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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亨廷顿关于社会身份的分类模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
统计方法，通过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等对
城市新移民十分重要的五种社会认同类别，探索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
构。结果表明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
构，具体表现为：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
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认
同的倾向；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
同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认同的倾向。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打
算与其采纳本地节日的状况和他们对子女的期望之间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社会认同

城市新移民

结构方程模型

一、前

言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社会认同”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塔菲尔和
特纳提出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
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
值基础”（Tajfel & Turner，1986）；劳伦斯和贝利提出社会认同是
“这样一些关系，诸如家庭纽带、个人社交圈、同业团体成员资格、
阶层忠诚、社会地位等”
（张乃和，2004）
；张春兴认为社会认同是“个
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一致”
（张春兴，1993：27-8）；
而王春光则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
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王春光，2001）。显然，
这些理解都是发生在个体对自我社会身份/特性（social identity）
的回答当中。根据布鲁巴克对身份所做的分析，身份并不是或可能是
一种人们可以宣称他们拥有的东西，因此，身份本身不是真实的，从
这层意思来看，身份不是，也不可能导致人们去行动，而是他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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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原因和目的来构建和实践身份（Brubaker & Cooper，2000；
Brubaker，2004：28-63）
。由于“identity”和“identification”
都是名词，都很容易被具体化，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探讨它们，
而不是人为地把它们作为相互排斥的选项（Jenkins，2008：14-5）
。
在 具体 讨论 时， Jenkins 采用 了动 名词 式的 和开 放式 的“ 认同 ”
（ identification ） 一 词 来 代 替 “ 身 份 ”（ identity ） 进 行 讨 论
（ Jenkins， 2008 ：9 ）。本 研究 沿续 了这 一分 析逻 辑， 认为 任何
“identity”都需要以“identification”的形式来促使人们产生行
动。所以，在本研究中，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指个
体对其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的主观确认。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现实中的主体来说，他有着许多社会身
份来源。社会学家亨廷顿将人们的社会身份/特性分成了 6 类：（1）
归属性的，例如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血统民族属性和人种
属性等；
（2）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从生活方式界定的民族属性、
语言、国籍、宗教和文明等；
（3）疆域性的，如所在街区、村庄、城
镇、省份、国别、地理区域、州和半球等；（4）政治性的，如集团、
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运动、事业、党派、意识形态和国家；
（5）经济性的，如职务、职业、工作单位、雇主、产业、经济部门、
工会和阶级；
（6）社会性的，如友人、俱乐部、同事、同仁、休闲团
体及社会地位等（亨廷顿，2005：25）。从中可以看出，个体的社会
认同应从多维度的社会身份认同来理解，对移民社会认同的理解也不
应该例外。
根据亨廷顿的分类，已有国内外移民社会认同研究却呈现出视野
简单化的倾向。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开
始，作为既有别于原有社会的居民也不可能等同于本地居民的外来移
民，文化性身份的转换就为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主要议题，后来的大
多数移民认同研究也都沿袭了这一思路。在我们将“移民”和“社会
认同”作为关键词，并将搜索目标放在所有领域的文献资料中时，发
现最终选择出来的外文文献基本上都是关于国际移民文化性身份和
归属性身份的研究，这一结果与 Loretta（1999）的发现不谋而合；
中文文献基本聚焦于城乡移民（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人-农民这一
归属性身份及城市居留意愿方面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移民来
说，社会身份并不能简化为文化性身份或归属性身份。正如人们批评
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模型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化为“文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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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样，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容也是复杂的，仅用文化认同或用某一
种社会身份的转换来代替移民的整个社会认同转换问题都是狭隘的。
Brown（2000）在评论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时也指出，社会认同具
有多样性的维度，仅考虑一种维度的认同是不够的，它应作为重要的
社会心理机制而被关注，对社会认同概念的拓展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之一。本研究则希望在亨廷顿的理论架构基础上，关注移民的多维度
社会身份认同现象。
一直以来，移民对新社会身份的完全认同都被作为衡量其社会适
应的重要标志；新近的一些研究开始挑战这一观点，指出某些社会经
济地位较高的移民可能会出现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Kim & Hurh，
1984：18；刘玉照，2004）。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构建或潜
在假设之上，几乎还没有研究将移民社会认同的关系问题作为直接的
研究主题，至今我们仍不清楚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本研究试图
通过上海城市新移民的调查数据，根据亨廷顿的分类方法，通过结构
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来探索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张文宏主持的《城市新移民研究》课题，
调查工作从 2007 年 4 月初开始，到 5 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
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
本次调查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来抽取新移民的样本（赵
延东，2007）。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
出合理的推论，通过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法获得了 1150 份样本的联
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 885 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
问，拒访率为 23.1%。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经过对数据的逻辑检验，
又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 1/3 的问卷，
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600
份（张文宏、雷开春，2008）。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根据亨廷顿的分类，社会身份可以分为归属性身份、文化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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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性身份、政治性身份、经济性身份以及社会性身份（亨廷顿，2005：
25）。我们分别以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和地位
认同来考察除政治性身份外的 5 种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结构。
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fication），即文化身份认同，是对
“我应该采用哪一种文化模式”的回答。正如许多国际移民研究所证
实的那样，所有刚到美国的人都面临适应的挑战，包括新的语言、习
俗、法律及生活方式；移民儿童及青少年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我
们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接受英语和主流价值观需要放弃太多以前
的传统和自我感（Lewis，2000）
。无论文化差异是否明显，文化认同
的转换问题都是每个移民首先需要重新回答的社会身份问题，这可能
是当代关于移民文化认同研究最为丰富的原因。文化认同体现在穿戴
的服装、吃的食物、交往的人群、坚持的价值观以及用来适应新文化
与当地人的策略等方面（Ward et al.，2001）。从国内的南北文化差
异，到国际的东西文化差异，或许文化差异程度有所不同，但每一位
移民都能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他们必须应对新的文化社会压
力和标准，他们必须理解新社会环境，决定怎样和/或是否融合到当
地文化中（Markus & Kitayama，1991；Markus，Kitayama & Heiman，
1996）。当前，在文化适应上存在着“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
种模型，前者强调外来移民对迁入地文化的吸收，后者则强调外来移
民对原住地文化的保留。我们认为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正如罗伯托·苏
罗（Robert Suro）所说，对于大多数成长在拉丁美洲的新近移民来
说，他们会感觉自己相当适应美国的文化，同时也感到无需放弃他们
的“拉丁情结”（Suro，1998：71；麦格，2007：358），也就是说，
新近移民可以不必在两种文化之间做选择，他们可以更加自由而成功
地穿梭于其间。金（Kim & Hurh，1984：18）将这种文化适应称为“和
而不同”型移民适应类型，即“非零合型适应”。这似乎暗示文化认
同作为移民社会认同标志的唯一性受到了挑战。
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
，即群体身份认同，是对“我
归属于哪个群体”的回答。一个族群的边界主要是社会边界（Barth，
1969：14，转自巫达 2004），文化边界并不等于族群边界。由于缺乏
明确的外部边界和客观边界，血缘关系上的集体信念是判断移民的族
群认同的主要标志（Jenkins，1997；Levine，1997）
，而“语言、宗
教信仰、种族、文化特质、历史的共享感以及与族群紧密联系的符号
都会增强和加固这种主观的归属感”
（De Vos，1995），大多数国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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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研究强调的是“族”性，而对“群”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也很难将
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区分开来。有时候，族群认同也是一种社会制度
安排的结果。例如，巴勃罗·比拉的研究表明，美籍墨西哥人为融入
美国社会，比照了美国的盎格鲁人以及边境对面的墨西哥人后确定了
自己是谁，而当局巡逻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行为客观上在做美籍墨
西哥人自己主观上已做了的事：跟墨西哥同胞划清界限，另建构一个
居美墨西哥人的社会认同，因而国家权力本身就参与了族群认同的建
构过程（比拉，2000）。因此，文化认同并不是族群认同的前提，文
化认同与群体认同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移民的社会认同。由于各族群
可以轻而易举地迁移但又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联系，作为移民整合的
结果，许多人现在都有多种群体从属关系以及更复杂的族群认同
（Castles & Miller，1993），“群体身份的面貌已不再是熟悉的人类
学上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群体不再以地域组成的方式紧密联
结，在空间上不再受限，在历史上不再连续，在文化上也不再同质”
（Appadurai，1991：191-192），换句话说，移民可以不认同迁入地
文化，却在群体上认同为本地身份，外地-本地群体认同是反映移民
社会认同的重要内容（唐斌，2002；唐利平，2005）
。
地域认同（region identification）
，即地域身份认同，是为“我
将归属在哪里”的问题提供答案（Paasi，2003），指群体与固定地区
之间关系的自我认同（Paasi，2001）。在某种程度上，地域认同是对
地域成为制度化过程的一种解释，是一个各种领域边界、象征和制度
形成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引起并受到谈论/习惯/仪式的限制，从而
形成边界、象征和制度习惯（Paasi，2001）。在地理学中，地域认同
经常被表述为对某个地方的感觉和归属（Millard & Christensen，
2004）
，因此地域认同对人们有重要意义。Relph 认为，当前对地域（地
方）认同的观点可解释为社会建构和过程（Paasi，2002）
。地域认同
叙述不可避免地表达了“力量布局（power geometries）”
（Massey，
1993），社会行动者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那些具有制度性地域身份的
本地居民，就是力量布局中的优势群体。例如对我国劳动力移民在城
市-乡村归属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性和模糊性的诸多探讨（文军，
2001；唐斌，2002；覃明兴，2005），以及关于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城市归属感、未来认同和社区认同等具体问题的分析（胡兆量，1997；
王汉生等，1997；李强，2003；米庆成，2004；王毅杰，2005），均
以“城市是优越的，农民对城市有较高的认同”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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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这直接体现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优越性。近年来，有人开始关
注区域性制度分割问题，认为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城市社会保障是
偏向本地市民的，对外来人口，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外来市民”，在
保障获取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张展新，2007）。这一研究提示我们，
外来移民可能并不是盲目认同城市，而是指向某一特定地城市/地域
的。因此，地域认同应反映移民对特定城市/地域的认同状况。
地位认同（SES identification），即社会经济地位身份认同，
是对“我的社会经济地位归属于哪一个阶层”的回答。尽管许多学者
都着眼于客观分层的研究和讨论，但社会分层研究的创始者们，如马
克思和韦伯等从一开始就指出社会分层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它与
人们的主观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工人阶级对
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有了充分的觉悟后，才会从“自在阶级”
转 化 为 “ 自 为 阶 级 ”， 这 是 一 种 主 观 的 “ 阶 级 意 识 ”（ class
consciousness）
，这种阶级意识概念的基础是强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直
接、尖锐的利益冲突的阶级分析理论（马克思，1972/1852：159；中
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而受
韦伯多维分层思想影响的学者们则更愿意将这种主观意识称为一种
是“阶层意识”（stata consciousness），即一种居于一定社会阶层
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
识、评价和感受，阶层意识的基础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可
以建立在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之上
（Jackman et al.，1973：569；刘欣，2001）
。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
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反映的是“个
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所处位置的感知”（Jackman et al.，1973：
569）
，它构成了阶层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
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因此，主观阶层认同（本
文简称地位认同）是移民选择离开或留下的内在标准。从新古典经济
理论、新移民经济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移民
动因的理解，到移民网络理论、制度理论、连锁动因理论和移民系统
理论对持续出现的移民现象的理解（Massey et al.，1993），我们可
以看到移民现象反映的是人们对改善社会经济地位所做的努力。国际
移民地位研究大多站在族群分层的视角来考察移民的客观社会地位，
认为大多数移民处在底层的从属地位，少部分移民处于低于等级制度
上层支配群体的中间地位（麦格，2007：36-44）
；我国城乡移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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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也受到了强烈关注，尽管有人曾提出“底层精英”的概念（李
强，2002），但较为一致的观点还是认为他们在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
移民的这种客观地位现状似乎与移民迁移的最初动机相违背：移民的
社会地位并非都得到了提高。作为移民社会认同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认同则能更直接地反映移民迁移的现象。
职业认同（career identification）
，即职业身份认同，是对“所
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的回答。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新移民还是老移
民，移民的职业转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的职业倾向，移民倾向于
从事自己相对熟悉的职业。例如第一次美国移民浪潮中的爱尔兰人大
部分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主要集中于铁路建设和运河开凿，在大
的码头当搬运工，在城市扩建的各种建设项目里工作，而女性则主要
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大部分德国人则是零售商、生产工人、小店主或
专业人员，只有一小部分是没有技能的劳工；大部分波兰人、意大利
人以及东欧犹太人则在第二次美国移民浪潮中成为了最底层劳工（麦
格，2007：129-135）。尽管职业种类未曾有很大的变化，但工作机遇
不同却是大部分移民对迁移美国原因的一致回答（Saad，1995）。移
民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也因迁移而发生变化，这种职业认同的转
换能更深入地反映职业决定长期迁移的动因。在国内城乡移民（尤其
是农民工）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与国际移民相似的职业倾向。实
际上，无论移民们迁移后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真正决定他们决定继续
生活下去的原因来自职业认同。所以，职业认同也是反映移民社会认
同的重要标志。
（三）变量测量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真实情况，本研究采取
了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两种方式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进行具体
测量。
文化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本地文化身份认同。已有相当多的文
献（如 Rogler, Cortes & Malgady，
1991；Cuellar，Arnold & Maldonado，
1995）表明行为上的变化与文化适应相关；然而，文化适应的认知指
标验证起来比较困难（Bhugra, et al.，1999）。原因在于，当我们
考察群体间交往引起的变化时，认知和行为改变并不总是同时发生
的。因此，文化认同很难直接测量，已有研究中未见对文化认同的具
体测量指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会影响其社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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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从而指导移民们的行为，如他们穿戴的服装、吃的食物、交往的
人群、坚持的价值观等，因此某些行为更可能伴随文化认同的产生而
①
发生。本研究设计了 4 项间接测量本地文化认同的指标： ①学习语
言，指主动学习本地语言的状况，操作化为“您能讲上海话吗？”，
分为“能讲”、“能讲一些”和“不能讲”三种程度，分别赋值 3、2、
1；②熟悉风俗，操作化为“您是否熟悉本地特有的风俗习惯”
，分为
“很熟悉”、
“大部分熟悉”
、
“熟悉一些”和“几乎不熟悉”四种程度，
分别赋值为 4、3、2、1；③接受价值，即“在日常生活中，您会按本
地风俗习惯办事的程度”，分为“完全遵守”、“仅仅与本地人交往时
才遵守”、
“不知道”和“从不遵守”四种程度，分别赋值为 4、3、2、
1；④采纳节日，操作化为“您和家人会过本地人的节日吗”，分为“全
部过”、
“偶然过”和“几乎不过”三种程度，分别赋值为 3、2、1。
地域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未来地域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的概念
来自于国际移民研究，尽管国内移民研究基本上没有在此概念的框架
下进行过研究，但却直接对地域认同的具体方面进行过探讨。地域认
同也是一项很难直接测量的变量，本研究采用了 3 项间接测量指标：
①子女期望，操作化为“您希望子女在上海发展吗”
，分为“非常想”、
“比较想”、
“无所谓”、“不太想”和“最好不留在上海”5 种程度，
分别赋值为 5、4、3、2、1；②定居打算，具体操作化为“您未来在
上海生活工作的打算是什么”，分为“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暂
时不考虑”和“3-5 年以后再到其他地方”三种打算，分别赋值为 3、
2 和 1；③置房意愿，分为“已购房产”、
“3-5 年内会考虑买房”、
“没
有考虑过买房问题”和“不打算在本地买房”四种意愿，分别赋值为
4、3、2、1。
群体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的认同。族群身
份认同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而族群身份认同的构成
要素就不尽相同。Fishbein（1965）认为据称族群（身份）认同由三
个综合要素组成：认知要素、情感要素和行为要素。认知和情感要素
可以被看作是认同的心理学成分，而行为要素则反应了认同的社会学
成分（London & Chazan，1990）
。对认同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行为
层面，如参与社区活动、对与族群社区有关的组织和慈善团体的贡献
以及对宗教传统的遵守（如 Chrisman，1981；Petrissans，1991；
①

最初的测量指标还包括“邀请本地人做客”和“家里常用语言”，因不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而
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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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er，1996；Wertheimer，1997）。许多该领域内的学者得到了这
样的结论（如 London & Chazan，1990；Horowitz，1998），虽然行为
要素的确是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并不是认同的全部，如果没有
对相应的态度和看法进行研究，仅仅是行为层面的数据并不能刻画认
同的全貌。Rotheram & phinney（1987）提出，族群认同应包括四个
要素，族群知觉（ethnic awareness）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族群和其他
族群的了解，包括与族群有关的知识、主要属性、特征、历史、习俗
和与其他族群间的差异等。以这些认知为基础，个体才能正确地辨识
和 标 记 出 自 己 所 属 的 族 群 。 自 我 的 族 群 身 份 认 同 （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是指个体以自己属于某一族群的知觉和概念
为基础，习得正确而一致的族群标记；族群态度（ethnic attitudes）
是指个体回应本族群和他族群意识的方式，它可能是正向积极的，也
可能是负向消极的；族群行为（ethnic behaviors）是指个体在对本
族群认知的前提下，其行为是否与本族群的要求相符（转自祁进玉，
2006）。显然，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群体
差异最为显著。在学术意义上，所谓的“本地人”，主要是指社区的
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他们主要是解放前来自浙江和江苏的迁移人
员，1958 年户籍制度建立后，这些迁移者获得了上海户口和作为上海
人的身份。作为社区的第一代定居者，几十年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而如今的“外地人”更多的是指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乡城迁移人口。相对“本地人”来说，他们无疑是外来者，
不同的生活习惯、日常行为、语言和来源地往往使他们在共同居住中
产生矛盾和分歧（赵晔琴，2007）。本研究采用的是移民的主观群体
概念及其区分。具体操作化为“你认为自己属于：1)上海人；2)新上
海人；3)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4)外地人；5)不清楚五种选项。其
中，前四项分别赋值 4、3、2、1，第五项赋值 2。
地位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综合社会地位认同。关于地位认同的
测量已有相当规范的测量方式，具体操作化为“您个人的综合经济地
位在上海大体属于哪个层次”：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
中下层；5）下层；9）说不清。其中，前五项分别赋值为 5、4、3、2、
1，选择第六项者不进入分析。
职业认同：指城市新移民对当前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连续变
量，间接测量。研究从“薪水”、“福利待遇”、“单位/公司内的升迁
机会”、
“工作自主性”、
“对以后发展的帮助”、
“工作量”、
“公司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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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与设施”、
“与同事的关系”、
“与老板/上司”的关系、
“与下属的
关系”、
“职业的社会声望”以及“工作地点与住址的距离”等 12 项
指标来测量其职业认同。每项指标均分为“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不很满意”和“很不满意”5 种程度，分别赋值为 5、4、
3、2、1。由于有的指标可能不符合城市新移民的实际情况，如他们
可能没有下属，也就不存在“与下属的关系”这一指标，因此分别附
加了“不好说/不适用”选项，以期更准确地反映城市新移民的职业
认同情况。具体计算过程为：首先将适合的指标得分相加，得到满意
总分；然后计算适用项目数，最后将满意总分除以适用项目数得到平
均职业认同分。最后，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也将分布于 1-5 之间的平
均职业认同值转化为了一个 0-100 之间的标准分值。分值越高，表示
城市新移民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四）研究框架
时间或地点的客观变化，会使人们面临多重认同选择冲突即认同
问题（Brewer，1999；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移民也不例
外。当人们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
地区，伴随着物理空间的迁移，他们面临着居住空间、职业机会、生
活方式以及社会地位等能被直接觉察的具体社会现实的变化，但这并
不代表他们也会自然地实现社会认同的转换，迅速地形成新的社会认
同。实际上许多移民在迁入许多年后仍然将自己的社会认同指向原住
地社会，这种社会归属的现实错位问题会促使移民不断思考自我的社
会归属问题。换句话说，移民并未面临社会认同缺乏的问题，而是面
临社会认同的转换选择问题。移民对自我社会身份的追问，其目的在
于获得对身份“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
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
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
（钱超英，2000）
。
显然，个人“过去”的经验与印象会集结成一种文化心理倾向，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
之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王明珂，2001）。而移民
对原住地的社会认同也会以社会记忆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且以文化模
式集中体现出来，文化认同更多体现的是移民对原住地的情感依恋。
职业是移民最可能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理性选择的部分，依附于职业上
的情感依恋相对较少，因此职业是人们理性考虑下最容易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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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区域间分割模式（张展新，2007）表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发达地区总能为人们提供更加良好的竞争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
因此许多移民都希望通过地域变化带来职业成功，从而提升自己的社
会地位。本地人-外地人身份，则兼具了文化记忆和地缘性的两重特
点。本研究从与现实情境联系更紧密、更易受现实改变的职业认同为
以起点，指向与原生情感联系更紧密、更易保留原生记忆的文化认同。
由于社会认同服务于自我统一性的要求，移民的社会认同之间不
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在理想的状况下，当城市新移民完全融入迁移
地社会后，他们的文化身份、群体身份、地域身份、地位身份和职业
身份之间会达到完全一致性认同状态。社会中的行动者会通过终身不
懈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以求缔造其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原理，一般认为因子间的相关，在有合理解
释的情况下，容许自由估计（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9）。
因此，我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进行了全模型关系假设（见
图 1）
。
文化认同

群体认同

地域认同

地位认同

职业认同

图 1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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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是内生变量，为了减少估计偏差，我们
采用 AMOS 7.0 结构方程模型统计软件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关系
模型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其基本过程是：根据基本模型与样本数据的
拟合程度对模型进行修正，然后对修正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得到一个
相对最佳的模型，这就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 MG（产生模型）分析方法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2）
。
由于模型修正后，必须评价修正后的模型解是否恰当，这就需要
两个样本数据。因此我们将原来的大样本数据进行随机拆分，用一半
的数据建立模型和修正模型，再用另一半对模型进行交互确认，这样
可避免最后所得到的模型过于依赖样本数据。经过随机拆分有效数
①
据，得到两个样本 1（n=248）和样本 2（n=255）
。 将样本 1 用于拟
合和修正，样本 2 进行模型验证。在模型拟合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大
似然法（ML，maximum likelihood）进行参数估计。
（一）模型建构
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因子）的关系，建立测量
模型。在本研究中，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两个变量为潜变量，分别对
应 F1 和 F2，其测量模型见图 2 和图 3。由于观察变量所隐含的因子
本身没有单位，不设定单位无法计算，可以采用固定方差或固定负荷
两种方法，其中后者是最常用的方法（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
29）。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文化认同的四项观测变量中，
“熟悉风
俗”的负荷值最大（f=.826），因此将“熟悉风俗”的负荷固定为 1；
而地域认同三项观测变量的负荷值差不多，但“定居打算”的负荷值
相对最大（f=.785）
，因此将“定居打算”的负荷固定为 1（见图 2 和
图 3）
。

①

在结构方程分析中，关于样本的容量存在不同的争议，例如 Bentler（1989）建议 N：t>5：1，
即被试要有自由参数的 5 倍以上，Nunnally（1967）认为就因子分析而言，被试人数是变量的
10 倍；而 Boomsma（1982）则建议样本容量最少大于 100，但大于 200 更好。而侯杰泰等人在
综合了相关研究后认为，大多数模型需要至少 100 到 200 个被试（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200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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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节日

学习语言

熟悉风俗

接受价值
1

e6

e7

1

1

1

定居打算

子女期望

置房意愿

1
F2

F1

1

1
e5

e9

图 2 移民文化认同的测量模型

图 3 移民地域认同的测量模型

一般认为因子间的相关，在有合理解释下，可以容许自由估计，
但对于指标的误差间的相关除有特殊理由外，不能随意容许自由估计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9）。在本研究中，首先容许城
市新移民社会认同之间的影响关系全部自由估计，而不容许指标的误
差相关，于是得到城市新移民的结构方程模型假设，见图 4。
①
由于自由度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自
由度大于 0，则是非饱和模型，为过度估计（overidentified）
；自由
度等于 0，则是饱和模型，刚好能估计（just-identified）；自由度
小于 0，则是过饱和模型，不能有效估计（underidentified）
（刘军、
富萍萍，2007）
。从总体模型上来看，整体自度度大于 0（10 ×（10+1）
/2-29=26）
，是可识别的。其次，从局部模型来看，由于 F1 和 F2 对
应的观测变量分别为 4 个和 3 个，因此结构模型不会存在“内部”借
用自由度的问题（刘军、富萍萍，2007：270）。因此整个模型是可识
别的。

①

e8

所谓自由度，就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合理地估计。自由度的计算方法是：方差—协方差矩阵中
有效参数的个数减去需要估计的参数个数，就是自由度。需要估计的参数越多，自由度便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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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认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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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语言

e11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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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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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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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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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打算

1

1

F2

职业认同

（二）模型拟合
图 4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结构方程全模型假设
一般来说，绝对拟合检验（CMIN）置信度 p 值大于.05，调整后
的拟合指数 AGFI、塔克-刘易斯指数（TLI）大于.9，且近似均方根误
差（RMSEA）小于.05 时，模型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郭志刚，1999：350-4；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55-161；刘军、富萍萍，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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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样本 1 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模型未通过绝对拟合检验
（CMIN=55.611，df=28，p<.05），塔克-刘易斯指数（TLI=.897）和
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63）均未达拟合测量标准，只有调整后的
拟合指数（AGFI=.922）达到了拟合标准（见表 1），因此我们需要对
模型进行修正。
首先，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自由参数对应的 t 值小于 2，则认为
该自由参数不显著，应从模型中剔除，重新拟合模型（侯杰泰、温忠
麟、成子娟，2004：229）
。从样本 1 模拟后的参数检验的结果来看，
职业认同对 F2 的影响（t=-1.091，p>.05），地位认同对群体认同的
影响（t=-1.395，p>.05）
，地位认同对 F1 的影响（t=.746，p>.05），
以及职业认同对 F1 的影响（t=1.133，p>.05），均不显著，我们将这
几项影响路径进行了剔除。
然后，模型的修改需要参考结构方程分析软件输出的模型修正指
数和残差矩阵。模型中某个受限制的参数，若容许自由估计，模型会
因此而改良，整个模型的卡方减少的数值，称为此参数的修正指数
（MI，modification index），因此，我们需要首先考虑修正的是 MI
最大或较大者。由于修改模型时，原则上每次只修改一个参数，每次
修改一个固定路径，变为自由估计后，需重新计算所有固定路径的 MI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7）。我们选择 MI>6.63 作为路
①
径可改为自由的准则 。从样本 1 重新模拟后的参数检验的结果来看，
“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的残差相关的 MI=10.719，“子女期望”
以及“定居打算”的残差相关的 MI=11.358，是所有 MI 中最大的，因
此，我们考虑“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以及“子女期望”与“定
居打算”的残差之间的相关。由于模型的拟合不能单纯只看拟合指数
是否符合要求，还要考虑路径参数估计在理论上是否合理、有实质意
义（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8）。从理论上来看，“定居
打算”与“采纳节日”残差的相关（共享残差），表明定居打算越倾
向于迁入地的城市新移民，也更愿意采纳本地节日，我们可以从社会
融入的角度来理解，对于那些社会融入高的城市新移民来说，他们更
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迁入地社会，可能体现为长期定居的打算和采纳
节日的倾向；“子女期望”与“定居打算”的共享残差，表明越希望
子女在迁入发展的城市新移民，同时也希望自己在迁入地长期生活下
①

因为 df=1，若取

α =.05， χ 2 =3.84 为显著，若取 α =.01， χ 2 =6.63 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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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可能与父母希望子女留在身边的传统文化相关，因此增加“定
居打算”与“采纳节日”以及“子女期望”与“定居打算”的残差之
间的相关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增加这两项修正后，样本 1 的模型修正结果显示，模型通
过绝对拟合检验（CMIN=38.586，df=30，p>.05）
，调整后的拟合指数
（AGFI=.945），塔克-刘易斯指数（TLI=.970）和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034）均达拟合测量标准（见表 1），MI 均小于 6.63，且所
有参数值估计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修正后的模型为能拟合数据的最简
模型。
（三）模型验证
我们采用样本 2 对样本 1 的修正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模型
通过绝对拟合检验（CMIN=40.996，df=30，p>.05），调整后的拟合指
数（AGFI=.943），塔克-刘易斯指数（TLI=.960）和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038）均达拟合测量标准（见表 1）
，说明样本 2 能较好地验
证样本 1 的修正模型，即我们可以接受样本 1 的修正模型。
表 1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指标
样本 1
参数

样本 2
修正前

修正后

CMIN

P<.05

p>.05

p>.05

AGFI

.922

.945

.943

TLI

.897

.970

.960

RMSEA

.063

.034

.038

n

248

255

根据样本 1 的修正模型，我们确定了城市新移民的结构方程模型
（见图 5）。由于变量的测量单位不同，为了清楚地看到各变量之间的
关系，图中标出的是各观测变量、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及统计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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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
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具体表现为：
职 业 认 同 与 地 位 认 同 和 群 体 认 同 的 路 径 系 数 分 别 为 .297
（p<0.001）和.125（p<0.05），表明职业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倾
向于更高的地位认同，且更可能认同为本地人群体；地位认同对 F2
的路径系数为.383（p<0.001），表明地位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其
地域认同程度越高；F2 对 F1 和群体认同的路径系数分别为.247
（p<0.01）和.479（p<0.001），表明地域认同程度越高的城市新移民，
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更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群体认同对 F1 的
路径系数为.312（p<0.001），说明越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的城市新
移民，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由于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
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与
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且均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职业认同对 F1 和 F2 的影响不显著，地位认同对群体认同和 F1
的影响也不显著，表明职业认同对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没有直接影响
作用，地位认同对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没有直接影响作用。这些结
果表明，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
体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认同的倾向。
此外，从图 5 中还可以看出，群体认同比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的
影响作用更大（.312>.247），地域认同比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
作用更大（.479>.125），这表明群体认同比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
响作用更大，地域认同比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这一
结果表明那些在群体认同上更倾向于本地人身份的外来移民比那些
仅仅认同迁入地城市的人，更可能认同本地文化；认同迁入地城市的
人又比那些仅拥有满意职业的人，更可能认同本地人群体身份。“定
居打算”与“采纳节日”和“子女期望”的残差的相关系数分别为.215
（p<0.01）和.227（p<0.001），且相关程度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
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打算分别与其采纳本地节日和子女发展期望显著
正相关，即越倾向于定居于迁入地的城市新移民，其采纳本地节日的
程度也更高，且越愿意子女未来在迁入地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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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结构方程模型

四、解释与讨论
在移民的原住地社会里，社会归属相对稳定和明确，社会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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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小，许多社会身份不容易为人所觉察。然而，伴随物理空间的迁
移，移民们都将面临社会身份/特性的重新确认问题，可能伴随着认
同危机和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移民需要在原住地与迁入地社会
之间不断建构和调整自己的社会身份，以确立积极的社会归属感和确
定的社会自我。移民外在社会认同与内在社会认同的差异得到了许多
学者的关注，由于行动者身份的多样性以及行动者与环境联系的复杂
性，移民的社会认同会呈现出多样性。然而，人们的社会身份不会是
完全孤立的，按照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概念：每个个体作为能
动的行动者，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都在缔造自身独特的“多元
一体”的完整生命。“多元”是指每个行动者身上的多元社会身份，
这些多元的社会身份又以行动者的肉身（及其延伸）作为具体表征，
成就其独特的完整生命（方文，2008）。已有移民社会认同研究大多
关注某一社会认同（如群体认同或文化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但
几乎没有对社会认同内在关系的探讨。本研究通过构建城市新移民社
会认同的结构模型，发现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
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着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存在着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地位认同
与地域认同，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与文化认同
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第一，我们需要理解职业身份认同为何对地位身份和群体身份认
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满意的职业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获得
心理优势的内在条件。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是正
常心理功能的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地应对世界，我们需要自我感觉良
好，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就会离开他们的群体或想办
法实现积极区分（Hornsey，2008：4）。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作为
外来者，他们的初始群体社会地位并不高，为了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
（心理优势），职业成功是他们最可能采用的方式。在本研究中，无
论是社会地位身份认同还是外地人-本地人群体身份认同，都体现出
了移民寻求更高心理优势的倾向，换句话说，职业身份认同承载的是
城市新移民提高自身心理优势的需要。那么，职业认同何以能承载城
市新移民的地位身份和群体身份的期待呢？事实上，主观的职业满意
度与客观的职业现状是分不开的，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生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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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客观职业现状是人们获得主观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已成为一种关于社会地位的社会共识。从本研究对职业认同的操作
化测量中可以看出，高职业认同反映的是城市新移民在总体上对现有
职业的现状（包括“薪水”
、
“福利待遇”、
“单位/公司内的升迁机会”
等重要指标）有较高的满意度。这种满意感主要经由社会比较来获得。
根据社会身份论，与参照群体的社会比较过程是人们获得职业满意度
（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新移民可以比较
的参照群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那些未迁移或迁移到其他地区/城
市的原住地居民；第二类是迁入地社会中的本地居民；第三类是与他
们自己一样的外来移民。显然，为了获得更加满意的社会认同，人们
会选择更加合适的比较对象。尽管外来移民并未在客观上表现出比本
地居民拥有更好的职业，但与第一类群体以及与第三类中的农民工相
比，他们的确可能显示职业上的优势（李春玲，2006）。这种通过社
会比较获得的相对优势是城市新移民获得高地位身份认同和本地人
身份认同的主观条件。另一方面，满意的职业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获
得心理优势的客观条件。从社会客观现实来看，根据上海的户籍政策，
职业是获得本地制度性身份最主要的标准；移民越满意的职业也是更
易获得社会认可的职业。城市新移民对职业认同越高，他们就更可能
拥有高社会地位认同和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客观条件。
第二，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地位越高，他们越可以继续停留于迁移
城市，甚至希望其子女也进行同样的选择，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在地位
满意的社会中生活，即使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达到一致。这一结论比
较符合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白领移民留下来的人似乎比农民工
多，经济不成功的移民更可能选择离开。任远（2008）的研究结果与
本研究的结果一致：经济型流动人口特别是白领职业者的长期居留的
强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在 2003 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中表明，
因为经济成功而长期居留下来的人占到流动人口的 72.1%，短期居留
的人占流动人口的 62.7%。我们可以从地位认同和地域认同的功能来
理解这一结果。移民的地位认同越高表明其获得的社会认可越多，通
过地域认同人们能很好地维持这种被认可的感受。同时，地位认同的
提高，也为移民印证了迁移决策的正确性。从客观上来看，城市认同
较高的大多数城市新移民，如果选择继续生活下来，在现实生活中的
确可以享受到比原来更多更好的城市服务。上海，作为我国最发达的
大城市之一，拥有着许多地区/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城市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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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竞争环境、高效的办事效率、快捷的交通网络、周全的生活设
置、繁多的商品种类、优质的医疗卫生、丰富的娱乐活动……。这也
是许多移民选择的迁移地都是比原住地更加发达的地区/城市的目
的。根据现行的户籍制度，地位认同高的城市新移民获得本地户籍的
可能性也越大，从而能具备更多继续生活下来的客观条件，最新的上
①
海户籍政策试点条例已明确表明了这一推测。 从理性上来说，地位
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会更倾向于长期居住于迁入地社会，也会更
愿意子女在此地发展和生活，即他们的地域认同程度会越高。同时，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城市新移民的地位认同越低，他们的地域认同程
度也会越低，如果外来移民长期不能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当他们又
无力在这个社会中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从理性上来说，似乎唯一
的选择便是再次迁移或回到原住地社会，这必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子
女发展。因此，客观地位低的城市新移民，可能会采用向上地位的策
略来缓解客观地位较低带来的焦虑感，使心理达到平衡，在地位认同
而不是客观地位与地域认同达到一致。这样他们既解决了地位认同焦
虑/危机，也能继续享受城市生活。因此，如何强调主观地位认同对
移民的重要性也不过分。
第三，地域认同程度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
且更倾向于认同本地人群体。首先，我们可以从社会认同一致性对自
我的重要性来理解。按照社会认同理论，追求社会认同的一致性是人
类内在的基本需求。同样，根据社会表征理论，生活在某地区的人是
相同的一类人，会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模式。当某地区的人将自
己归属于一类群体，并且其文化模式与其所在城市/地区的文化模式
也呈现一致性，这不仅是个体内在的心理需求，也是社会的共同期待
（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共识）。理想的情况是，对上海有较高认同感
的外来移民，也会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上海人（在本研究中大多数人
采用的是“新上海人”），也会愿意采用上海本地的文化模式。反之，
如果生活在某地区的人却不能认同客观上与之相应的文化身份和群
体身份，这会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心理冲突。当这种不一致发生在
外来移民身上时，相应的心理冲突可能会更加剧烈，学者们称之为“边
①

详细户籍政策请参见：上海市人事局网（http://www.21cnhr.com）；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
信息网（http://www.firstjob.com.cn/gic_web/studentbluequerymain.jsp）；上海政府门
户网站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1494/node12331/node1
2343/node22595/userobject26ai17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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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感”。边缘化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
裂变和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地域性文化冲突的产物。美国社
会学家帕克曾指出边缘化社会成员的特征，“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
群体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
协调的。其生存状态呈现出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别无
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传统而付出忍耐，
痛苦和憧憬并存，颓废与发奋同在”
（胡书芝、吴新慧，2004）。这种
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国际移民身上，在国内移民身上也可能发生。例如，
张海波、童星（2006）曾指出，未来归属与目前身份判断不一致的失
地农民存在着自我认同紊乱。因此，为了减少这种边缘感，城市新移
民可能会选择主动积极地进行社会认同转换，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文
化身份和群体身份。此外，从社会现实来看，地域性文化和地域性群
体都很难和地域本身分离。地域认同代表着移民们对自己的社会空间
安排。地域认同越高，表明城市新移民将更加积极地将自己投入到迁
入地社会当中，这种投入也包括适应地域性文化；反之，那些地域认
同并不高的城市新移民，他们最终会选择离开，也就没有进行文化认
同转换的现实必要性了。而从本地人-外地人群体身份认同的定义来
看，群体身份与地缘性有关，地域认同越高，表明城市新移民越可能
将自己的地缘性身份与本地相联系，即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这一
结果与美国古巴移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对于大部分古巴人而言，
在他们最初进入美国时，并未想在这里安家定居，因此相对于大多数
其他族群，他们对旧有文化的依附感更为强烈（麦格，2007：305）
。
因此，城市新移民呈现出的较高地域认同能间接反映出上海已形成了
吸引外来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城市新移民越倾向于认同本地人群体，其文化认同程度越
高。按照社会表征理论，文化身份认同与群体身份认同保持一致性也
是社会的共同期待。从身份认同理论来看，文化身份认同与群体身份
认同保持一致也能减少移民的现实和心理冲突。按照根基性认同理
论，群体身份认同是人们接受群体文化的前提。一项对 2000-2001 年
的加拿大大学生的调查表明，与那些从语言上较少被同化的人相比
较，具有较高水平的语言同化的被试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族群-连通性，
更可能认为他们自己是加拿大人（Pigott et al.，2005）
，反之，当
移民认同本地人身份时，他们也会表现出更高的文化认同水平，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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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语言方面。对于那些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的城市新移民，成
为本地居民的意愿强于其他人，文化认同的转换是移民体现这种意愿
的最好标志，即越倾向于本地人身份的城市新移民，会试图将自己做
得像本地人，他们会越倾向于学习本地语言，过本地节日，接受本地
风俗习惯，按照本地价值观待人接物。对于上海的城市新移民也一样，
当他们认同自己为上海人时，就会选择与上海人一致的文化模式来行
动，而文化认同也能在心理上证实移民的本地人身份。很难想象，一
个人处处声称自己是上海人，却喜欢请客人到四川餐馆吃饭，并不断
赞叹川蜀的风景如何秀丽。
（二）存在着某些差异性认同的倾向
在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
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认同的倾向。
第一，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存在着差异性认同倾向。这一结果表
明，一方面，职业认同高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可能较低，我们
可以从原有文化身份认同本身的特性来理解。尽管社会流动是人们维
持积极社会认同的一种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社会认同的选择
和建构方面是完全自由的。“认同的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
而言往往是隐性的，并且受着特定的基础秩序的约束，在个人身上常
常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样子”
（吉登斯，1998）。文化身份承载着移民
的根基性情感、自我说明性，文化对人们具有隐含的强制性。相对于
本地文化来说，传统文化对任何一种移民都有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
用，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作用都并不是他们可以随意选择的。文化认同
与群体认同、地域认同的分离，使职业成功对移民本地文化认同的重
要性和必须性，对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中显然越来越不重要了，这里
既有城市发展带来的包容性的增加，也有现代交通技术带来的便利性
的增高。对于那些有较高职业认同的城市新移民来说，职业成功能够
使其获得足够的心理优势，他们不必再强求自己改变文化模式。另一
方面，职业认同低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却可能较高。对于那些
职业认同低的城市新移民来说，通过职业成功获得心理优势的可能性
较小，但如果他们能在文化上与本地人保持一致（把自己做成“看起
来像本地人”那样），也可以从文化优势的社会共识（认为像上海这
样的大都市文化会优于其他地区性文化）中获得心理平衡感。需要强
调的是，职业身份认同的提高并未直接显著地增加城市新移民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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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这可能与客观的地域准入水平有关。外来移民是否能最终
取得长久合法居住权以及在迁入地社会的生活状况，都与其当前户籍
的状况直接相关。当外来移民发现满意的职业终究还是不能得到本地
户籍时，在客观上，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
可能最终也只能选择离开。换句话说，通过地位身份和群体身份认同
得到的心理地位的提高只可能是暂时性的。这与大多数农民工最终选
择离开的现象是一致的，农民工的职业成功感高于未迁移的家乡人，
但他们获得迁入地户籍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最后只能迫不得已返回
到原住地。
第二，地位认同与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存在着差异性认同倾向。
这表明，一方面，地位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既可能更认同本地人身
份和本地文化，也不可能更认同本地人身份和本地文化。客观社会地
位高的城市新移民（如白领移民），和客观社会地位低的城市新移民
（蓝领工人），都可能拥有较高的地位认同。相同的地位认同感，会
使他们拥有相同的高自尊感，这使他们可以有心理优越感来应对文化
转换和群体身份带来的压力，他们可以主观地决定是否接受本地文化
和本地人身份。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高地位认同的城市新移民，其文
化认同程度和本地人认同程度反而可能更低。这可能是由于地位认同
越高的城市新移民，不但可以通过职业成功获得心理满足，并且也有
了与本地文化抗争的客观资本。例如，他们可以利用发达通信与交通，
与原有社会群体和文化保持更多联系，也可以将承载着原有文化身份
和群体身份的亲戚接到迁入地来居住。另一方面，地位认同越低的城
市新移民既可能更认同本地人身份和本地文化，也可能更不认同本地
人身份和本地文化。对于那些客观社会地位低的城市新移民（如蓝领
工人）来说，如果他们试图通过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把自己做得像本
地人，却可能会受到本地人的歧视。例如，一位在苏州郊区打工的湖
南农民工曾这样叙述道：“我们有些人就学当地口音，想做个真正的
当地人。我现在有一个朋友，他能讲很标准的苏州话，为此也自豪过。
但有时一些知道他原籍的苏州人就会讥讽他，说‘现在倒真的快成为
苏州人了嘛？’每次他听到这些都会非常的痛苦。他现在已经不愿再
学苏州话了，这对他是一种耻辱。”
（朱力，2001）然而，这一现象也
至少表明，对于那些不被人了解的农民工来说，这些改变的确可以减
少受到歧视的可能性。这表明，仅仅是心理上对优势身份（本地文化
和本地人群体）的认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们的自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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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群体认同比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作
用更大，地域认同比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前者可能
是因为群体是文化模式最具体的承载者，而地域只是规划了文化模式
的空间范围；后者可能是因为人们的群体归类意识大多来自生活地而
不是工作地（例如，那些生活在上海却工作在江苏昆山的人就是很好
的例子）。同时，移民的定居打算与其采纳节日和子女期望之间存在
着一致性相关关系。“定居打算”与“采纳本地节日”一致性可能与
生活幸福度的提高有关。当移民一旦有定居上海的打算后，采纳本地
节日会提高他们的生活幸福度，增加本地节日会让他们有更多理由给
自己增加休闲的机会，这可能也是许多中国人选择过“洋节”的原因
之一。其次，“定居打算”与“子女发展期望”的一致性可能与父母
希望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自古的孝文化中就有
“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对于许多移民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不再
依靠子女，可能会寻求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如平时的电话问候，节
假日的探望，看病住院时的陪伴，生日礼物等。因此，如果不能与子
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即使居住在同一城市，也能使他们感受到更多
的天伦之乐。
当然，本研究对移民社会认同结构的研究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由于已有的相关研究较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地区性
和非随机抽样样本，使本研究所得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论到其他
移民群体，有待于在未来的多城市大样本中的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其
次，本研究关于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职业认同的代替性指标是否最
合适，对地位认同和群体认同是否也适合采用间接测量方式还不得而
知。因此，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还需要获得多时间、多地点、多样本
的重复稳定结论的支持，这也是今后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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