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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问题
值得高度重视
——访王中会
采写/本刊记者 弓立新

究”，对流动儿童的适应问题有着深入思考。

王中会，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
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流动儿童城市适应、
社会认同、文化适应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培

流动儿童从农村到城市面临巨

养。研究成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大的挑战，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当地儿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
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

：一些研究表明，流动儿

金项目和中华女子学院科研项目等。近年来，

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当地的儿童，比如自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50篇，出

卑感强、自我封闭等等。您也这样认为吗？这

版学术专著2部，出版教材1部。

会不会是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
王中会：在流动儿童的界定上有两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越来越

一类是省内的流动，从自己居住的村镇流动

多的农村家庭迁移到城市，寻求新的生存和

到附近的县或者市。另一类是跨省的流动，在

发展空间，流动儿童的数量也随之持续增长。

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就是流动儿童主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

要集中的地方。如果把流动儿童作为一个整

国流动儿童数量已达3581万，其中每100个城

体看待，其中多数是在大城市生活的，少部分

镇儿童中就有25个流动儿童。在北京，每10

是在省内或者家附近的城镇。所以，研究流动

个孩子当中就有3个是流动儿童，在广州和上

儿童整体状况时，我们会更多考虑他们对大

海，每10个儿童当中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可

城市的适应问题。

以说，流动儿童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因

关于标签化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

此，有关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与未来发展的

面来看待。第一次层面确实是有标签化的现

问题，不仅是他们身心健康和成才成长的个

象。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他们以城市的标

人问题，更是有关整个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

准来看待流动儿童，从社会支持、经济资本、

的重大问题。近年来，王中会副教授主持教育

家庭条件等方面看，大多数流动儿童所拥有

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流动儿童多元社会认

的教育资源和条件的确存在一定的欠缺，而

同整合机制以及对其社会融合影响的追踪研

且那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和师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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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法和北京的公立学校相比。

收所有的流动儿童的。比如，我了解到在海

另一方面，家庭的流动的确引发了流

淀区的某些公立小学，由于附近的本地居民

动儿童的很多问题。如果孩子在老家生活，

减少，学位就会空出来接收流动儿童。假如

那些固定的生活习惯、观念、对外部世界的

有200个招生名额，但是周边的流动儿童可能

探索和人生的挑战，是不会一下子呈现出来

有800人，他们就要从这800人里选择200个小

的。而家庭流动带来的生活改变，对他们来

孩。其他进入不了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就只

说就是一种挑战，孩子在心理上就要重新适

能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不了解情况的人，看

应周围的一切。

到有的公立小学有百分之七八十，甚至90%都
是流动儿童，就以为所有流动儿童都能够进
：在一些重点小学中，每

入公立学校，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在我调

年都会有个别户籍不在北京的借读学生因为

查的流动儿童群体的孩子当中，大约只有一

无法参加后续中考和高考，回到原籍上中学以

半的孩子上公立学校。

便参加考试。他们也算流动儿童吗？
王中会：这类家庭的社会资本和经济条

：您在研究中提到，流动

件一般都很好，孩子入好的小学都不成问题，

儿童的自我认同在公立学校和在打工子弟学

最大的障碍是中考和高考。家长会让孩子回

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

到原来的户籍地，上好的中学，然后参加国内

王中会：进入公立学校，对流动儿童来

的中考和高考。也有一些经济力量雄厚的家

讲存在更大挑战，会出这种状况：那些能力强

庭，直接送孩子出国留学。在我的研究中，这

的孩子，更适应公立学校，会对城市的认同度

类家庭比较少，我更关注那些处于劣势处境

高。同时，城市的孩子也更容易认可他，这是

的流动儿童。

双方相互促进的作用。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来说，如果内
：我了解到，在北京的一

心不认同周围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想

些公立小学，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孩子都是流

去认同更城市化的生活，不仅很有可能被周

动儿童。那是不是大多数流动儿童能在附近

围的人排斥，而且也得不到城市孩子的认可。

的公立小学上学呢？

那么，他们就容易内心产生矛盾和冲突。因

王中会：事实不是这样的。到公立小学

此，更多的家乡认同才能让他们获得心理上

上学的这些孩子，实际是在流动儿童这个大

的平衡。毕竟，人总是希望要找一个自己心里

群体中筛选出来的。随着父母融入城市的状

有所归属的群体来获得一种认同，让自己心

态、积累的社会资本的状况，流动儿童的群体

里感到平衡。

内部也是分层的，就跟任何社会的群体一样。

总的来说，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和打工子

能进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和不能进的就是明

弟学校的孩子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社会认同获

显的一种分层，主要的原因就是家长的资源。

得心理平衡，但是途径是不一样的，对于个体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公立学校完全可以

长期发展来讲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接收流动儿童，但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接

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通过对自身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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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获得了心理平衡。但是，人总要考虑以

家长办各种各样的入学手续，孩子可能不在

后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一般来说，这些孩子

意，只是背着书包上学，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和

长大以后很难再回到乡村生活，那么现在他

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时间长了，他会慢慢

们固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未来的生活在某种

感受和意识到，某种意义上他和别人还是有

意义上就受到了限制。那些在公立学校的流

区别的，比如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父母对教

动儿童，在目前的融入过程中有些困难和障

育的关注程度、指导方法，等等。这些不是经

碍，但是一旦跨越了这种障碍，发展得会越来

济方面的问题，而是家庭教育理念、方法的差

越好。

异。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差异往往能够带来
积极的作用。研究表明，就读公立学校的流动
儿童，各方面的文化适应明显好于就读打工

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女生各

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原因可能在于公立学

方面的适应能力都好于男生

校的流动儿童更容易接触到北京当地的儿童
或成人，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交流。

：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是
您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从哪些方面来
判断流动儿童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呢？

：一般家长很容易理解学

王中会：流动儿童进入城市生活，大致

校适应的含义，那什么是城市适应和文化适

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观察他的适应情况，分别

应呢？

是学校适应、城市适应和文化适应。

王中会：我们可以通俗地解释城市适应

首先是学校适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和文化适应的概念。一个农村孩子刚到大城

第一，学习能否跟得上；第二，同伴之间交流

市的时候会充满好奇和兴奋，接下来要面临

是否顺畅；第三，师生关系是否和谐；第四，

一些自己不习惯的东西，这对他就是一种心

对学校环境是否接纳和喜欢。

理挑战。比如，对于北京孩子，坐地铁是习以

我在研究中发现，进入公立学校的流

为常的事情，而一个外来儿童则要先搞清楚

动儿童和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

地铁是怎么回事，才能学会坐地铁。类似的生

在学校适应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短期来

活细节还有很多。因此，对于一个小时候在老

看，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虽然环境不

家长大、上了学才来到北京的流动儿童来说，

是特别好，但是群体的同质性比较高，大家

他就面临着一系列情况的适应问题。这些就

都是外来打工人家的孩子，大家都普通话说

不仅仅是学校适应，而是更大层面的城市生

得不够好，家庭状况比较接近，他们彼此内

活适应。

部的认同感是比较强的，他的交流、伙伴之

再进一步，就会出现文化层面的适应问

间的融洽度都是很好的，可以说在学校里的

题。比如，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实际是有

适应状况相比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面临

一些潜在的价值和规则的，是有文化的因素

的挑战要少一些，获得融洽关系的可能性会

的。一个男孩子在老家的时候和小伙伴打打

高一些。

闹闹，彼此觉得很正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和

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孩子，刚入学时，

城市孩子交往，也许就不容易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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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还包含价值层面和生活习俗

调整自己，愿意和他人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

的内容。孩子可能并不知道什么叫价值观，

而由于男性关注的重点不在这里，他对改变

但他会潜移默化地认同一些观念。比如在农

的抗拒和抵御的状态要比女性多，适应过程

村，节俭是被认可的好品行，对于已经习惯

会比较慢。如果他很快做出改变，会觉得是在

节俭消费的孩子来说，面对城里的孩子的消

否定原有的自我价值，内心的冲突感会比较

费观念和方式，就要有一个重新认识和调整

大，所以男性的适应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的过程。
在生活习俗方面，如果一个孩子在老家

城市认同和家乡认同都能带

习惯吃某种食物，到了城里，他可能就会想是

给流动儿童心理舒适感

不是能常常吃到这种食物？在和其他小孩一
起春游时，别人选择的食物和自己爱吃的食

：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

物是不是一样的？这一切，在孩子的内心都

问题，受儿童本身、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会产生困惑和动荡，让孩子不得不在行为上

的影响。您的研究中谈到社会认同在其中发

做一些调整和改变。这些事情都会涉及到文

挥重要作用，什么是社会认同呢？
王中会：社会认同是分层次的。首先是

化的适应。

自我认同，不过一个人是否认同自己还要取决
：您在研究中发现流动儿

于周围的环境是否认同他。比如，学校的老师

童女生在各个方面的适应都好于男生，这是

认同我，周围的同学也喜欢我，我的自我认同

为什么呢？

度就会高一些。如果大家都排斥我，我的自我
认同感很可能就比较低。

王中会：研究的结果的确如此。在城市
适应方面，女生比男生的城市融合与融入的

社会认同的第二个层次是一个人对周围环

程度好。在学校适应方面，女生在师生关系、

境的认同。比如，流动儿童是否认同大城市的

同伴关系、学校环境、自我评价等维度的得分

环境，将来是想留在城市生活还是回到老家，

都高于男生。这可能是因为女生总体上具有

等等。这些都能反映出孩子认同的状况。可以

安静、懂事等特点，男孩子的调皮令老师头

说，社会认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从儿童自身的

疼，也就造成老师偏向喜爱乖巧女生、师生关

心理反应来探讨它与环境适应能力的关系。

系更融洽的情况。在文化适应方面，女生在生
活方式的适应上比男生要好。

：您的研究中提到流动儿

在我看来，当进入一种新环境的时候，

童对家乡认同能让他们心里更舒适，如果对

在适应过程当中，男生和女生的价值标准不

城市有更多认同的心里反倒会矛盾，这是怎么

一样。女性在意的是与他人关系的融洽与和

回事呢？

谐，男性更愿意追求外部社会意义上的成功，

王中会：从我的研究结果当中的确发现

以此来确定自我的价值。于是，男性和女性的

了这样的现象，我开始也有点儿困惑，经过综

适应策略就会不同。在生活习俗，也就是我们

合思考，发现也有其合理性。
我做课题调研的对象绝大部分是生活在

讲的文化适应方面，女孩会在细节方面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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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的流动儿童，从社会学上讲，这

韧性的含义和我们以前常用的抗逆力、抗挫

类家庭有“边缘化”的情况：完全融入城市生

折能力、心理压弹能力等是相同的吗？

活，十分困难；回到家乡生活，又不情愿。而

王中会：这些词都是外国翻译过来的，核

且，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不断被边缘化，在

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抗挫折的能力。

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类人群还有一个

心理学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心理韧性，大家觉

特点，就是内卷化。为了谋得生存，老乡之间

得这个词更贴切一些。通过常识我们也可以知

互相介绍工作，邻居也是亲戚和老乡的关系。

道，面对逆境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消极沉沦，

他们彼此支持，群体内部的内聚力不断增加。

有些人就能够战胜逆境，成为生活的强者。

边缘化和内卷化的特点，反映在社会认

具体到心理韧性这个概念，恰当的理

同方面，就是这类人群的成员大部分是沿袭

解是内部的自身优势和外部的支持环境相结

老家的生活习俗，遵循老乡群体的生活观和

合。也就是说，培养儿童的心理韧性既要有

价值观。这样，他们在内心能获得平衡感和归

先天性的因素，也要有环境的支持、接纳。比

宿感，也能找到周围人对自己的认可。

如，有的小孩性格坚强一些，理解事情多元
化，无论从性格的角度，还是认知能力的角
度，这些都是积极的内在心理资源。但这些不

增强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

是固定不变的，一定要有环境的滋养。如果孩

能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子总是被打击挫伤，先天的那点儿心理韧性
可能就被磨灭了。

：有研究说流动儿童的主
观幸福感不高，心理抑郁、孤独的情况会比

：您对促进流动儿童的健

本地的孩子多，是这样的吗？
王中会：我个人觉得这些描述符合客观

康成长有什么建议呢？

事实。城市孩子遇到的挑战，比如考试成绩、

王中会：首先，从儿童自身来看，不能把

是否上补习班之类的，是发展的问题，而不是

外在的困难变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

生活适应的问题。对于流动儿童来讲，他不仅

学校和家庭要重视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挖掘

要面对学习上的难题，还有城市生活适应的问

和培养，促进他们的城市适应。同时，学校老

题。那么，他们的负面情绪就会多一些。

师和家长有必要协同起来，教会流动儿童一

所谓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

些城市适应的技巧，以及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的目标，对其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状态的整体

和同伴关系的技能技巧。最后，政府需要为城

评价，是体现个体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

乡劳动力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

标。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普遍

境，同时加强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沟通，促进

低于城市儿童。因此，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

两者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现状以及提升机制就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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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心理
少年儿童研究 2018.5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