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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会引发集体行动参与袁但集体行动意向和城市生活适应在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
动的关系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钥 农民工的主观剥夺感能否引发他们集体行动的参与钥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袁
验证了集体行动意向和城市生活适应的中介作用假设遥 为了预防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发生袁最重要的是降低他们的主观
剥夺感曰建立健全利益表达和心理疏导机制袁弱化农民工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意向袁防止意向转化为行为遥 与此同时袁
还要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水平袁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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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导论

截至 2014 年袁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 2.74 亿人遥 淤

对农民工不公正尧不合理待遇的状况遥 冶[4]相对剥夺
感这一概念最早由斯托弗提出袁[5] 社会学家默顿强

随着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加袁农民工维权集体行动也

调相对剥夺感是个体由于某种参照系的对比而形

不断攀升袁这自然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遥 广义的

成的剥夺感受遥 [6]与斯托弗和默顿不同袁格尔认为相

集体行动袁是指野各种形式的尧由一定群体参与的具

对剥夺感涉及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个人的价值期望

[1]

备社会冲突属性的集群行为冶遥 狭义的集体行动是

两个层面袁野相对剥夺感越大袁 人们抗争的可能性越

治行为冶遥 [2]渊P2-6冤本文采用狭义的集体行动概念袁即指

体对不公正的客观环境以及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

野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尧 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

农民工 野由于各种利益被损害或被剥夺而引发的尧
[3]

旨在维护或索赔的利益表达过程冶遥 当前国内关于
农民工集体行动研究的视角主要包括院利益与理性

大遥 冶[2]渊P78冤总之袁相对剥夺感或主观剥夺感是认知主
不符的一种主观认知结果袁是由不平等和价值预期
不一致给人带来的主观上的不悦感受遥

Wright 和 Taylor 研究证实长期的剥夺感易导致

选择视角袁公民权视角袁怨恨尧情感尧剥夺感视角袁其

群体性事件遥 [7]相对剥夺感会引起社会冲突袁继而破

中袁剥夺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因素袁对集体行动有

坏社会稳定遥 农民工进行的维权抗争是基于野外部

显著影响遥

压迫冶的反应袁而相对剥夺感直接带来外部压迫的

野剥夺冶既是一个社会概念袁也是一种社会现

象袁分为主观剥夺和客观剥夺袁也可称为相对剥夺
和绝对剥夺遥 野主观剥夺是指农民工主观感受到的

不公平尧不合理状况袁客观剥夺则是指客观存在的

主观感受袁在这种状态下袁相关利益者很容易参与
到抗争行动中遥 参与者参与集体行动的强度取决于
他们的主观动机强度袁而这种主观动机很大部分取
决于相对剥夺感的塑造袁也就是他们自身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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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被剥夺的主观认知遥

[8]

因此袁蔡禾教授等指出袁

在研究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时必须关注不满情绪尧
怨恨尧剥夺感尧认知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他们从不满
走向愤怒袁并最终采取行动的遥

[9]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会引发集体行动已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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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城市生活适应水平遥 野主观剥夺感越强的
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下降遥 冶[14]

个人是野社会人冶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要经历社

会化的过程遥 野个人在社会中如果形成与社会要求

相适应的知识尧技能尧价值观和性格袁就会按照社会

学界的证实遥 但它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通过怎样的

要求来进行社会交往与行动遥 反之袁他们如果不能

机制实现的钥 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钥 以

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袁就会陷入困惑之中袁继而产

往关于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都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这仅仅揭示了影响因素和集体行

生一些耶失范爷行为遥 冶[15]如今袁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
体需求已经由以前的野生存型冶向野发展型冶转变袁也

动之间的单一关系袁不易发现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

就是说袁城市生活越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袁他们

相互影响过程遥本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渊SEM冤袁

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对城市生活不满意的情绪体验袁

试图探究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影响集体行动的内在

随着这种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袁他们会产生强

机制袁提出集体行动意向和城市生活适应在农民工

烈的寻求自身权益得到保障尧得到实现的倾向遥 当

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动的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的

体制内手段不能满足这一行为的时候袁他们就会做

假设袁并进行证实袁以便提前预防并有针对性地处

出极端反应袁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袁也就是通过野抗

理农民工集体行动事件遥

争冶 为主的集体行动过程实现他们利益诉求的释

二尧农民工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假设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是他们在城市打工期间的
主观感受遥 当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袁而又

放遥 总之袁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与他们
的集体行动参与呈显著负相关遥 冶[16]剥夺感会引起农
民工对社会各方面的不满袁当这种不满积聚到一定

极度渴望社会参与尧市民权和发展权时袁更易产生

程度袁他们就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自己的利

怨恨和剥夺感袁进而产生集体行动意向袁主观剥夺

益需求并改善现状遥 根据以上理论和研究提出假设院

感强烈地激发着农民工的集体行动意向遥 意向和行
动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钥 这一问题一直是行动哲学
的中心问题袁塞尔认为院野不存在没有意向的行动袁甚
至不存在没有意向的无意向行动遥 冶 野集体行动之所
[10]

以可能袁就是因为它是由集体意向引起的遥 冶

[11]

假设 2. 城市生活适应在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

动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作用遥

根据上述关系之间的假设袁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图渊见图 1冤遥

集体行
动意向

基于上述理论与研究发现袁可以假设主观剥夺

感和集体行动意向均对集体行动有影响袁并且主观
剥夺感作为个体对社会不公平现状的一种主观感
受袁它要通过农民工集体行动意向的形成袁继而影

集体行动

主观剥夺感

响他们实际的集体行动参与遥 而中介效应就是揭示

城市生活适应

事物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和相互影响过程遥 [12]因此袁
提出假设院

假设 1. 集体行动意向在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

动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作用遥

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是他们对生活条件尧生

活环境尧社会关系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满意和习惯
程度遥 冶 如今袁农民工客观遭受的以及主观感受到
[13]

的社会排斥是影响他们社会适应的最重要因素遥 由
于工厂环境不能满足他们的主观需要袁他们对自己
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一种低下水平袁甚至产生野剥夺
感冶袁这种心理剥夺感对他们造成了重大阻碍袁降低
52

图1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尧集体

行动意向和集体行动间关系的假设模型

三尧数据分析与描述
本文主要采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
供的野珠三角农民工调查冶中的相关数据遥 样本分别
来自广州尧深圳尧珠海尧佛山尧江门尧肇庆尧惠州尧东莞

和中山 9 个珠三角大城市遥 各城市的样本数按人口
普查与当地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分配袁确保各城市

至少有 200 个样本并限定单个企业的样本数不能

超过 3 个遥 该数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3086 份袁本研

黄岭峻，
唐雪梅：
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中介机制研究

究中删除没有填写集体行动及意向的问卷 7 份袁最
终用于分析的问卷为 3079 份遥

研究工具包括主观剥夺感量表尧城市生活适应

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遥 相关结果分析如下院
渊一冤样本的基本特征

3079 名受访农民工中袁以 20耀40 岁的青壮年为

量表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及参与过集体行动的

主袁占 71.9%曰年龄最小为 15 岁袁最大 63 岁袁平均

选项袁分别为院从来没有尧偶尔有尧经常有尧总是有及

超过一半 渊51.2%冤曰 未婚者居多 渊55.1%冤曰1274 人

情况遥 主观剥夺感量表由 7 个条目构成袁包括 5 个
说不清袁野从来没有冶到野总是有冶依次赋值为 1耀4遥 城
市生活适应量表由 7 个条目构成袁包括很差尧差尧一
般尧好尧很好及说不清 6 个选项袁野很差冶到野很好冶依
次赋值为 1耀5遥 两个量表的相应条目见表 3袁 所有

野说不清冶选项被处理成缺失值遥 参与野罢工尧游行尧
示威尧静坐尧堵马路尧集体上访冶等集体行动的意向

渊27依9冤岁曰男性 1637 人袁占 53.2%曰初中文化程度者

渊41.4%冤有孩子曰大部分人渊75.1%冤有更换工作的经

历遥 参加过集体行动的有 385 人袁占 12.5%曰2153 人
有参加集体行动的意向袁占 69.9%遥 详见表 1遥

年龄

教育程度尧婚姻状况尧是否有孩子及换工经历遥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的得分采用已填项目的均数

婚姻状况

男

小学及以下

未婚
已婚
离婚/丧偶
缺失

孩子

有
无

换工

分析评价遥 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以潜在变量

集体行动

认为达到可接受水平曰[17] 结构效度采用验证性因子

是
否
参加过
未参加过

的形式进入模型中曰是否参加过集体行动和有无集

渊CFI冤尧非规范拟合指数渊TLI冤和近似误差均方根

23.5

缺失

部一致性系数渊Cronbach 琢冤评价袁Cronbach 琢>0.70

型中遥 四个拟合指数院 卡方 渊字2冤尧 比较拟合指数

723

高中/技校及以上

表示遥 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的信度由内

体行动意向均为二分类变量袁以显变量形式进入模

16.4

初中

的农民工间主观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得分的差异

分析采用 t 检验袁由于量表中存在缺失数据袁主观剥

504

< 20

女

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采用 Mplus7.0 完成遥 连续性
比描述遥 是否参加过集体行动及有无集体行动意向

构成比

缺失

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 SPSS12.0 完成袁验证性因

变量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袁分类变量用频数和构成

人数

逸 40

择野不愿意冶赋值为 0袁其它情况均视为有集体行动

为 1袁其余赋值为 0遥 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尧性别尧受

变量

30耀

括愿意尧不愿意尧不一定及说不清 4 个选项袁其中选

野不记得了冶三个选项袁本文中将选择野参加过冶赋值

样本的基本特征渊n=3079冤

20耀

及具体的行为各由一个条目测量遥 集体行动意愿包

意向袁赋值为 1遥 集体行动包括野没有冶尧野参加过冶及

表1

集体行动意向

有
无

1490
360
2

48.4
11.7
0.1

1637

53.2

571

18.5

1442
1577
928
3

46.8
51.2
30.1
0.1

1695

55.1

42

1.4

1341
1

43.6
0.0

1274

41.4

2311

75.1

1805
768
385

2694
2153
926

58.6
24.9
12.5
87.5
69.9
30.1

渊二冤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得分的

渊RMSEA冤 用于评价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和结构方

差异分析

膨胀袁故不作为模型拟合优劣的评价指标遥 其余各

均得分为 1.72袁城市生活适应得分为 3.11遥 与未参

[18]

程模型袁由于卡方渊字 冤值很容易受样本量的影响而
2

指 数 达 到 以 下 标 准 时 认 为 模 型 拟 合 较 好 院CFI >
0.90尧TLI>0.90尧RMSEA<0.06遥 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

如表 2 所示袁受访的农民工中袁主观剥夺感平

加过集体行动的农民工相比袁参加过集体行动的农

民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更强渊t=6.81袁P<0.001冤袁城

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渊MLR冤袁结构方程模型采用稳健

市生活适应更差渊t=-6.39袁P<0.001冤遥 同样袁有参加

加权最小二乘法渊WLSMV冤估计遥对于验证性因子分

集体行动意向的农民工比没有意向的农民工感受

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袁 本文均报告标准化后的结果遥

到更强的主观剥夺感渊t=8.40袁P<0.001冤袁城市生活适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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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适应相关系数为-0.49袁 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P<

应也更差渊t=-5.87袁P<0.001冤遥
表2

是否参加过集体行动及有无集体行动意向的农民工
间主观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得分的差异分析
主观剥夺感

城市生活适应

1.72依0.56

3.11依0.52

1.70依0.55

3.13依0.52

全样本
集体行动

1.90依0.56

参加过
未参加过
t

集体行动意向

t

均为单一因子结构袁信度和效度均较好遥
-0.49

主观剥夺感

城市生活适应

-6.39***

1.78依0.56

3.07依0.51

8.40***

-5.87***

1.60依0.54

无

0.001冤遥 由此可知袁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

2.95依0.49

6.8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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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依0.52

注院*** 表示 P<0.001袁表中所有统计量都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渊三冤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的信度
和效度评价

如表 3 所示袁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

的信度系数 Cronbach 琢 分别为 0.76 和 0.74袁 达到
可接受水平遥 为了解两量表的结构效度袁首先对两个
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遥 原始模型的拟合结果如

下 院字2 =704.36袁df =76袁CFI =0.898袁TLI =0.877袁RMSEA =

我不 受到 社会
属于 老板 很不
这里 剥削 公平

收入
不能
体现
价值

分析袁允许两组测量误差共变渊见图 2冤遥 模型修正后

我在
城里
低人
一等

居
城市户
住
口生活
条
会更好
件

0.26

0.37

卫
生
环
境

治
安
环
境

日
常
伙
食

闲
暇
生
活

看
病
求
医

由此袁可以年龄尧性别尧受教育程度尧婚姻状况尧
是否有孩子及换工经历作为协变量袁对农民工主观
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尧集体行动意向和集体行动
拟合结构方程模型 渊见图 3冤袁 拟合指数如下院字2=
819.58袁df =151袁CFI =0.929袁TLI =0.914袁RMSEA =
0.038袁可见模型拟合良好遥

集体行
动意向
0.08

主观剥夺感

集体行动

的拟合指数明显改善袁 分别为院字2 =415.16袁df=74袁
CFI=0.944袁TLI=0.932袁RMSEA=0.039袁 达到可接受

水平遥 主观剥夺感量表各指标的因子载荷在 0.36耀
0.61 间渊P<0.001冤曰城市生活适应量表各指标的因子

载荷在 0.36耀0.63 间渊P<0.001冤遥 主观剥夺感和城市
表3

主观剥夺感

条目
我不属于这里(打工的地方)
我受到了老板的剥削
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我的收入并没有体现出我的劳动价值
城市人很排斥我们外来打工者
我在城市里低人一等
如果我是城市户口袁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

城市生活适应

居住条件
卫生环境
治安环境
日常伙食
闲暇生活
看病求医
生活适应

注院两个量表的所有测量指标 P<0.001袁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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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适应
图3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尧集体行动意向
訛
和集体行动间控制协变量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譺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信度和效度评价相关指标汇总表

潜在变量

生
活
适
应

图 2 农民工主管剥夺感尧城市生活适应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0.052袁部分指标未达到可接受水平遥 基于修正指数

渊Modification Indices袁MI冤 的提示及对测量条目的

城市
人排
斥

因子载荷

P值

0.49

<0.001

0.60

<0.001

0.56
0.61
0.59
0.52
0.36
0.63
0.60
0.50
0.62
0.52
0.43
0.36

信度系数渊Cronbach 琢冤

<0.001
<0.001
<0.001

0.7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74

黄岭峻，
唐雪梅：
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中介机制研究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及

第一袁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袁降低农民工主

统计检验结果依次汇总在表 4 中遥 农民工感受到的

观剥夺感遥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

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 0.26袁 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P<

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野城市

主观剥夺感越强袁 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也更高袁

0.001冤曰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越高袁其越有可

度袁农民工群体由于这个制度的限制袁不能享受与
边缘人冶袁主要表现在院经济方面袁他们属于次级劳

能将意向付诸行动袁更多地参与罢工尧游行尧示威尧

动力市场袁工作条件差尧工作不稳定并且收入低曰政

静坐尧堵马路尧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袁该路径的回归

治方面袁由于在城市没有选民资格袁回乡办理选民

系数为 0.33袁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01冤遥另外袁农民

资格证成本又太高袁所以袁他们实际上成为了野政治

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越低袁其城市生活适应水平

边缘人冶袁丧失了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曰文化方面袁

会更高袁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0.52袁具有统计学意

部分城市居民存在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和歧视袁个

义渊P<0.001冤曰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水平越高袁其参

别农民工的失范行为更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

加罢工尧游行尧示威尧静坐尧堵马路尧集体上访等集体

的不满袁两者难以融合遥 总之袁由于户籍制度的分

行动的可能性越小袁 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0.13袁具

割袁农民工群体无法平等地与城市居民享受社会资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遥 总体而言袁农民工感受到的

源袁更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袁这引起了他们强烈的

主观剥夺感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袁其总效应

主观剥夺感遥 因此袁降低农民工主观剥夺感袁就是要

为 0.23渊P<0.001冤渊见表 5冤袁即农民工感受到的主观

构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尧 社会福利尧教

剥夺感越强袁其越可能参加集体行动遥 农民工参与集

育尧就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袁让农民工群体享

体行动的意愿和城市生活适应是农民工主观剥夺

受非歧视和无差别待遇遥 因此袁政府应该积极探索

感与集体行动关系间的中介变量袁其中介效应分别

并实践野积分入户冶的户籍制度改革袁当野积分冶达到

占总效应的 37.9%和 29.3%渊见图 3尧表 5冤遥
表4

一定额度时袁农民工就可在就业尧住房尧社会保障等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路径标准化回归系数统计检验结果汇总表
路径

集体行动意向寅集体行动
主观剥夺感寅集体行动
主观剥夺感寅城市生活适应
城市生活适应寅集体行动

统计学意义

0.26

< 0.001

有

换城镇产权住房袁逐步转换户口袁从而与市民享有

< 0.001

有

平等权益袁降低剥夺感遥

0.08

0.088

无

< 0.001

第二袁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和心理疏导机制袁弱

有

0.002

有

化农民工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意向袁防止意向到行

0.33
-0.52
-0.13

工的分离袁引导他们以农村宅基地尧土地和住房置

注院对于所有的统计检验袁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遥
表5

主观剥夺感寅集体行动意向寅
集体行动
主观剥夺感寅城市生活适应寅
集体行动

中介效应

P

为的转化遥 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袁面临着社会不公平
带来的剥夺感袁这种剥夺感容易引发农民工群体对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与集体行动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解
路径

份转型的农民工袁国家要逐步实现农村土地和农民

P值

标准化
回归系数

主观剥夺感寅集体行动意向

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遥 对于有意向实行身

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袁 继而衍生为集体行动的动

中介效应/

力遥 如果农民工群体的不满情绪不能通过体制内合

总效应渊%冤

法的渠道表达袁他们就倾向于采取体制外的方式来

0.088

< 0.001

37.9

宣泄不满袁并期望以此去改变现状袁群体性事件就

0.068

< 0.001

29.3

不容忽视的力量遥 因此袁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建立健

注院主观剥夺感寅集体行动的总效应为 0.232渊P<0.001冤遥

是不满的一种破坏性表达袁这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
全利益表达机制袁尽量让农民工的不满情绪通过合
法渠道宣泄出来袁 真正发挥信访部门的实效性袁缓

四尧结论与对策

解他们的积怨袁弱化其集群认同袁最终弱化他们集

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主观剥夺感引起集体

体行动参与意向遥 其次袁建立农民工群体心理疏导

行动的内在机制和影响过程袁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

机制也是必要的袁农民工群体主观剥夺感的产生一

预防和解决农民工集体行动问题袁 基于研究结果袁

部分来源于与其他群体的比较袁特别是当他们与城

提出以下对策院

市居民进行比较的时候袁这种剥夺感更加强烈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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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政府应该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状况选择合适的

城市居民平等的资源共享权曰最后袁政府要重点完

参照群体袁并帮助他们正视现实袁不能只关注于外

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遥 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实行

部环境袁还需关注自身袁尽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幸

的是属地管理袁农民工在哪里参保就在哪里享受医

福感袁从而摆脱困境曰同时袁引导他们对野公平冶的正

疗保险待遇袁异地就医需办理相应的手续后才能回

确认识袁让他们意识到贡献大袁则报酬多遥 企业要建

参保地报销袁这无疑增添了在农村参保的农民工医

立相应的企业文化袁举办各种与农民工相关的主题

疗报销的难度遥 工资少导致了农民工不愿意甚至没

活动袁让农民工感受到心理关怀袁改善他们的心理

有能力购买城镇医疗保险袁有的企业也没为他们购

环境遥 最后袁国家在制定具体社会政策的时候袁要对

买城镇医疗保险袁农民工生病后袁大多拖着袁实在没

农民工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进行调查袁弄清楚他

办法袁只得辞工回家遥 所以袁政府要加强农民工城镇

们对政策的可接纳度袁 继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遥

医疗参保力度袁并实行异地医保结算制袁使农民工

总之袁要预防农民工集体行动袁需要改善他们的心

看得起病袁看得了病遥 总之袁国家要从影响农民工城

理环境袁消除主观剥夺感袁继而将集体行动意向苗

市生活适应的社会环境尧工作环境尧生活环境尧医疗

头扼杀在萌芽状态遥

保障等方面着手袁 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满意

第三袁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水平袁增强其
对城市的心理认同遥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影响着

度袁提高他们的城市生活适应袁继而减少集体行动
参与遥

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程度遥 因此袁要让农民工在城
市中有良好的生活体验袁继而提升城市生活适应水

注

平袁首先袁政府要着力为农民工构建友好公平的社

淤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叶2014 年

会环境袁要完善以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各种
法律法规袁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曰
要引导本地居民克服自身优越感和偏见袁让他们真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曳袁 网址为 http://www.stats.gov.
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遥

訛 箭头表示前一变量对箭头指向的变量的影响袁 数字表示
譺

正认同尧接纳农民工袁使两者逐渐融合袁逐步消除社

标准化回归系数袁 即前一变量到箭头指向的变量的直接

会对农民工的各种排斥曰相关管理部门要切实关注

效应袁正数表示影响方向为正向袁负数表示影响方向为反

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袁 实施积极的农民工管理政策袁
清除各种带有歧视性的规章制度袁平等对待农民工
和本地居民曰其次袁要保障农民工良好的工作环境遥
不少农民工由于知识水平不高袁 就业范围狭窄袁进
城后不得不依靠出卖体力和延长工作时间来换取
工资遥 他们多从事高温尧辐射尧噪音等高危工作袁恶
劣的环境使不少农民工情绪低落袁内心不平遥 如果
自己的权益再得不到保障袁就会进一步激发他们内
心的抗争意识遥 因此袁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民工侵权
行为的监督和惩处力度袁 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袁提
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和专业能力袁 继而拓宽就业范
围曰 企业要提高在农民工劳动保护方面的资金投
入袁 定期对从事高危工作的农民工进行健康体检袁
为他们购买工伤保险并提高他们的薪资和福利遥 通
过采取以上措施袁为农民工群体营造一个良好的工
作环境袁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遥 再次袁农民工进城
后一般在城乡结合部租房聚居袁或者是工厂集体居
住袁这种共同聚居的环境就是社区袁要加大对这些
社区的建设袁特别是文化建设袁实现农民工群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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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院

向袁数字的绝对值反应影响强度袁绝对值越大则影响强度
越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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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
要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要要
HUANG Jun-ling, TANG Xue-mei

渊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冤
Abstract: Scholar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subjective depr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ould lead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this process is still limited. Whether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and the
adaption to urban life i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ive depr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or not? Whether the subjective depr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an lea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or not? This assumption was tested using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nd data 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was collected by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center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The findings in present
study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irst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duce their subjective deprivation. Secondly, in order to weaken the group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well as prevent the intention into action, a sound mechanism of interest expression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Finally,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igrant workers to improve their adaption level of urban life
so as to enhance their city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the collective action; mediat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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