，比较能吃苦啊，就安安分分做好事情啊这咯。心态啊，就不会像年轻的
时候那么冲动，就是说学会慢慢的接收很多东西，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觉得什么不对的就一味去否定它，现在
的话会比较客观地去看待这些事情。

哎，都打工十几年了，什么都可以接受啦，不会像以前那么天真了，只有做到的才是自己的。

但是有时候你又不得不做，尤其是现在家庭里面什么东西都要用到钱，所以只能忍忍就过了。

因为我觉得还累好累你还要我上班，会有点不是很想做了，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了，想想也只能跟着一起做了。

表9 工作态度与行为

3.6.2 情绪 身份验证的结果还影响到女工们的

情绪。

当身份标准与对环境意义的理解一致时，即实

现身份验证时，女工的叙事中表现出正面情绪，比如

尽管累但是工资可观、工作让我开心等。当身份标

准与对环境意义的理解不一致时，即身份不验证时，

女工则表现出消极情绪，比如压抑、烦躁、不开心、想

哭、发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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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态度和行为带有更多的反抗色彩。

基于访谈材料得出女工身份形成与影响效应的

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早年经历

之前打工经历 内化 当前的身份 与工作场所的互动 互动的结果 外在表现 工作态度与

一致/不一致 行为情绪

传统文化

图1 女工身份形成与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

4 讨 论

4.1 理论贡献

4.1.1 本研究对前人研究的深化 过往对女工的

研究，比较缺乏对女工内在自我和外在表现的系统

探索。本文以叙事身份为研究透镜，深入了解女工

的人生故事，将她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

将社会、文化、组织、个体等不同层级的因素整合起

来，从中构建女工身份发展的理论模型，并探讨其对

工作表现和心理体验的影响。通过梳理女工内在机

制与外在表现关系的来龙去脉，来深化前人对女工

的研究。

4.1.2 女工身份形成的主要特征 Marcia将身份状

态（identity status）分成探索(exploration)和承诺（com⁃
mitment）两个维度，加以交叉得出达成（achieve⁃
ment，高探索和高承诺）、过早认定（foreclosure，高承

诺和低探索）、迟疑（moratorium，高探索和低承诺）和

涣散（diffusion，低探索和低承诺）四种身份发展状态
[22]。本研究中的大部分样本对应过早认定的身份状

态，她们更多地受到习惯（habitus）和传统文化的影

响，而对其他可能自我探索得较少，对于当前身份的

承诺水平高。因此，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身份

倾向于动态构建 [5]，而女工更多的还是受传统文化

的塑造，其身份在家庭环境、在老家的经历、之前打

工经历和传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研究发现，

大部分女工的身份并未经过充分地探索，而是过早

地闭合。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女工来说，她们的身

份是社会和传统强加的，而不是由她们自己探索、尝

试和选择的。

4.1.3 女工的多重身份与家庭责任 女工身份标

准的特点是：以家庭责任为主，个人价值和个人福祉

为辅。这主要是因为身份的突出性（salience）差异

使女工的身份标准具有高、低层次分布的等级结构，

这种等级结构与多重身份紧密相连。个体同时处在

多个社会网络中，因此拥有很多身份；哪种身份容易

被激活取决于它的突出程度。人们更希望验证对他

们更为重要的身份。某种情况下如果多个身份被激

活，那些重要性或承诺水平更高的身份会更多地指

导个体的行为。多个身份通过它们所嵌入的控制系

统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形成整体感知控制

系统。整体感知控制系统由一组在多层次上紧密连

接的单独控制系统组成 [25]。在等级控制系统（The
Hierarchical Control System）中，高层次身份的身份

标准压倒了低层次身份的身份标准。以本研究为

例，女工既有工人身份也有家庭中的身份，并且家庭

中的身份所处的层次更高；绝大部分的女工将家庭

责任作为她们主要的身份标准，个人福祉和个人价

值都要服从家庭责任这一高层次准则。因此，女工

们可以为了家庭责任而牺牲其个人价值或福祉。

4.2 实践启示

由于大部分女工对身份没有进行充分的探索，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职业培训和工作轮换等措施，使

她们在工作中认识自己的潜能和发展空间，进一步

提高和改善她们的自我认知。传统性、教育和技能

有限使她们为自己营造了“玻璃天花板”，应该鼓励

她们冲破限制，同时提供必要的支持，这对于组织和

社会都是有益的。此外，由于女工普遍对家庭有很

强的责任感，帮助她们改善家庭-工作平衡也是留

住女工、提升其工作幸福感很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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