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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

络的建构是该群体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进程中的工

作重心。深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

结构和建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群体的生活和

社会支持状况，这既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

迫切任务，也是促进工业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基础。探究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机制，不仅

可以为对策的提出提供可靠有效的触发点，还能为

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提供新的逻辑起点,是对中

央“努力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精神的积极回应。

一、研究背景

社会支持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它是一

定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

系。个体社会支持网络通常指个人能够从中获得

各种资源支持（如物质、情感、就业、社交等），以缓

解并处理各种日常问题，维持生活的正常有序进行

的社会关系的集合。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分为正式

和非正式两种网络，正式社会网络主要包括政府、

社区、社会组织等，非正式社会网络主要包括亲缘

关系、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1]。

国内社会学领域对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一

直和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紧密相关[2~5]。张文宏等最

早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比较，并从文化

和结构两个方面作了解释 [6]，这是我国整体网络研

究的开始[1]。对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多以

个体网络特征为切入点，王毅杰等发现农民工社会

支持网络具有规模小、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

等特点[7]。这些个体的网络特征加上社会经济地位

低下，导致了他们城市生活的交往困境，直接妨碍

他们与城市文明同化和交融[8]。李树茁等从整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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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角度揭示了农民工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与融

入城市之间的关系[9]。个体在向社会网络成员寻求

帮助并得到支持的过程是一种互动，互动的广度和

深度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关系构成来

表示。所以对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社会融合的状况[10]。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

市中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影响其融入城市的

意愿[11]。农民工现有的局限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社

会资本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和认同[12]。

然而，目前对社会支持网络建构的研究多集中

在对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研究上[13~15]。网络建构

研究也倾向于通过个案访谈收集资料，注重质的研

究 [16~17]。本文正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旨在

通过大规模调研收集到的一手数据，分析农业转移

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构成，力图为建构该群

体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政策建议，以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的市民化进程。

二、研究设计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安徽行政学院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课题组 2016年 2月在安徽省内进行的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专项调研数据。此次调

研的对象为“年龄在 16周岁以上，户籍为安徽农业

户口的在外地打工人员”。其中，女性占 37.7%，男

性占 62.3%；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 80.1%；新生

代群体（1980年以后出生且年满 16周岁）占总体的

35.5%。此次调研的内容包括安徽省农业转移人口

的基本情况、城市生活工作的成本收益状况、社会

支持网络的现状以及该群体的市民化意愿等。此

次调查随机发放问卷1800份，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

入过程中，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系列质量控制措施，

最终获取有效问卷1460份，并在此基础上，于 2016
年下半年对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对象以半结构化

访谈的形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追踪调查。获得的数

据质量可靠，能基本反映安徽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基

本情况和社会支持网络现状。

本研究在范德普尔社会支持分类的观点基础

上，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划分为物质、

就业、情感和社交四个维度。其中，物质支持主要

涉及借钱和日常事务的帮助；就业支持涉及就业信

息的获取；情感支持包括情绪疏导、排解，精神安慰

和重大问题的咨询等；社交支持涉及工作之余的社

交活动，如外出、就餐、逛街等。

（一）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及分

布状况

网络规模主要是指构成一个个体社会支持网

络的成员的数量。本研究参照范德普尔的提名法，

采用以下问题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成

员名单的获得：

物质支持：当你在城市手头紧，缺钱的时候，你

会向谁借钱？

就业支持：如果你在城市要换一份工作，您可

以从哪里获得信息？

情感支持：当你在城市工作心情烦闷的时候，

你会找谁倾诉？

社交支持：周末或工作之余，你会选择和谁一

起打发时间？

调查员先向调查对象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再询

问这些人与调查对象的具体关系，即网络构成。

如表1所示，统计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

支持网络的平均规模都在 5人左右，社会支持网络

较小。四个维度中超过半数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

都在 5人及 5人以下。其中，物质支持网络的标准

差为 44.161，这充分说明该群体的物质支持网络规

模差距很大，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值得注意的

是，社会支持网络规模最大的为就业支持网络，平

均规模超过 9人。另外，超过 20%的受访对象的就

业支持网络规模超过 10人。根据访谈过程中的信

息可以得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服务业的迅

猛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就业渠道增加，除了

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和帮带，网络也成为他们就

业信息的重要来源。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比他们的

父辈更懂得依靠互联网增加信息和人脉资源。农

业转移人口的情感支持网络的规模不大，平均规模

在5人左右。社交支持网络在本次调查中的规模最

小，均值为 4.39，规模差距很小，这说明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市的交往支持普遍薄弱。

表1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规模

维度类型

物质

就业

情感

社交

平均规模

5.47
9.33
5.62
4.39

网络规模分布情况（%）

≤5人
62.68
51.86
77.05
63.28

6~9人
24.65
25.14
14.52
28.15

≥10人
11.92
21.58
8.42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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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

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体现了网络的质量

特质，主要是指调查对象和其网络成员之间的具体

关系。在本研究中主要设定的关系有父母、兄弟姐

妹、子女、配偶或恋人、其他亲戚、同学、朋友、同乡、

同事、老板、邻居、网友、社区工作人员、宗教或社会

组织的人员。格兰诺维特发现美国人在求职过程

中主要依靠弱关系找到工作，进而提出了“弱关系

的力量”假说，边燕杰则发现，在计划体制下中国人

主要是依靠强关系来寻找工作[18]。国内研究主要将

亲缘和地缘关系作为强关系，将友缘和业缘等关系

作为弱关系[19]。强关系代表的是农民工群体内部同

一流出地的、高度同质的社会关系；弱关系代表的

是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及农民工群体内部不同

流出地的、相对异质的社会关系[10]。王毅杰等对边

燕杰及汪和建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将前五种关系称

为“亲属关系”，并归类为强关系；最后三种关系称

为“相识关系”，归类为弱关系；其余称为朋友关系，

归类为中间关系[7]。

1. 农业转移人口物质支持网络构成

在农业转移人口的物质支持网络构成中（如图

1），选择频次最高的选项依次为：兄弟姐妹、朋友、

其他亲戚和父母。由此可见，亲缘关系仍占据关系

构成中的主要地位，而朋友关系也是其关系构成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农业转移人口的物质

支持与家庭联系相当密切，尤其是兄弟姐妹所起的

作用远远高于其他几个社会支持网络。虽然离开

农村进入城市，该群体的生活场域发生了转变，但

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血缘、地缘关系这些原

有的先赋性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

血缘关系仍是农业转移人口所依赖的重要社会关

系。在随后的访谈中，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

在工作初期“自己的圈子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所以

向父母或兄弟姐妹“伸手要钱是无法避免的，不然

活不下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城镇生活工

作时间的增加，他们更倾向于向朋友借钱而不是亲

属。第一，农业转移人口的朋友群体同质性较高，

他们相似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境遇使其更能够理解

对方的困难处境——“谁能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呢？”

第二，很多受访者尤其是男性受访者都承认“不想

让家里人看不起”、“出来混得有点名堂”，这种传统

观念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愿意向亲属张口寻求帮助。

2.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支持网络构成

从图2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非亲缘关系超过

亲缘关系开始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支持网络中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社会关系的构成依次为朋

友、其他亲戚、兄弟姐妹、同学和同事。朋友关系即

中间关系力量开始突出，成为就业支持网络的主要

构成，亲缘关系成为重要补充。农业转移人口在进

城初期的确要依靠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主要构

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城市安顿下来，解决诸如住宿

和工作的问题。这种先赋性的关系资源可信度高，

成本低，可以迅速帮助他们稳定就业状况，是农业

转移人口在城市顺利停留的重要依托。但是先赋

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同质性高，且具有内卷化趋势，

所以农业转移人口要想更好的融入城市，必须动用

更多的后生资源，后生资源的丰富程度标志着网络

资源的成熟程度。

3．农业转移人口情感支持网络构成

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情感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中

（如图 3），朋友关系和配偶与恋人关系占据了主要

位置，其次是兄弟姐妹和同学。这说明在情感支持

方面，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依赖自己同辈的社会关

系。从总体上看，亲缘关系在情感支持网络中所占

图1　农业转移人口物质支持网络构成

图2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支持网络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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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最大，包括配偶、兄弟姐妹和父母，而配偶在所

有亲缘关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而在以往研究中，只

作为情感支持网络中亲缘关系补充的朋友关系[1][17]在

本研究中作用上升，甚至超过了配偶，成为选择频

次最多的社会关系。在后续的采访过程中，很多受

访者表示“父母亲思想太保守”、“家里人总喜欢打

着为你好的旗号来干涉你”、“好多想法父母亲理解

不了”、“不想把自己的压力带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是他们不愿意向父母等亲属进行情感倾诉的主要

原因。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寻求关系地位相对等的

朋友来获取情感支持。配偶与恋人关系属于新生的

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和朋友关系一起开始逐渐代替

传统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先赋性社会支持网

络，影响力开始逐渐加大。然而数据显示，城市居

民、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城市关系资源即典型的

弱关系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情感支持网络中所占份额

微乎其微。城乡二元制度割裂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

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态度多

为漠视甚至歧视，再加上场域的限制和割裂，很多受

访者均表示“城里人感觉和我们还是不一样，有距离

感”、“城里办事的地方的人态度都不怎么好”、“住的

地方基本都是工友，当地人比较少”，因此不愿意向

城市居民或组织寻求情感支持。

4. 农业转移人口社交支持网络构成

如图4和表2所示，调查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市交往的圈子主要是同事、同乡、亲戚和家

人，同事关系即业缘关系的选择频次最高。由此可

见，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以后，社交支持来源已经

开始由亲缘和地缘等强关系向业缘关系这样的弱

关系扩展。从访谈数据中能看出不同行业和年龄

段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同事群体的构成也有所不

同。总的来说，从事技术性含量高的农业转移人口

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同事群体构成的异质性

高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和老一代农业

转移人口。这里主要指其同事群体中的城市市民

和同为农业转移人口但流出地不同的成员比重。

虽然业缘关系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社交来

源，但亲缘和地缘关系仍是他们社交支持网络的重

要构成，而该群体的社区交往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活

动交往少之又少。在后续采访过程中，很多采访对

象表示“社交浪费时间、精力和财力”，“不知道谁愿

意跟我们交往”，可见过高的社交成本和社交平台

的缺失也是造成农业转移人口缺乏社交支持的原

因之一。

三、研究结果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构成能

够反映其城市融合的现实状况，研究农业转移人口

的社会融合问题既包含了其群体内部的融合, 也包

含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市民的融合，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社会支持网络规模

偏小。其中，社交支持网络规模最小，说明该群体

图3　农业转移人口情感支持网络构成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交往圈子构成

城市交往圈子

家人

亲戚

同乡

同事

社区的邻居

孩子同学的家长

社会团体活动中认识的人

其他

选择频次

725　
830　
860　

1045　
195　
60　
75　
45　

占有效问卷数

的百分比（%）

49.66　　

56.85　　

58.90　　

71.58　　

13.36　　

4.11　　

5.14　　

3.08　　

表2　农业转移人口社交支持网络构成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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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交往范围很小，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从

关系构成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除

就业支持网络以外，仍以亲属关系为主，具有同质

化特征。但是朋友关系这样的中间性力量稍弱于

亲属关系，其力量开始突出。由此可见，该群体的

社会支持网络正逐步从以亲缘和血缘为核心的先

赋性社会关系向友缘和业缘等后生性社会关系推

进，两者处于多元共生阶段。然而，典型的弱关系

（来自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城

市关系）在该群体的网络构成中微乎其微。由图 5
的数据可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使用较多的是公

共设施，而对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享受的很

少。在前文分析的几大社会支持网络构成中，来自

社区的关系构成所占比重也是微不足道。上述分

析说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纽带。这样

的社会关系网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工的交易成本

和心理成本, 却难以靠它获取城市资源。因此，必

须以他们信任的强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建构和发展

新的社会网络，从而逐步融入社会[10][20]。

四、政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

消除制度障碍，加强政策支持。将一切与户籍

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制度松绑，让所有公民都不因

其出生的身份不同而区别享受教育、医疗、就业、养

老的社会保障服务。只有在平等的环境下个人才

有可能真正消除内心的自卑，没有负担地利用各种

可用的社会支持[17]。

正面宣传，正确引导。城市居民的“低眉”和农

业转移人口的“仰望”是剥夺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

活认同感并产生“过客”心理，从而阻碍其市民化的

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要起到积极的宣传和引

导作用，对城市社区居民宣传农业转移人口对当地

经济繁荣和发展的贡献，提高本地居民的社会包容

性。改变政策中区别对待市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

歧视性色彩，消除社会成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

性认同，转变将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外来人员的排斥

性观念,将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统一称作“产业工人”，

确立其城市生产者的主体地位；将其他农业转移人

口称作“城市新居民”，确立其城市生活者的主体地

位。只有农业转移人口有了平等的切身感受，才会

乐意与城市居民互动，进而改变原有的社会支持网

络结构，构建更为多样的、信息资源更为丰富的社会

支持网络，促进其市民化进程，最终实现社会融合。

引导和规范农业转移人口各种组织的建立。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自组织是他们重要

的社会资本来源，能帮助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表达

和权益的维护，提高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在进入

城市初期有利于他们熟悉陌生的城市环境，获得就

业和情感上的支持。但是过分依赖以地缘为基础

的社会资本，往往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形

成新的社会资本，使得他们难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社

会支持。因此，政府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组织如

同乡会进行规范和引导，通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

社区与居民的联系，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增加社会互

动和社会参与，打破陷于底层社会的枷锁和狭隘的

先赋性乡土社会网络。

（二）社区层面

社会生活的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是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21]。社区从地域

上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使之形成共同的文化和利益

倾向，也是感情支持的最大载体之一。社区融合是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起点和关键，是城乡二元

制度逐渐淡化和转化的载体[22]。因此，对于社区而

言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不断完善公共

服务水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农业转移人口

纳入其管理体系当中，转变传统二元结构下的管理

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切实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生活

中的困难。对特殊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强他们

的主体意识，在社区形成互助合作的良好社会风气

与助人氛围，促进社区融合。其次，以社区为桥梁，

搭建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平等交流的平台，鼓励农

业转移人口主动加强与异质群体即弱关系的交往，

摆脱以往以强关系为主的同质型社会关系网络的

图5　农业转移人口享受过的政府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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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梏。社交支持网络中异质性强的关系才能提供

重复性低的、具有稀缺性的有价值信息，从而促进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的积累。第三，在社区设立

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援助机构，定期开展心理

咨询活动，及时疏导农业转移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

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提供情感支持，成为他们以亲

缘为主要构成的情感支持网络的重要补充。

（三）社会组织层面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是其城市融

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首先，在统筹城乡一体化进

程的背景下，各类社会组织要迅速转变观念，增强

服务意识，切实增强吸纳能力，对农业转移人口和

城市居民一视同仁，积极接纳该群体进入社会组

织，扩大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其次，多层面

多渠道建立旨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以

及他们的子女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项目和平

台。例如，建立各种趣缘组织、组织微公益类活动

等，鼓励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子女的社会参与

度，改善他们在城市的融入水平，并通过代际传递

最终达到社会融合。最后，各类社会组织要积极开

展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培训活动，如就业指导、职业

培训、文化素质培训等，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提升职

业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水平，增加人力资本，加快

市民化进程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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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Taking Anhui as an Example
ZHOU Yun-ting1, ZHANG Chao2

（1. Anhu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2. Anhu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rural migrants is the core of work i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zenization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can in some extent reflect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This is not only the urgent
task of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Anhui rural migrants, it is discovered that al⁃
though the scale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population is not larg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increases. Ascribed
and epigenetic relations are both playing a crucial role, thus the construction stage is symbiotic.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multi-party cooperation, namely, the govern⁃
ment, the commun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us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will be sustained.

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citizeniza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integration

Comparison of Determinant Factors of the Elder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or
Medical-Nursing Care Will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YANG Qun1a, LI Xuan-yu1b, DAI Wei-dong2

（1.a.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stitute；b.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e system analysis tools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data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16 factors are combined weights calculation and sorting. Study found that: physical condition and household in⁃
come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s the choice of medical-nursing care mode, h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rea⁃
son of many urban elderly have pocketbook, the selection autonomy of medical-nursing care mode is strong; The individual income, liv⁃
ing way and children care, by urban elderly people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e intentions than rural elderly; since the deep
family endowment ideas of rural elderly, social evaluation, family awarene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fluences than urban elderly.

Key words: medical-nursing care; endowment pattern; urban and rural comparison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上接第71页)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