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创业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要议

题遥 农民工创业是指除了自己之外袁至少雇佣一人

以上在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工作的所有就业形式[1]遥
农民工的创业模式主要包括复制型创业或模仿型

创业尧灵活性创业尧聚集性创业等袁在创业项目上

多偏向于低技术含量类型袁而非创新技术型袁因而

常处于市场生物链的最低端[2]遥 城市创业既是农民

工野人的城镇化冶的重要内容袁也是他们在城市改

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遥 在 1985 年的叶关于进一

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曳 中明确规定袁野允许

农民进城开店设坊袁兴办服务业袁提供各种劳务冶
等[3]袁这激起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浪潮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 部分农民工在积累多年务工经验

和资金的基础上袁 通过创业以实现在务工城市的

社会融入袁在这个意义上袁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内在

动机在于提升社会地位尧 追求自身发展和为子女

未来铺就道路遥 城市创业可以提升农民工融入城

市的经济资本尧社会资本尧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4]遥
他们在城市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包括工作转换尧结
婚尧生养子女等生命事件袁对这些生命事件的分析

有助于理解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袁 把握农民工

创业型社会融入的本质问题遥 因此袁从生命历程视

角袁剖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及其影响因素袁揭
示其城市创业与社会融入的关系袁 探讨国家如何

通过政策调整引导农民工城市创业或分流袁 具有

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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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城市创业是农民工实现野人的城镇化冶的重要路径袁也是农民工改变城市生活命运的阶梯遥 采

用生活史研究法分析农民工城市创业轨迹和创业影响因素发现袁农民工创业是一个随着其生命历程逐渐

展开的社会融入过程袁历经进城务工寅初尝创业寅逐渐稳定寅发展转型四个阶段袁其城市创业轨迹嵌入

于特定的时空结构袁受到年龄效应尧家庭生命周期和生活转变时机的影响遥 在生命历程的积累效应下袁创
业的不同结果造成农民工的分化袁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城市融入袁还影响着他们对子女出路的安排遥农民工

的创业型社会融入具有代际传承和代际转换并存的特点袁因此应该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和返乡创业有机

结合袁统筹推进农民工实现有序市民化袁并引导其合理的逆城市化流动遥
关键词院生命历程曰农民工曰城市创业曰社会融入曰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院C 91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8冤06-0111-10

收稿日期：2018-06-12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野生命历程与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冶渊FJ2016C084冤曰集美大学博士启动项目野生命历

程视角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冶渊Q201604冤曰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野生命历程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型城市融

入研究冶渊JAS180190冤
作者简介：孙文中袁社会学博士袁集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尧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研究遥

第 35 卷 第 6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5 晕燥援6
圆园18 年 11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Nov援 圆园18



国内农民工的城市创业研究聚焦于以下方

面院 一是对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分析遥 如有研究指

出袁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内在动机袁在于他们对自身

处境的重视和对子女未来的考虑[5]遥 二是基于社会

网络与结构视角对创业过程与绩效进行研究遥 社

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袁 有助于农民工获

取所需的创业资源[6]遥 农民工城市创业主要依靠亲

戚朋友老乡等社会网络强关系 [7]袁以血缘尧亲缘关

系为主体的师徒制有助于技能的习得和扩散袁地
缘关系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劳动力 野供应-培训冶
格局袁形塑了野复制-自我繁殖冶的再生产体系遥 创

业活动沿着血缘尧亲缘尧地缘等社会网络关系原子

式扩散[8]遥 三是从能力结构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

的创业行为遥 农民工创业受其学习创新能力尧资源

运营能力尧 实践活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因素

的影响[9]遥 其四袁从城市适应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

工的创业行为[4]遥
上述研究可以有效揭示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诸

多影响因素袁如创业动机尧社会网络尧能力结构及

社会适应状况等袁 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对农民工

生命历程影响其创业轨迹的系统分析遥 农民工的

城市创业嵌入于社会宏观结构和家庭生命轨迹

中袁因此袁从纵贯的角度剖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是

如何受到社会变迁和生命事件的影响袁 他们又是

如何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来构建他们的创业历

程袁 有助于把握农民工的创业型传承与转换的机

制袁揭示农民工创业的发展趋势和最终归属遥

渊二冤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及其生命轨迹

在现代化叙事的逻辑中袁 农民工从传统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流动被视为必然遥 其中袁部分农

民工为能在城市长久扎根袁 转变身份成为市民而

长期努力遥 但是袁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民工处于

野半城市化冶状态[10][11][12]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袁他们经

历的结婚生子尧 子女教育和赡养父母等重大生活

事件和承担的家庭角色袁 影响他们定居城市和返

乡的选择遥 农民工以家庭整体利益和幸福为目标

的野打工-返乡冶生命历程[13]袁经历了外出务工尧乡-
城流动尧城-城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14][15]遥 为

了提升城市融入能力袁 一些农民工将创业作为家

庭生计方式和城市融入的新选择遥 随着生命历程

的演进袁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袁他们是像其他农民

工一样野叶落归根冶呢钥 还是会把野事业冶移交给其

子女袁自己留在城市养老钥 事实上袁农民工的创业

行为是循其生命历程而展开的一个动态的尧 变化

的过程袁因此袁有必要将农民工城市创业与个体的

生命历程联系起来进行剖析遥 农民工的创业是被

社会环境和关键生命事件所塑造的过程袁 同时也

是自身城市融入的主动适应过程遥

二尧生命历程理论与生活史研究法

埃尔德归纳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中的核心原

理院一是历史中的时间和空间原理袁二是生活中的

时机原理袁三是相互关联的生活原理袁四是个人主

体性原理[16]遥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

的变化而出现的尧 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

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遥 包蕾萍针对生命历程

的年龄效应和生命事件序列袁从时间观的视角袁提
出轨迹尧转变和延续等时间概念 [17]袁为用生命历程

解释个体层面的行为尧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基础遥
生命历程由野持续冶和野转变冶相互衔接而成袁最终

生产出一种嵌入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轨迹遥
轨迹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袁能动的个体尧相互

联系的角色尧特定的时空以及转折点的时机袁都显

现出独特的影响作用[18]遥生命历程范式将个体生命

历程置于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一个序列中袁 关注

个人生活史渊事件史冤尧时机选择尧社会时空性及其

构成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遥 国内最早开启生命历

程研究范式的是李强等人袁 他们重点对个体生命

事件和生命轨迹的社会形式做出解释袁 并且强调

考察影响这些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进程[19]遥 之后袁生
命历程范式以纵贯的历史变迁视角剖析个人命

运袁将个体或群体置于一定的历史社会事件中袁分
析历史社会事件对个体命运的影响遥 个体生命轨

迹是一个连续的尧动态的变化过程袁时空的形塑只

有借助于个体的选择才能渗透到生命历程的流变

之中遥 生命历程范式已经被应用于农民工的社会

融入[14][15][20]与返乡适应问题研究[13][21]遥 基于此袁本文

运用生命历程范式袁 剖析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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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如何受到社会变迁和生命事件影响的袁 创业

农民工是如何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来构建他们

的社会发展轨迹的遥
生活史研究法对于生命历程范式的研究具有

较好的解释力遥 生活史被定义为一种着力于再现

个体一生或者某一阶段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生活经

历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尧 组织以

及社会主题的研究方法[22]遥生活史研究法通过个体

生活的再现可以加深对生活经历价值的理解以及

对与此相关的更宏大的社会主题的解读遥 农民工

社会融入的生活史是个体行动者的实践过程袁同
时也是社会历史力量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规制袁农
民工对自身务工经历的回忆袁 是建立在一定价值

观下的主体建构遥 因此袁本文将农民工的生命历程

与城市创业勾连在一起袁 从农民工主体角度剖析

其生命历程轨迹袁 关注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生命

事件的先后顺序袁 并将其置于相互关联的时空脉

络中袁以获得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的有效理解遥

三尧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轨迹

本文对厦门市集美区 30 位农民工进行深度

访谈袁根据农民工创业涉及的行业袁从中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 10 位袁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 1遥笔者

根据被访者的回忆收集他们的生命历程故事袁主
要由务工目的尧职业转换尧结婚生子尧创业经历和

城市归属等内容构成遥 随着城市生活的延续袁一部

分农民工通过创业提升其城市融入的基础袁 其创

业历程大致经历进城务工寅初尝创业寅稳定创

业寅发展转型四个阶段遥

表 1 集美区农民工的创业情况

渊一冤进城务工院寻求生计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袁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

行袁使得农村大量劳动力得以释放且流入城市袁工
业化与城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民工城市活动提

供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流动性机会

和资源袁于是他们进入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袁
开启了其城市融入的生活史遥 为了更好地融入城

市社会袁 农民工群体中的少部分人站稳脚跟以后

开始尝试创业遥
野1993 年袁没考上高中袁就出来打工了遥 最初到

集美袁投靠我哥袁他在这边理发店打工遥 过了两三

个月我进入航海学院餐厅做小工袁主要做洗碗尧扫
地等活计冶渊对 HPY 的访谈冤

野1995 年我来厦门投靠我哥袁 后来进入 TDK
餐厅遥 那时候出去打工还要人家带你袁在外面没亲

没故的话袁你去哪里找工作遥 人家看面子还要你跟

人家有亲戚关系袁看得起你袁才要带你出去一下冶遥
(对 XYG 的访谈)

野我们 2008 年来厦门袁在服装厂上班遥 当时工

资较低袁为了养家糊口也得先工作遥 来服装厂只是

一个跳板袁有机会就会出来自己做遥 冶渊对 ZJ 的访

谈冤
野我还没出去打工袁一个小弟告诉我某某在外

面混的很好遥 1997 年袁我看到电视里面深圳的高楼

大厦袁我就想去深圳了遥 冶(对 XJB 的访谈)
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方式袁 主要包括在企业务

工尧通过包工头带领进入城市的建筑队与装修队尧
在城市中自我雇用或成为雇主尧在城市服务业尧家
政业打零工等[23]遥 在城市找到就业就会袁是他们在

城市站稳脚跟的关键袁也是他们学习技能尧积累创

业资本和经验的基础遥

渊二冤初尝创业院选择恰当时机

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袁 宏观社

会事件和政府政策的出台等因素对个人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不容忽视遥1984 年开始袁国家允许农民进

城经商袁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袁城市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形成巨大的拉力遥 之后袁
城市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袁 农民工有增无减给城市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户籍地
文化
程度

婚姻
状况

职业
流入本
地时长

HPY 男 1976 年 安徽肥西 初中 已婚 JM 大学餐厅经理 24 年

XYG 男 1976 年 长汀 初中 已婚 LZC 烧烤店老板 22 年

XJB 男 1974 年 武夷山 小学 已婚 SQT 美发店老板 14 年

YY 男 1974 年 湖北潜江 大专 已婚 MN 地区菜鸟驿站负责人 10 年

LHH 男 1979 年 宁德 大专 已婚 晚托班老板 8 年

CYY 女 1979 年 古田 小学 已婚 桥洞裁缝 11 年

XJJ 男 1970 年 安溪 初中 已婚 茶叶店老板 25 年

ZJH 女 1982 年 河南信阳 初中 已婚 小区超市老板 13 年

ZJ 女 1981 年 河南漯河 初中 已婚 服装店老板 11 年

YJD 男 1978 年 德化 中专 已婚 茶具店老板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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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极大的治理难题袁1990 年国家通过计划手段

严格要求限制盲目流动并采取阻止农民进城务工

的就业政策遥1993 年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袁 限制农村人口流动

的制度开始松动遥2002 年以后袁城市房地产市场化

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取缔袁 为农民工务工经商提供

了可能性的时空环境遥
野2003 年非典袁刚好捡到了一个人家倒闭的饭

店遥 当时非典没生意袁他们关了半年袁非典快要结

束的时候袁我给他们接过来遥 当时花了三万块钱袁
自己只有一万袁又借了两万遥 冶 (对 XYG 的访谈)

野进入这个行业袁也是一步步去做的袁从最开

始洗碗渊半年冤袁到切菜渊1 年冤袁到掌勺渊2 年冤袁到保

管渊2 年冤袁到采购兼掌勺渊4-5 年冤袁直到 2004 年接

手财经学院餐厅袁 成为餐厅经理遥 冶(对 HPY 的访

谈)
野2005 年以后厦门的经济发展较快袁大家都有

钱袁有钱就开始追求漂亮袁我趁这个时候开了美发

店遥 冶(对 XJB 的访谈)
野我 2009 年开始做快递袁当时大家都觉得这

是个很低的职业袁学校也没有别人做快递袁就我一

家在做遥 快递到 2014 年才真正火起来袁物流量也

比较大袁是因为出现了耶双 11爷这样的商业活动遥 冶
渊对 YY 的访谈)

城市创业行为是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经验尧
资金尧技能获取和积累的结果袁是与农民工个体的

生命历程及其发展的轨迹相联系的遥 其中影响他

们创业的最根本因素是机会结构袁 农民工通过自

身的选择和行动袁寻找机会达成创业目标遥2003 年

非典的到来导致外来人口回流袁 使厦门的餐饮业

受到冲击袁XYG 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创业遥 HPY 在 J
大学实质合并后整顿餐饮业之际开始承包财经学

院餐厅遥 YY 捕捉了创业机会袁在高校快递行业刚

刚兴起的时候选择创业袁 成功地占领了闽南地区

的快递业市场袁实现了创业型融入的目标遥

渊三冤逐渐稳定院承担家庭角色

农民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考虑不同的问

题遥 初入城市时袁他们大多没有结婚袁所以考虑更

多的是如何挣钱袁 在打工的过程中完成了结婚生

子袁承担的家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遥 随着在城市时

间的延长袁适应了务工地的社会环境袁他们慢慢地

从原先仅仅赚够钱回乡的计划转变为在城市长期

定居的计划袁通过与家庭成员的野相互关联冶来推

进自己的生命历程遥 他们希望能够较长期地从事

某项事业袁给予家庭成员稳定的收入来源与保障袁
因此创业行为也更趋向于稳定遥 此外袁家庭角色关

联要求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袁 尤其是在照顾

老人尧孩子与家务上袁因此袁女性在面临创业时做

出的抉择与男性有所不同袁更多会选择回归家庭遥
野1998 年结婚袁两个孩子都是在这边出生袁也

一直在这边读书遥 从 2003 年到 2007 年袁房子车子

都买了遥 2012 年我把老婆尧女儿渊初三冤和儿子渊初
一冤的户口落在厦门遥 冶(对 XYG 的访谈)

野在西海夜市开了一家服装店袁一年后因为怀

二胎就没再开了遥 我们更多考虑家庭袁男性能够放

手去干袁我们想要照顾孩子袁陪伴孩子更多一些遥 冶
渊对 CYY 的访谈)

野起初我在服装厂上班遥 2004 年生了孩子就在

家带孩子遥 2006 年又来集美北区一家服装厂上班遥
2010 年把孩子接到厦门读书袁 仅靠打工难以维持

一家人的生活开销遥 2011 年我们就开了这家店遥 冶
渊对 ZJ 的访谈冤

创业农民工受制于 野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

中冶的原则袁其创业与家人尧家庭责任紧密相连袁事
业渊职业冤发展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时间的影响遥
因此袁 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

家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共同构筑的遥

渊四冤发展转型院不确定的未来

从进城务工袁到初尝创业袁再到逐渐稳定尧继
续发展与转型袁 农民工的整个创业轨迹与其所处

不同人生阶段的角色和任务相互关联遥 随着结婚

生子尧抚育子女尧赡养老人尧子女升学等事件的到

来袁农民工需要考虑的现实性因素越来越多袁他们

的行为选择愈发需要与家庭责任紧密相连遥 当谈

到未来的发展与转型问题时袁 部分受访者表示暂

时还没有具体的规划与方向遥
野未来倒是没想好袁我现在就是想把房贷还了遥

准备把两个小孩培养一下袁就挺满意的了遥 去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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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家把侄子接来袁给我帮忙袁也带着他做烧烤遥 冶
渊对 XYG 的访谈冤

野现在我倒是有想过转行袁他现在读书需要人

照顾袁等到他真正自立不用我操心的时候袁我应该

会去转行遥 冶(对 HPY 的访谈)
野当初我就想把孩子接过来袁想着给他好的学

习环境袁让他在这边学的更好一些遥 噎噎也只能走

一步看一步袁实在不行就把店交给孩子打理遥 冶渊对
ZJ 的访谈冤

野家里父母上了年纪袁身体越来越差袁需要有

人照顾遥 我们也可能过几年回去发展袁可以方便照

顾老人遥 冶渊对 YJD 的访谈冤
农民工的创业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融

入的发展轨迹袁在这一过程中袁他们根据社会时空

环境和家庭责任袁 不断积累资金尧 提升技术和能

力袁 建立和扩展各类社会资本袁 呈现了从站稳脚

跟尧选择创业尧逐渐稳定到发展转型的生命轨迹遥
换言之袁农民工根据其生命时机尧相互依存的家庭

角色和主体能动性构建他们的创业历程袁 实现向

上社会流动袁最终融入城市社会遥

四尧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影响
因素尧传承与转变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可分为进城务工寅初

尝创业寅稳定创业寅发展转型四个阶段袁 这种轨

迹与农民工生命历程的演进具有一致性遥 与城市

创业相比袁务工是短期的尧持续性较低的一种生存

方式袁主要靠体力劳动袁却难以挣大钱遥 这种融入

方式能够帮助农民工解决生计问题袁 从而在城市

站稳脚跟遥 而创业则不同袁创业是一种经营活动袁
能够帮助农民工挣大钱实现野老板梦冶遥 创业的意

义不仅仅在于野多挣钱冶袁更在于未来发展更有前

景袁创业农民工的经济满意度尧生活适应度均高于

进城打工者袁生活水平甚至可以超过城市居民咱3]袁且
具有较高的持续性袁能够改变他们长期野候鸟冶型
的流动方式袁使他们更顺利地融入城市遥

渊一冤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迹嵌入于特定的时空结

构袁受到年龄效应尧家庭生命周期和生活转变时机

的影响袁而且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袁社会-历
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遥 个

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袁利用机会袁克服历

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袁 从而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

历程遥
1.时空结构的形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

了强大的推力袁 同时城市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

发展袁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提供了强大的拉力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的叶关
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曳指出袁要野进
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冶袁要野在各级政府统一管

理下袁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袁兴办服务业袁提供

各种劳务冶[3]遥 1992 年邓小平野南巡讲话冶推动了我

国经济体制加速向市场经济转轨袁 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正式全面铺开遥2003 年以来的社会政策调整袁
如取缔野收容遣送制度冶尧规范农民工工资发放尧社
会保障向农民工开放尧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等袁均
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遥 另一方面袁 以珠三

角尧 长三角等地区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

蓬勃发展袁由于本地劳动力不足袁对农民工的需求

也不断增加咱24]遥 从改革开放至今袁我国针对农民工

的政策也不断变化袁经历了从严控到松动渊1978-
1988 年冤尧从紧缩阻遏流动到规范引导农民工有序

流动渊1978-2002 年冤袁从城乡统筹走向共享发展的

野公平流动冶渊2003 至今冤的三个阶段咱25]遥 埃尔德指

出袁 个体的生命历程被历史时间和所经历的社会

背景所塑造遥 由于不同时间段上的历史事件与共

同成长经历的不同袁也由于各个生活阶段的相互关

联的活动尧资源和义务的不同袁每一代人都是独特

的[16]渊P426冤遥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袁在进城

务工之前袁一般经历了物质匮乏的生活遥 农村生活

的艰辛形塑了他们野吃苦冶的习性袁进入城市时袁他
们能够习惯于野苦累差冶的职业生活遥 他们在家庭

贫困时离开家乡袁 进城务工成了他们生活模式以

及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遥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又为农民工提供了机会袁 最终他们捕

捉到发展时机袁成功创业遥 厦门作为经济特区袁对
外来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是逐步提升的遥 起初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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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区仅限于思明区袁后来扩展到湖里区袁2000 年

以后袁厦门市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袁实现岛内外

一体化发展袁 这给来厦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提供了

创业机遇遥
2.年龄效应的影响

年龄是理解生命历程理论的关键与核心遥 一

种以年龄层级的概念来对一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

进行组织的方式袁代表的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期望遥
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被视作一个由时间所延续的跨

度袁表现为生命时间尧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维

度[17]遥 生命时间就是实际年龄袁就是农民工个体所

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遥 社会时间是指扮演特定角

色的恰当时间袁对农民工而言袁乃是个体离家尧结
婚和生育的恰当年龄遥 历史时间指出生年份,代表

个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袁这样农民工的野人生冶
就可以被视作是以 野年冶 为单位而流逝的时间过

程遥 野个体冶这个社会角色所背负的不同的权利尧义
务范畴会归类给不同的身份袁 然后在时序化的基

础上袁 将这些身份根据特定的扮演顺序安排在生

命历程的各个区位中[26]遥 在个体的年龄效应中袁18
周岁之前属于未成年袁 称为被抚育的年龄袁 承担

野孩子冶角色遥 18~25 岁属于单身期袁个体生活在父

母组建的家庭中袁 逐渐从经济和生活的独立中建

立自我遥 25~35 岁属于形成家庭期袁个体的发展任

务是成家立业遥 30~55 岁为家庭成长期袁主要任务

为挣钱养家尧抚育子女和赡养上一代遥 50~65 岁属

于家庭成熟期袁子女完全独立袁主要任务为退出职

业生涯并开始考虑自身养老问题遥60~90 岁属于家

庭衰老期袁 主要任务为安度晚年遥 对于农民工而

言袁18 岁之前袁野读书升学冶 是他们公共的生命历

程曰18 至 25 岁袁是他们野出来混冶的年龄曰20 岁至

50 岁袁是他们奋斗创业的年龄曰50 至 60 岁为自身

储蓄养老的年龄曰60 岁以后为安度晚年享受天伦

之乐的年龄遥
野对于我而言袁20 岁以前是很苦的遥 从七八岁

起就开始在干农活袁我一直干到十八九岁袁干了十

几年了袁 这种吃苦耐劳的习惯就养成了遥 20 岁到

50 岁我在奋斗在创业袁50 岁以后赚到钱了 渊养

老冤袁我们就享受遥 如果命长有个二三十年袁命短的

话也有个十几年遥 像我们这一代人袁 碰到改革开

放袁才会有很多机会袁不然还得在老家待着遥 冶渊对
XYG 的访谈冤冶

因而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袁 能够通过

自身的年龄期望值尧 年龄规范与对应于年龄地位

的认知袁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袁生命历程得以

制度化遥 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袁农民工加入务工或

创业的序列袁安置他们生命历程的身份与权利尧义
务遥 这种对应着制度化的且因此是标准化的生命

历程构成的个人生平袁称之为野常态生平冶遥 常态生

平意指人们会根据生命历程制度构筑出符合社会

期待的个人生平[27]遥
3.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

对家庭尤其是子女的重视也是农民工创业的

动力之一遥 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成为很多农民工

留在城市的根本原因袁 也是导致他们做出创业决

定的重要推动力[5]遥 通过与家庭成员野相互关联冶的
命运袁行为选择和关键生命事件被联系在一起遥 为

人父母的角色将农民工锁定在一系列的社会期望

中袁转而更多考虑子女未来的生活和教育问题袁所
以家庭和个人未来的人生安排相关联遥 已经承担

起家庭责任的农民工袁 希望在城市里为子女创造

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袁 遂将创业作为实现这一

目的的重要手段袁 以自己的辛苦劳作换取孩子充

满光明但不确定的未来遥
野我们没文化过来了没吃什么亏,比我没文化

的人多得是遥 他渊孩子冤这个年代不同袁只要我们有

这个条件让他去读遥 如果我们没钱的话袁我们可能

也不会让他去读袁让他早点学个技术袁出去赚钱养

家遥 但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袁让他多读一点书是不

是钥 他在学校里多读几年袁总有一点收获袁出来找

个工作也可能说起来比较有材料袁 脑子里面比较

有东西是吧遥 冶 (对 XJB 的访谈)
家庭不仅是创业农民工情感的寄托尧 奋斗的

动力袁更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遥 在多年的打工经

验中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技能和资本袁 同时也认

识到城乡之间生活尧教育的差距袁为了后代能够在

城市生活有个落脚之地袁 他们就选择用创业行为

来增加财富袁进而推动整个家庭实现城市融入遥 农

民工随着生命周期的演进袁 承担的家庭责任也发

生变化袁 这时其生活预期和目标也随之改变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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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家庭生命周期影响着他们的创业行为遥
4.生活转变时机的到来

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来克服历史

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构建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16]

渊P432冤遥 能够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的人创业就能占

得先机遥 选择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不是被动的行

动者袁而是有着强烈能动意识的主体遥 社会流动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确定性袁 这种不确定性有利于

创业农民工去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遥
野起初我家里穷袁我妈生我姐的时候袁连住的

地方都没有遥 当时出来打工袁就想着赚点钱袁回家

盖房子娶媳妇遥 2000 年我在厦门结婚了袁媳妇是莆

田的遥 当时她一个姑父在岛上养鲍鱼遥 结婚后袁我
们存了两万块钱袁就投资渊养鲍鱼冤袁到期分红遥 有

了孩子袁家庭开销增多袁你得想办法赚钱养家遥 我

们想袁既然一直生活尧工作也在这边袁总要有个地

方住吧袁就要在这边买房子遥 2004 年财院第七餐厅

承包期满袁学校收回来了遥 之后袁后勤集团就叫我

到财院这边来承包袁之后就一直这样做下来了遥 冶
(对 HPY 的访谈)

对于成功的创业者来说袁具有一定的能力袁包
括敏感的商机尧 领导他人的魄力和适应市场的灵

活性等袁是他们顺利创业的内在因素遥 城市工作生

活的机会比农村要多得多袁 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

也更有利于他们获得成就遥 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袁
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且在恰当时间充分发挥

主体性袁获得成功机会袁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奋

斗袁从而构建他们的创业历程遥 他们必须经历过一

段时间的迷茫和纠结袁 并尽量向社会和家庭所规

定的生活道路靠近袁 在迎合家庭的期待和命运的

规制过程中获得人生归宿[13]遥创业被很多农民工作

为满足尊重需求的重要手段遥 农民工所说的野出人

头地冶袁并非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袁而本质上是争取

一种社会认同袁 从而获得一种城市社会认可的资

格和身份遥 对于农民工而言袁创业可以帮助他们更

有效地达成这一目标遥

渊二冤农民工创业型社会融入的传承

农民工创业主要有两种模式袁 一种是复制型

创业遥 如 HPY 承包餐厅袁先是做学徒袁积累技术尧

经验与资本袁学成之后自己单干袁实现了从务工到

创业的转变遥 复制型创业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较

强遥 农民工创业初期袁利用在城市有地位的老乡袁
通过老乡介绍业务袁由此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袁增
添创业成功的筹码遥 农民工主要是依靠血缘尧地缘

关系形成的原生型社会网络袁 利用该网络获取创

业信息袁融通创业资金遥 另一种是跃迁型创业袁即
经过专业培训之后再进行创业遥 如 XJB 先进入美

容美发学校学习袁之后创办理发店袁实现老板梦遥
从事跃迁型创业的农民工会降低对原生网络的依

赖袁 转而通过重构网络或自筹的方法获得资金袁创
业者会更多选择野正式组织冶作为主要的资金和技

能来源[28]遥 两种创业有着不同的社会融入效果袁前
者在技术尧经验和资本的基础上袁更易于成功遥 后

者虽经过专业知识的培训袁但缺少经验积累袁如果

没有原生社会网络支持袁创业风险较大遥 根据生命

历程的积累效应袁城市创业的成功或失败袁会导致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分化遥 城市创业轨迹表明袁在城

市站稳脚跟且能够创业成功尧逐渐稳定的农民工袁
积累了较多的工作技能尧经济资本和社会网络袁在
经济系统和社会生活方面袁 逐步实现了与城市社

会一体化袁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遥 反之袁创业失败

农民工则可能落入从野老板冶到野务工冶的转变之

中袁继续过着野半城市化冶的生活遥 当前袁我国农民

工日渐分化为 野资本型冶尧野技能型冶尧野雇工型冶和
野流动型冶四大层级[29]遥 创业成功的农民工袁积累较

多的经济资本并有着向上流动并融入城市的比较

优势袁能够率先实现安居乐业的城市梦遥 具有专业

技能的农民工袁能够到大型企业中正规就业袁成为

技术管理人才袁更易纳入城市社会福利体系袁具有

社会融入的比较优势遥 进入生产制造型企业正规

就业的蓝领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袁 主要从事体力

劳动袁属于城市社会的弱势阶层遥 流动型农民工收

入不稳定尧居住在城中村社区袁面临着生计困难与

社会排斥袁成为边缘化的底层贫弱群体遥
农民工创业成功或失败袁 不仅影响着他们进

一步的社会融入效果袁 而且还影响他们对子女出

路的安排遥 创业成功的农民工为其子女积累事业

和财富袁为子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遥 累积是人

生经历的成长性积累过程袁 是生命历程资本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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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风险的结果袁 是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

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遥
野我先让他们读个书袁以后如果创业的话袁我

们帮助一下遥 我们以前都是苦过来的袁父母都没有

帮我们遥 我们以后给他们推一下袁拉他们一把袁让
他们以后更顺利一些遥 冶渊对 XYG 的访谈冤冶

农民工子女的创业成功建基在父辈积累的资

源基础之上袁 因此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具有代际传

承性遥 薛根福等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务工型职业选

择主要受个人素质的影响袁 而创业型职业选择则

更需要得到家庭禀赋的支持[30]遥城市创业的成功为

农民工长期定居城市奠定了基础袁 而且他们也实

现了从最初的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变[31]遥
农民工创业的代际传承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的院其一袁新一代农民工从父辈的创业轨迹中形塑

强烈的创业意识曰其二袁农民工创业成功者具有强

烈的示范效应袁 能够吸纳新一代加入到创业队伍

中来曰其三袁通过为子代提供资金尧技术和网络的

野扶上马送一程冶袁促进创业性社会融入遥 农民工的

创业行为具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和习俗遥

渊三冤农民工创业性社会融入的代际转变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所依靠的关系网络具

有动态扩展的特性袁并且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之

间形成了互构关系[32]遥 农民工在城市经营的是野微
型企业冶袁而他们自己是野企业家冶和野创业者冶袁其
经营活动中包括了普通农民工较少涉及的市场开

拓与资金融通遥 在社会融入方面袁他们并不是简单

的野打工者冶袁其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要比农民工

复杂得多袁可以说袁城市创业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实

现向上流动的一种表现遥 在特定的时空结构和市

场条件下袁农民工通过创业实现野老板梦冶仍然具

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遥 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于两

个方面院首先从农民工的主体性而言袁外出务工的

过程也是不断重塑和改变自己的过程遥 另一方面袁
从市场机会的角度看袁 市场作为新的资源整合方

式袁为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渠道和机遇袁同时也有

利于激发个人努力的动力[33]遥农民工自身也在经历

转型袁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提升尧资源的积累以及对

于财富追求愿望的日益强烈袁 为其创业做好了准

备遥
农民工的创业成功袁 可以提升他们对城市社

会的认同和归属感遥 但是晚年生命历程的到来袁使
他们最终并没有彻底与家乡脱离关系遥 从这个意

义上讲袁创业农民工和融入社会的关系袁可以从经

济和社会生活两个维度进行归纳遥 项飚在研究野浙
江村冶时指出袁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有四种类型院
第一种是移民和原来社会迅速并有效融合的模

型袁如解放初期从上海调到北京的技术工人曰第二

种是移民形成自己的经济体系袁 但在社会生活上

逐渐和流入地同化袁唐人街属于这一类型曰第三种

为野割裂冶模型袁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属于这种模型曰
第四种为野浙江村冶模式袁农民工重新建构了自己

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34]遥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

入兼具第三种和第四种的特点袁 并且朝着第一种

模式演进遥 创业成功的农民工袁大多已经习惯和适

应了城市生活袁希望能留在城市长久扎根袁并且也

逐渐具备了留在城市的能力和条件遥 而创业失败

或长期务工的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不强袁 尽管

在城市中生活袁却远离城市社区的交往圈袁缺乏良

好且固定的关系网络以支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

作袁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袁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遥
作为农民工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袁 他们出生于城

市袁自小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多元化袁受到

城市文化熏陶袁却在城市社区中被区隔为野农民工

子女冶遥 不同代际之间在生命历程上有所差异袁农
民工子女目前多处于学习阶段袁 没有农村生活的

经历袁对乡土的认同感低遥 尽管未来生活充满着不

确定性袁 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融入感高于他

们的父母袁未来更倾向于留居城市遥

五尧结束语

从生命历程视角袁 剖析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

迹袁 有助于揭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未来趋势和最

终归属遥 农民工个体受到野一定生活时间冶和关键

生命事件发生的影响袁 社会时空结构性因素以个

体生活体验的积淀效应对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产

生影响[21]遥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是一个随着其生命

历程逐渐展开的持续过程遥 农民工根据其生命时

窑118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8 年 第 35 卷



机尧 相互依存的家庭角色和主体能动性构建他们

的创业历程遥 初入城市时袁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

挣钱遥 随之而来的成家和抚育子女的社会角色将

他们锁定在一系列的社会期望中袁 他们转而更多

考虑子女未来生活和教育问题遥 为了子女能够在

城市更安稳地生活袁 他们选择用创业行为来增加

财富袁以实现社会融入遥 反观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轨

迹袁 具有人生节点意义的生命事件的发生会使农

民工的生活预期发生转变袁 进而影响着农民工城

市创业行为的选择遥 随着不同阶段家庭责任的到

来袁农民工基于自身城市创业的成功或失败袁也调

整着自己的心理预期和未来打算袁 或推动创业的

转型发展或继续务工遥 当然只有少数农民工能够

抓住机会成功创业袁买房买车袁融入务工城市遥 更

多的农民工始终难以摆脱继续野务工冶的宿命袁最
终会叶落归根遥

当前袁 农民工的创业社会融入面临着代际传

承和转换问题遥 农民工的创业成功或失败袁不仅影

响着他们自身的社会融入袁 还会影响他们对子女

出路的安排遥 创业成功的农民工为子女积累财富袁
对子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遥 而创业失败则导

致农民工继续沦为城市的边缘阶层袁 面临着经济

和社会的双重排斥袁其子女仍然被区隔为野农民工

子女冶遥 农民工子女尽管未来生活充满着不确定

性袁 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融入感高于他们的

父辈袁未来更倾向于留居城市遥 因此袁促进农民工

创业将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一种

重要选择遥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推

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和农民工市民化遥 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袁
强调野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冶遥 将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发展和返乡创业有机结合袁统
筹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和引导农民工合理逆城

市化流动袁是解决农业尧农村尧农民问题的重要途

径袁也是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之举遥

参考文献院
[1] 才凤伟援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融入之道要要要农民工城市

创业的情境分析[J]援西南石油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

2015袁渊4冤院52-57.
[2] 李萍援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创业:主动型城市适应模

式的路径选择[J]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
2016袁渊3冤院61-66.

[3] 陈文超援形同质异院进城农民务工经商的分殊[J]援华中科

技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15袁渊5冤院114-120.
[4] 聂洪辉援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J]援福建行

政学院学报袁2014袁渊2冤:56-60.
[5] 才凤伟. 农民工城市创业影响因素研究[J]援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13袁渊6冤:27-32.
[6] 庄晋财袁芮正云等援双重网络嵌入尧创业资源获取对农

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要要要基于赣尧皖尧苏 183 个农民

工创业样本的实证分析[J]援中国农村观察袁2014袁渊3冤院
29-41.

[7] 万向东援 非正式自雇就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与差

异要要要兼对波斯特野市场化悖论冶的回应[J]援学术研究袁
2012袁渊12冤: 62原69援

[8] 冯军旗援野新化现象冶的形成[J]援北京社会科学袁2010袁(2)
院47-53援

[9] 李萍援能力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J]援华南农业

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16袁渊2冤院42-51.
[10] 王春光援农村流动人口的野半城市化冶问题研究[J]援社会

学研究袁2006袁渊5冤院107-122援
[11] 李强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野半融入冶与野不融入冶[J]援河

北学刊袁2011袁渊5冤院106-114.
[12] 朱磊援农民工的野无根性居住冶院概念建构与解释逻辑

[J]援山东社会科学袁2014袁渊1冤院72-77.
[13] 张世勇.生命历程视角下返乡农民工研究[D]援武汉院华

中科技大学袁2014院233.
[14] 孙文中援殊途同归: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J]援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15袁渊3冤:68-75.
[15] 刘雨龙援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J]援社

会发展研究袁2016袁(3)院129-149.
[16] (美)G.H.埃尔德援大萧条的孩子们[M]援田禾袁马春华译援

南京院译林出版社袁2002.420-472.
[17]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J]援社会学研究袁

2005袁渊4冤院120-133.
[18] 曾迪洋.生命历程理论及其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回顾

与前瞻[J]援社会发展研究袁2016,渊2冤:199.
[19] 李强袁邓建伟等.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院生命历程研究

的范式与方法[J]援社会学研究袁1999,渊6冤院1-18.
[20] 景晓芬袁马凤鸣.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留城与返乡

意愿研究要要要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J]援人口

与经济袁2012袁渊3冤院57-64.
[21] 袁松袁余彪等.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要要要以湖北沟

第 6 期 孙文中院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创业型社会融入 窑119窑



Migrant Workers爷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from Life Experience Perspective

SUN Wen-zhong
(Law School of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in cities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urban life,
and move up the social ladder to change their destiny in cities. Analyzing migrant workers爷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entrepreneurship by examining their life experience, our study finds the entrepreneurship
is a gradual process for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urban society. Migrant workers wh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n
cities typically go through four stages of working in cities,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business and life gradually
stabilized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ir entrepreneurship happens in a particular time and space. It is
affected by age, family life cycle and the time for life change.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effect of life experience, different
results of entrepreneurship lea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ich not only affects how they integrate into
urban society, but also affects how they plan their children爷s future.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socie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start businesses in cities as well as back in their hometowns,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an orderly way, and also guide migrant workers to retreat from large cities to small towns and even
non-urban areas.

Key words: life experience; migrant workers; starting businesses in cities;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citiz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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