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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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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團活動：我從未明白有什麼意義

２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３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二、人際交往：陌生與親密的刻度是多少？

４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三、學習：公式在哪裡？要背誦的是那段？

５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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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四、打工：我已經回不去的鄉村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７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五、工作：永遠的城市異鄉人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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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對于我和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我結束高中生活，正

式考入吉林大學學習。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SARS爆發事件，那一年也是中國大陸高校自

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在那之前，在我的小學、中

學時代，正是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市場化的九十年代，大學生被譽為天之驕子，是社會緊缺

的人才，一張大學畢業證意味著你將獲得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一個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尤其

是對于很多的農村孩子來說，那是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選擇。而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以后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

量開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從212萬人一直增加到2013年的699萬，在就業市場上從緊俏走

向供過于求，大學生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開始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在我的人生軌跡上畫上了一個端點，端點的兩側是完全不同的兩

個世界：農村和城市。在2003年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們縣的範圍。那是河北省一個擁有70

萬人口的普通縣，靠著一些鐵礦資源建有一些經濟企業，後來因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召開

，使得一些高污染的鋼鐵企業陸續從京津地區遷到這里，極大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不過

這都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之后，而且並沒有惠及我的生活多少。我從小都是在農村度過，高中時

進入縣城學習，那是一所封閉的住宿學校，平時嚴禁外出。可以說，2003年以前我的生活空

間始終是在一個小世界，那裡封閉、安靜、簡單、純樸、滲滿了鄉土氣息。而2003年之后我

開始進入長春市吉林大學學習，生活空間變為城市。諷刺的是，長春市在中國大陸只是屬於不

太發達的二線城市，但對于我來說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多元的生活面向、理性的人際關系、

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都讓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原來的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思維與行為方

式和新環境格格不入，原來線性的成長經歷仿佛被從中割斷了一樣。很多人進入大學之後都會

有一個適應期，我也曾以為是我的適應期比別人長了一些，也曾做過很多的努力試圖去融入新

情境。但無論是人際交往、學習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總能感覺到有一道我跨越不過去的牆，它不

是交不到朋友、談不成戀愛、拿不到獎學金這類具體事物，而像是一道隱形的壁壘，既隱約存

在于現實中，又存在于人的心靈中。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城市社會快速的變化，城市化加速

、房價飛漲、弱勢群體、兩極分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大環境與我的個人問題相互激蕩，也

許它太宏大、太複雜，而我太木訥、反應太慢，知道我走完了那段旅程，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

麼。

　　進入大學之後讓我感到茫然的第一個事物就是社團活動，幾乎在尚未開課之前，各種各樣

的社團宣傳便已經遍布校園，校園裡到處貼滿了納新海報，學姐學長們涌進來宣傳他們的社團

活動，說明他們的社團能組織何種活動、對我們在大學的發展很有好處云云。周圍的同學也開

始紛紛議論哪個社團好、哪個不好之類，而這一切都讓我一頭霧水。我在大學之前的經歷中，

除了學習之外的校園活動少之又少且高度程式化，都是些禮堂中校長訓話、每年一次的校園運

動會之類，死板、無聊是我對它們的所有印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告訴我大學的社

團活動是個什麼概念，面對這些新的形式我既茫然又驚恐。我採取的應對就是“隨大流”（就

是看周圍大多數的人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

　　很快社團的納新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說那個所謂“社會發展探索協會”是專業組織的，本

專業的同學都會參加，於是我就也跟著參加了。在跟著同學去參加另外一個社團納新時，他們

竟然在一個借來的教室中裝模作樣的搞起了面試，我雖然覺得很荒唐，但看到大家都認真面對

時，我也只好故作認真。輪到我上臺時，“考官”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社團活動和你的學

習在時間上發生衝突，你會怎麼做？”我心裡覺得十分好笑，這活動算什麼啊？怎麼可能比學

習重要？可為了適應情境需要，我還是故作嚴肅的說：“我一定以社團活動為優先”，語氣像

是在國旗下宣誓。我以為這是情境需要的回答，可是我錯了，“考官”帶著一絲詭異的表情說

：“嗯，你的態度很好”。我覺得她在說反話，我的“隨大流”策略失敗了，我怕開口問別人

會被笑話，我裝作跟大家一樣可還是除了笑話，這正是我最害怕的。後來我並未加入那個社團

。

　　在參加學生會納新的時候，竟然是在一個頗為正式的小禮堂中，大家需要輪流走到臺上去

介紹自己，當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後，我的自卑和驚恐達到了極點，因為看起來他們的履歷都

很輝煌且演講都很出色，我覺得我肯定不如他們，上臺只會再次招人嗤笑，我極力維持著自己

的自尊，我對別人說：“我對這個社團沒興趣”。不過以後，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的茫然卻絲毫

沒有減少。我看到周圍的很多同學都在為社團活動而忙碌著，一副“大忙人”的樣子，似乎非

常充實，而我閒在一邊，感覺自己完全落後了。有一次，我參加的那個社圖終於有了活動，我

其他成員一樣，穿上了正裝、戴上胸牌，在校園的一處場地上佈置，看著很多學生從我身邊走

過，我心中頓時有了一絲得意，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也在參與社團活動，我並沒有落後。

　但是，之後我對社團活動的參與並沒有讓我喜歡它，而是讓我最初的困惑走向了反感。因為

我發現所謂的活動不過就是在開展時把成員找來搬搬東西，掛掛條幅，我覺得毫無意義而且沒

有任何樂趣可言。尤其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那些社團“幹部”一副官腔，頤指氣使，這讓我十

分憤怒，我想他們也不過是長我們一屆的學生，誰給與了他們權利來指揮我？終於負面的情緒

壓倒了我的正面情緒，在大二的時候我退出了參加的那個僅有的社團，並且盡量不再參與任何

社團活動，我告訴自己：參加社團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盡管我發現身邊的同學仍然在積極的參

與並且很多人如魚得水，還成了某些社團的社長、幹部之類，我偶爾也會羨慕和妒忌，但為了

說服自己，我還是強迫自己接受了遠離社團活動的看法。尤其是後來我發現臨近畢業時那些曾

經指揮過我們的學長也會考研失敗、發愁找工作，我更加確定參加他們當初組織的活動真是荒

唐。我把，對他們的否定變成了對大學社團的否定。後來回想起來，大學社團事實上也是一個

微小的互動場域，大家都是平等的進入大學這個空間中，但一旦在互動中形成關系網絡，大家

原本擁有的不同類型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的差異就會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在我的同

學中，原本家住城市的同學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較之農村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他

們自身在這方面有意識的努力，也可能跟自身的資質有關，而我則是在融入失敗之後完全走向

了反感並始終遠離它。

　　後來我畢業後告誡我即將升入大學的妹妹：不要參加任何社團，那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後

來過了好久，妹妹打電話說，她還是加入了兩個社團，因為對它們的活動感興趣。後來還跟我

說，她參加了幾個社團活動，還得了獎，讓她很有成就感。我苦笑：那些是否就是我曾經錯過

的。

　　進入大學後，周圍的人際關系我始終難以把握。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裡人際交往的時間

會怎麼多。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所謂的人際關系就是一群玩伴放了學之後手裡拿著一根小

木棍圍著村子旁邊群山到處亂轉，而進入高中之後，緊張的學習幾乎擠占了所有的時間，那時

大家的關系都是非常的簡單，沒有人會從中獲得什麼東西。可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在尚未開課時，除了班會上同學們的自我介紹，大家還到寢室中聚在一起，我就發現大家

都非常善于表達自己，在我的眼中他們簡直什麼都知道，從校園趣事到未來理想，談天說地，

什麼樣的話題他們都能聊，可我對這些話題大多都不了了解，即使碰上了了解的話題也因為怕

說錯而不敢說，我只好坐在一旁一言不發。那時我因為軍訓剛把頭發剪成了“板寸”頭，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有留著偏分的發型才算精神點，而將頭發剪成這樣則是巨衰無比，那一刻外

形和心靈上都令我的自卑達到了極點，在我眼中，那已經不是一個同學之間相互認識的機會，

而是一個大家表現自己的平臺，而我已經徹底落後了。以後大家更是在不同的寢室見亂串，認

識不同的朋友，那是一個充滿了熱烈和新鮮感的氛圍，可自卑和膽怯也在時刻緊隨著我。以後

大家很快在接觸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群體，很多同學一見如故，開始稱兄道弟，請客喝酒，東北

的地緣文化也影響到了校園裡的人際形態，所有這些都與我無緣。這種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

人”的交往方式我以前從未接觸過，我完全陷在茫然的狀態中，很多同學如遇得水，相互之間

打成一片，我雖然算不上被排斥，但也只能作為一個沉默寡言的旁觀者，在旁人眼中很孤僻但

在自己心中卻其實很渴望和他們接觸。

　　更讓我困惑的是，即使在正式開課以後，這種情況也會成為常態。大學課程不降中學時那

樣緊張，即使是有限的課程也有很多人翹課，大量閒暇時間使得大家的日常交往變成了大學生

活的主要內容。逐漸的我也做了很多努力想融入進去，跟對社團活動的一樣，我採取的方式仍

然是蹩腳的模仿，模仿別人假裝跟他們很相似。比如，偶爾同學們一起出去喝酒、網吧打游戲

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去，但我其實很討厭喝酒、根本不會打電子遊戲，但還是假裝打成一片，

讓大家形成了我老實、善良的形象，讓我也找到了一點存在感。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有件印象

很深刻的事：那時大家平時都很愛相互開玩笑損人玩，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都毫無顧忌，這

讓我覺得這反而成為關系親密的一個表現，因為只有好朋友之間才能開這話總過分玩笑而不被

認為是冒犯。有一次，我跟A同學拿B同學開了個玩笑，結果轉頭A將事情告訴了B，B從此之

后對我便產生了偏見，以後一直沒能得到改善。我當時很困惑，為什么大家相互之間甚至更惡

劣的玩笑都沒有事，而我就不行？也許，大家認為我和他們還是不一樣的，我更應該恪守大家

眼中“老實人”的角色，否則便是無法接受的。那時我才明白，由于我的自卑封閉所呈現出的

形象，已經成為一座禁錮我的囚籠，當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時，大家並不接受。也許我從來就

沒真的能夠改變，畢竟完全按照大多數人的方式來改造我自己，我也絕不會真心的接受。以后

我一直徘徊在刻板自閉和嘗試融入之間，在人際關系中，親疏遠近之間的微妙把握一直讓我頭

疼。我平時內向封閉讓人覺得難以接近，但跟別人稍有接觸就會覺得已是好朋友便想要推心置

腹無所不談，當發現對方對關系的定位並非如我所預期時，我只好失望的返回遠點。在親密與

陌生之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在交往中靈活的調整它的刻度，而我從未掌握其中的要

領，只是簡單的跳越在兩級之間，刻板機械的處理人際關係。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更加讓我難以適應。在那之前，我所掌握的一直是一種機械灌輸式的學

習方法，所有的時間都被課程和作業排的滿滿當當，依靠著背誦和公式來掌握知識，一旦這些

東西失去，我便會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做起。2003年的SARS爆發時期反倒成為我後來一直懷

念的理想與激情的時代。那時適逢高考錢幾個月，學校為了保證校內秩序不受干擾，採取了封

校的措施，所有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大門封閉，不許與外界接觸。我們就像身在一個封閉的堡

壘裡，生活幾乎除了學習之外的其他所有內容都被排除，學習方式唯一，生活高度機械簡單，

沒有任何選擇、沒有任何干擾的唯一個目標——升學而努力。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似乎我所有

的生命激情聚在一起燃燒，生活充實而有意義。以後每當我遇到眾多選擇而茫然無措時，我都

會懷念起那段時光。

　　進入大學之後，所有的學習機制全變了，我發現大學課程減少了很多，一門課基本上每周

只上一次，剩下大部分時間需要自己去掌握和分配。而即使是少量的課程，也基本是理論性很

強的文科課程，學習的方式完全是理解式的，不再是背下來那麼簡單。沒有常態的測驗考試和

作業，我在大多數的課堂時間裡都無精打采，適應了原來教育方式的我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

中毫無自制力，很快就陷入了散漫的狀態，根本不會主動去學習。那時開始因為我平時沉默寡

言，一度使周圍的同學們認為我是只會埋頭學習的“學霸”型人物（即只顧學習而不顧其它）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平時也學不進去，大多數時間裡根本不知道該幹什麼。

尤其是我在大學之前一直是以好學生自居，進入大學之後這種身份落差更讓我自卑。後來隨著

時間的發展，我慢慢對所學的專業產生了興趣，但散漫的慣性還是使我無法系統有效的去主動

學習，當我真正的將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去學習的時候，那已經是在碩士生涯開始

以後。

　　進大學之後城市與鄉村兩種生活情境的斷裂，使我在潛意識中一直想要在兩種生活方式中

找到一種平衡。城市的多元、變動、復雜與鄉村的簡單、靜態、單純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我的身

上激烈的碰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彷徨不已。大四時一次打工的經歷，使我開始明確了自己的

認識：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鄉村。

　　那是大四時我已經確定讀碩，漫長暑期無事便由家人安排去打工。雖然此前也有過在城市

打工的經歷，但感覺都沒有什麼成果，反倒讓我產生了“大學生在城市打工都是被騙對象”的

感覺。這次只是在家鄉附近，應該沒什麼事。那是一個電工的施工隊，為當地農村換裝電視閉

路天線，我的工作是每天拿著工具在牆頂和屋檐旁固定線纜。雖然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對於

一直以“能吃苦的農村孩子”而自居的我來說覺得是可以完全承受的。在工作開始時，由於我

長期待在校園，這種整天的大量體力勞動讓我有些吃不消，不過為了捍衛我”能吃苦”的形象

，我還是努力堅持，但很快我就發現面對的真正難題在體力勞動之外。這個施工隊有7、8名

成員，大多都是20歲以下的小伙子，我以為大家分工配合好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事實根本

不是如此。在我眼中這7、8組成了一張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如某人是工頭的朋友，某人

是副工頭的弟弟，某人的哥哥認識工頭，幾乎每一個人即使在這個關系網上占據了一點優勢也

想要沾一點便宜。比如，我的搭檔年齡比我要小的多，卻總是挖空心思想讓我替他多幹一點，

經常為了某個小工具誰拿之類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跟我爭論，每天沒完沒了的推諉扯皮讓我身心

俱疲，尤其是開始時我每次爭執總想把道理講明白，但暴露出的書生氣反而被對方的小聰明視

為弱點。跟其他人的爭執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一次幾乎動起了手。我當時覺得這些事請既不值

得也無必要，可還是每天被它包圍，那時我才意識到，雖然我一直以來覺得自己在城市有很多

不適應，但當我置身於真實的鄉村生活情境中，我也已經陌生了，我已經成了一個病不熟悉生

活規則的外人。

　　我從下生長在鄉村，也曾嘗過生活艱苦，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只是一個孩子、學生，從未

真正的承擔生活責任、了解鄉村生活。或許，這次打工經歷才讓我看到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形態

，淳樸、安寧、簡單的鄉村生活只是一種膚淺的表面形象，而在真實的鄉村生活邏輯中，道德

、尊嚴意識薄弱，追逐眼前利益，人們逐利型的行為更加不顧規則性，對生活資源的爭奪更激

烈。當然，我無意站在道德或涵養的角度去貶低他們，因為他們也不過是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形成的生存方式而已，只是我已經完全適應不了它，而且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歡它。那時起我

開始逐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我既不想也不能再回到鄉村，我追求的是有質量、有尊嚴、有涵

養的市民式的生活，似乎，我只能在城市中實現它。

　　2009年我碩士畢業，上天垂青加上我自己的一點努力，使我在哈爾濱市一所普通的公立

重點大學獲得了教職，在城市中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入職的同時戶口也隨之遷入，我

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戶籍制度的障礙，在身份上成為城市市民，并開始正是經營起自己的生活。

但雖然我仍然時刻能夠感受到融入城市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擾，那時我意識到我進入大學之後遇

到的種種問題，並不是適應不了大學生活的問題，而是在跨越鄉村與城市兩種生活空間中所遇

到的障礙。

當我以為新的生活開始時卻馬上發現面臨著又一個瓶頸。支身一人在城市生活，若想建立家庭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而購置房屋、裝修等費用以我的工資而言即使貸款也要背上沉

重的負擔，沒有家庭的支持幾乎辦不到。而家在哈爾濱本市的同事則可以依靠家庭的支持很快

購房結婚。在我剛入職時，認識新的同事在聊天時，總要問及我的家是否在本市，即使是在相

親時，女孩子也很在意我家是否在本市，當時我感覺很奇怪，還有種英雄不論出身的書生意氣

，可後來我很快發現這裡面存在深刻的現實邏輯。家在哈爾濱本市不僅意味著物質生活上的保

證，更意味著在個人背後擁有龐大的生活關系支持網絡，等于為未來生活提供了可以預期的生

活保障。而對於一個家在鄉村的孩子來說，在城市中構建生活完全要靠自己，風險頓時增加很

多，所以即使是同等職位與能力的同事，在生活構建方面卻天壤之別。尤其是當我看到很多和

我一樣家在外地、卻年長我很多的同事仍然住在單身公寓，我的驚恐無以言表，我害怕自己會

成為他們。即使是相識中一些通過結婚建立家庭、出身在鄉村的同事，也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

擔，生活質量遠不及同等職位但家在本市或外地城市的同事。

　　當然，至少在實踐中，這種物質生活方面的壓力並非沒有解決的方法。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有很多關心我的前輩對我說：“你在找女孩子（結婚）時不要太在意對方的容貌，應該盡量

找一個家在本市的、家境比較好的，那樣可以讓你少奮鬥十年”。在同事中也確實不乏這種情

況，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了契合點，也並非想象中的“為了盡快建立物質生活而放棄了愛情”

的邏輯。此外，也有的農村孩子在進入城市生活後放棄從容的生活方式，盡量將工作上的行為

完全功利化，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盡快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建立起來。我理解這兩種方式，但是

我仍然很難認同。我覺得婚姻事關自尊，我無法接受物質取向的愛情，我也不想放棄從容、自

尊的生活，將自己的行為完全變成功利取向，為了快速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而完全放棄自我，

可這種兩難的選擇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出身是城市還是鄉村的區

別成為我們這一群體甩不掉的影子，當我們跨越戶籍壁壘，卻發現我們實際上無法突破物質與

心理上的障礙，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生活中。有位已經結婚生子卻仍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同事對

我說：“我們這一生都不會是真正的城里人，我們永遠是城市中的異鄉人，我們努力的所有意

義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會在城市中長大，是真正的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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