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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文化冲突对农民工的影响 *
王春林
( 江苏大学法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摘摇 要:农民工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流入到经济发达地区后,由于农民工流入地与流出地存在较大的文化差
异,因而产生了文化冲突。 在农民工流出地,其文化特征表现为经济上的简单性,人际交往的初级性,文化上的相
对传统性,思想观念的相对保守性。 而农民工流入地,其文化特征则表现为经济上的开放性,人际交往的多元性,
文化上的商业性和技术性,思想观念的现代性。 由此可见,农民工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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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农民工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富裕

1. 1摇 经济上的简单性

迁移,必须面对流出地文化与流入地文化的冲突与

济活动,社会分工不明确,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农业

交锋。 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冲突。 正因为乡

文化所创造的物质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

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流动人口在遭遇城市文

需要,物质文化相对比较贫乏。 大多数乡村经济落

化的冲击下,他们显得有点无所适从。 其结果是文

后、商业萧条,仍然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市场经

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

济发育不良。 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没有统筹

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并在人们心中

规划,没有统一的供电、供水、供热和垃圾处理系统,

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当盲目追求财富的欲望得

生活极不方便。 乡村由于交通等公共设施和基础设

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对现存规范、制度、秩序产生

施条件差,无力吸引有利于促进自身发展的要素,经

敌视的心理,这样违法犯罪便不可避免。

济水平难以提高,也无法改善物质条件,已形成恶性

1摇 农民工流出地的文化特征

循环。 在此基础上,农业人口形成了辛勤的劳作方

地区,这不仅仅是人口流动,与之相伴的还有文化的

外来农民工原先居住的村落,是一种熟人化的
生活场景,共同生活习惯和伦理认同使得他们能够

经济上,乡村劳动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经

式和节俭的消费文化。
1. 2摇 人际交往的初级性

社会关系上,以初级关系为主,人口较为固定,

较为准确和理性的认识并把握自己的行为。 但当他

与外界联系较少,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具有族群文化

们一旦进入以工业化和消费化为中心的都市工作

特征,重视血缘伦常,血缘和亲缘关系占据社会关系

时,从常理上来讲,其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就应该

的主导。 人与人之间朝夕相处,每一个人的一生都

有所改变以适应新的生活。 农民工原先在乡村的文

在他人的视线里度过。 乡村居民由于血缘宗族意识

化是在农村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较强,社会结构多呈家族式,有既定的谱系和辈份,

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信任,建立了依靠传统风俗习惯、

同质性较高,社会关系简单,人口流动少,民风淳朴,

乡规民约等社会控制机制。 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原

情感单纯,人生观念质朴,交际方式憨厚,邻里关系

先的乡村生活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较为融洽。 宗法和某地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对其
行为有较大影响,传统伦理习惯规范势力较大,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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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法治观念略显淡漠。
1. 3摇 文化上的相对传统性

文化传统上,受传统文化及习俗影响较重,相对

保守、封闭,体现出文化单一和集中的特点。 人们大
多心态保守,对新生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不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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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于一成不变的生活。 农村地域族群制度一方面

职称、文化水平、身份地位等因素决定的,社会行为

约束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了社会道德;另一方面也限

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共道德约束。 流入地家

制了人的发展,造成了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社会陋

庭规模一般呈现小型化、结构简单化,在构成上多为

习。 文化特质则多具感情性、传统性、外显性、拒斥

核心家庭,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家庭外的

性,宗教观念、宗亲观念等明显比城市重,文化艺术

社会活动。 流入地居民大多从事固定的职业,工作

形式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

与生活相分离,工作时间具有分割性,日常时间安排

中以情谊见长,重视情感关系,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

较具节奏性和条理性。

情感投入和特殊性原则主导的行为模式。

2. 3摇 文化上的商业性和技术性

1. 4摇 思想观念的相对保守性

文化传统上,农民工流入地是个多元社会,是不

思想观念上,农业文化比较保守,以维持低质均

同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文化底蕴上体现出多元性。

衡发展的价值观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培养了人们

每天都进行大量的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人们的意

安于天命的被动思想的同时,也使人们养成了不思

识更为开放,观念更具弹性和适应性。 流入地居民

进取的思维定势。 立足于农业生产的传统乡村,守

的行为一般都受到技术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使得文

四时之变,信万物有律,深得“ 天人和谐冶 的传统之

化在内容上倾向于商业性和技术性。

精义,顺天应物,勤俭克己,安守本分,墨守陈规,深

2. 4摇 思想观念的现代性

受以和为贵以及重义轻利思想影响,做事求和、求

思想观念上,农民工流入地人员流动频繁,交往

稳,不易冒险,接受新生事物能力较差,缺乏时间观

面大,人多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尊

念,忽视技术技能的重要性,乡土观念浓厚。

严,血缘宗族的观念淡漠,缺乏紧密统一的整体联

2摇 农民工流入地文化特征

系,因此感情淡漠,关系松散。 往往借助电视、电话、
电脑、报纸、广播等发达的传媒技术了解外部世界发

文化底蕴上,农民工流入地居民生活方式表现

生的一切以及与他人随时进行交往。 而且,流入地

出明显的现代性、开放性、多元性、技术性、商业性和

居民往往根据阶层、行业等背景等的不同以及为保

流动性等与流出地乡村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模式和

护自身利益或为实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而以

特点。

一定的方式组成一定的社团群体,呈现出较强的社

2. 1摇 经济上的开放性

群性。 当然,随着流入地居民交往范围极大的拓宽,

经济实体,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流入地。

愈来愈现代化。

而且,经济部门门类齐全,功能完备,能更大程度满

3摇 农民工区际文化冲突

经济上,经济规模庞大,易于形成一些跨区域的

足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结构上以第二、第三产业为
主,具备较发达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 这些特点
体现出流入地比流出地更具有活力,更为繁华。 各

交往的内容、方式和规则也表现出多样性,生活方式

3. 1摇 经济状况导致的文化冲突

人的文化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和利益本身就有着

种工作、居住等场所和交通、游息等设施在农民工流

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利益推动共同文化意识的形成,

入地高密度分布,高楼林立、色彩缤纷、规模宏大,现

因此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就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涵。

代化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基础设施完备,

农民工流入地经济水平一般较流出地乡村为高,商

居民生活便利。

业活动频繁,市场发育成熟,呈现出强烈的集聚经济

2. 2摇 人际交往的多元性

效应。 2006 年 4 月发布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出地乡村,而且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人们从事不同的

度大,劳动危险性高。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

职业并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时间 8 小时以内的农民工仅占 13. 70% ,每天工作

社会关系上,流入地人口的集中程度远高于流

流入地的文化特质多具理性化、世俗化、容忍性、匿
名性以及非个性化,大众艺术活跃,流行时尚多变。
流入地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是由职业、级别、

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

时间 8-9 小时的农民工达 40. 30% ,每天工作时间 9

-10 小时的农民工达 23. 48% ,甚至每天工作时间

达 10 小时以上的也占到 22. 50% 。 被调查农民工

30

王春林:区际文化冲突对农民工的影响

的月工资均比较低。 其中,每月收入在 300 元以下

化上的冲突。

的 农 民 工 占3 . 5 8 % ,3 0 0 元 - 5 0 0 元 的 农 民 工 占

3. 2摇 人际交往导致的文化冲突

以上的农民工占 27. 90% 。 该调研报告显示,2004

于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交往。 以亲缘、地缘、业缘

全年可节余人民币 3 000 元左右。 调查显示,2007

活习惯上的同一性,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以及

408 元, 其 中 人 均 务 工 收 入 3 314 元, 人 均

缘、地缘、业缘关系接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强化

76. 7% 。 与常住人口相比,农民工的衣、食、住、行都

也为其亚文化价值观、道德观在群体内的扩散创造

29. 26% ,500 元-800 元的农民工占 39. 26% ,800 元

农民工交往方式与其迁移路径相仿,主要是基

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 780 元,平均

关系形成的交往方式是农民工群体行为、文化与生

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 18 588 元,人均收入 4

职业上的相似性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亲

农 业 纯 收 入1 0 9 4 元 , 务 工 收 入 占 家 庭 总 收 入 的

了农民工与主流社会的隔离,同一群体的密切交往

处于较低水平,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许多农民工居住

了条件。 农民工获取工作的主要途径是依靠亲缘和

在简易的房子或工棚里,很难得到干净饮用水,几乎

地缘关系,来到流入地后,他们通常以地缘关系聚

没有卫生设施,自身权益也往往容易受到侵犯。 就

居,即来自同一地区同一省、同一县、同一乡镇甚至

以广州城中村原住民的生活为例,据相关报道,2001

同一村的人集中在城市的某个街区或社区选择住

年珠江村村民通过分红和出租屋租金,村民平均年

所。 通过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一些人在工作中获得

收入十万元左右:分红每股 160 元,三口之家每年可

了业缘关系,这种关系往往能为他们的交往及择居、

租金约 5 万元。 而与此相对应,国务院研究室课题

个人的精神后盾,同时也必然会对个人形成诸多约

获益 5 万元以上;每套房租金以 500 元计,一年可收

择业活动提供更多的选择。 这种熟人圈子既是一种

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大城市中,农民工的月工

束体系,要求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乡村生活的规则

资普遍较低,主要集中在 500 元 - 800 元之间。 其

和评判标准,这些约束包括来自亲属的压力、社会道

元的占 29. 26% ,500 元 - 800 元的占 39. 26% ,800

地后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充满着“ 陌生人冶 的世

市区 84. 81% 的流动人口属于“ 商业服务业冶 和“ 生

被远远地抛在了家乡,他们在那个社会中所遵循的

中,每月收入在 300 元以下的占 3. 58% ,300 元-500

德、乡俗、村组干部的行政管束等。 农民工进入流入

元以上的占 27. 90% 。 而据相关资料,2000 年广州

界。 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建立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

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冶 ,并且 75% 的流动人

规范和观念,也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流入地社会中

口受教育 水 平 在 初 中 及 以 下 水 平, 月 平 均 收 入 仅

变得愈来愈不适应,没有融入流入地文明,反而接受

500 元左右。 农民工的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相差较

了许多反社会的观念和行为,成为反规则的力量,从

大一段距离,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他们的自我期

而形成反文化。 与以前的熟人社会相比,农民工在

许与社会的期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因为期望较

以下方面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将淡化甚至趋于虚无:

高,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

没有亲人的规劝或管束、没有熟人的监督、没有乡规

显得相对较弱,所以他们对现实表现出较低的满意

民约的约束、没有地方权力的管理、没有舆论压力和

度,认为付出和收获不平衡。 由于外来农民工对其

精神包袱。 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行为的自我约束将

而言不仅是治安隐患的制造者,也为流入地创造了

变得松驰,外界评价方面的顾忌和禁忌将大为减少,

一定的物质财富,农民工流入地原住民对外来农民

犯罪的精神成本由此大大降低。 人在匿名的社会

工往往持一种既歧视又接纳的矛盾心态。 在流入地

中,往往容易放纵自己。 而在流入地文化中,血缘关

中,原住民往往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作为一

系相对淡化,人际关系相对淡薄,社会控制主要依靠

个利益共同体来面对外来农民工,如何处理与外来

法律和法治。 流入地居民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优越意

农民工所产生的种种纠纷。 在这样的群体意识和规

识及头等公民的意识,对进城农民工的到来普遍产

范中,流入地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很强烈也很深刻,

生了一种负面的看法,自然不自然地将农民工看成

将外来农民工作为不可或缺的异己分子看待。 直接

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另一类,认为他们扰乱了当地的

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

社会治安,破坏了城市的生存环境,使当地居民的生

理念。 经济上的差异造就了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文

活安全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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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摇 文化传统导致的文化冲突

氛围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就是犯罪现象的出

和社会生活内容的改变,其文化背景也必然发生变

3. 4摇 思想观念上文化冲突

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由于人们本身角色的变化

化。 农民工流出地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较好保

现。
在流入地生活,农民工脱离或者弱化了同原有

存了传统文化的特性。 流入地文化的多元开放性与

群体的联系,从而导致家族、家庭等约束力显得鞭长

流出地社会的封闭保守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流入

莫及,传统农村文明对规范他们的行为也无能为力。

地社会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一个陌生的社会,具有多

面对陌生的环境,传统的社会约束力被解除,人与人

元性、开放性、新异性和典范性的特点,吸引着人、

之间关系松散、冷漠,农民工也未同新的群体建立牢

物、信息汇集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和新观

固的联系。 其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处于

念,对新事物多持包容态度,敢于求新求异,追求时

自生自灭之中。 在这种状况下,面对在流入地遇到

尚,创造出多元混合的自由开放式文化环境,却也极

的各种问题和心理不适,一部分农民工只能以自己

易丧失传统和民族之根本。 这种“ 文化模式以内在

的想法来理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冲突和调适自己的

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

心理。 然而,农民工文化素养的低层次性使其在理

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 虽然文

解社会现实问题上表现出迅速、朦胧、肤浅的特点。

化的影响力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直接和强烈,但更为

他们一方面以客者心态来审视流入地环境与文化,

持久和稳定,它往往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政治经济体

以短期行为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加速的

制而左右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和历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意识形态

进程。 因而,文化模式是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冶 由

领域难以接受“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冶 的原则,在价

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农民工流入到移居地后,却

值观念上难以形成高度整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又不能立即融入当地。 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件下的价值取向,完全以自己的利害得失对人、对事

就业方式都与流入地居民不同,并且已经形成特定

进行判断,以低层次的价值取向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的道德规范、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代表

面对心理上的种种不适,不能理智地从对社会和自

自己特色的亚文化。 有些农民工固守了自己心中的

身的客观认识角度进行调适,而是选择一些不正当

乡土文化,恪守宗法伦理,但这却被城里人讥笑为社

的手段来满足自己对利益的追求,从而具有了越轨

会理想上的平均主义、经济上的狭隘功利主义和心

行为,表现出亚文化价值观对农民工个体越轨行为

理上的封闭主义以及保守的思维方式等等。 他们处

的产生起到了诱导作用。 同时,由于人的社会行为

于多元价值规范的包围之中,一方面受着文化冲突

是通过后天习得的,生活在同一群体中的人们往往

带来的困惑,多少显得无所适从,但同时又发现这些

会对彼此的行为产生影响。 当个体行为逐步转化为

相互对立着的规范恰恰又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合理

群体行为时,也就使引导、规范群体行为的亚文化模

化的借口———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多种规范

式逐渐形成并得到强化。 文化冲突使得农民工产生

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来证明自己要求的正当性或是来

了强烈的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但同时文化冲突又

论证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是他人是如何的不规范、

是其消解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的最佳手段。 农民工

不合法。 当农民工面对流入地社会结构的复杂多样

有着对自己群体文化体系中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

性、人口组成的异质性、社会流动的多样性、人际交

独特理解和认识,在面对文化冲突时,为了摆脱边缘

往的疏离感等特征时,他们最终陷入了既非传统又

意识和文化焦虑,他们会蔑视未能反映出来他们利

非现代的矛盾漩涡,担当了乡村文化与流入地文化

益要求的主流社会的文化规范,而坚决捍卫自己所

的“ 文化边缘人冶 角色,两种不同的文化规范的差距

在群体的文化价值。 对现实缺陷造成的心理失衡的

极易使他们出现矛盾、困惑、迷茫情绪。 在这两种文

尤怨甚至愤怒情绪往往演化为对社会正常秩序与既

化的冲突与交织下,农民工评价善恶的价值标准失

定规则的反叛与仇恨心理,进而上升为极端的颠覆

去了统一尺度,若干年形成的传统的价值取向也不

与破坏性,不择手段———包括非法的甚至犯罪。 因

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农民工移居到另一文化区域
时,他原先具有的文化准则往往与移居地新的文化

为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根深蒂固的胆小怕事的小
农意识,老乡往往会成为他们最可信赖的力量集合,

32

王春林:区际文化冲突对农民工的影响

而游离在他们周围的已经发育成熟的老乡犯罪团伙
也常常会物色他们作为发展的对象。 在利益的驱使
与诱惑下,往往会很容易地主动或被动地投靠老乡
犯罪团伙,并在团伙成员的怂恿与摔掇下,越来越背
离传统的道德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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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Regionally Cultural Conflicts on Migrant Workers
Wang Chunlin
( The law school of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conflicts take place along with the inflow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economically un鄄

derdeveloped regions to the relatively developed regions due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features be鄄

tween them, where quantities of totally opposite elements in terms of economy, human communication, tradition
and concept are existi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s of regionally cultural conflicts on migrant workers and
provides with the relevan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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