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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民工休闲生活特征及其成因
——基于上海市农民工的调查
刘

嫄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收集第一手资料，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测度了来沪务工农民的休闲

生活特征。客观上，工作时间长与收入低决定了沪上农民工平时缺乏闲暇时间，而且其闲暇活动形式少，层
次低。企业供给缺乏动力，政府供给不足，市场供给被忽略，交往方式单一、社区融入性差等导致农民工难
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休闲生活；主观上，沪上农民工已经具有一定的休闲需求，但是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比较
低。贫乏的休闲生活造成了农民工幸福感低下、消极怠工、心理失衡和行为越轨等问题，而从政府、企业、
个人三管齐下是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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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cause of formation of leisure life of peas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easant workers in Shanghai
LIU Yuan
(Tourism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for the leisure life of peasant-workers in Shanghai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leisure life of peasant-works in Shanghai city. On the external aspect,
peasant-workers don’t have enough spare time and money to afford the expenditure on the recreation activities,
recreation supply from the employer,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adequate. In addition, they couldn’t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people make the regular recreation harder. On the internal aspect, their satisfaction for their
leisure life is low despite that they are alread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creation for humanness.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bettering the leisure lives of peasants-workers in Shanghai.
Key words: peasant-workers; leisure life; recreation requirement; Shanghai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休闲权日益成为人的基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关注的热点一般是怎
样从制度性层面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保、工资、
教育、户籍及医疗卫生等问题。对于识别农民工

本权利之一，无论年龄、民族、性别、宗教、户籍，

休闲活动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提高农民工城

人人均应享有，农民工也不能例外。关注农民工的

市生活的满意度的研究成果总体还比较少，部分

休闲生活，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有助于构

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休闲权的使用并取得了可喜

建和谐社会。

的成果：1）农民工闲暇生活的调查与认识方面。

收稿日期：2009-11-27
作者简介：刘 嫄(1985 )，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旅游企业管理。

田翠琴、齐心(2005)的《农民闲暇》采用社会学抽
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农民及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
的特征与变迁规律[1]。熊红英(2005)在其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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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以餐饮业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闲暇

49

(表 1)。

生活方式的继续社会化特点，并指出工作单位是

表1

调研指标设计

[2]

农民工最有力的社会化因素 。刘建平，陈姣凤
(2007)通过实地调查指出城市农民工休闲活动存

指标分类
客观指标 年龄、性别；工作时间、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收入
发放方式、打工年限；农民工的休闲方式、社会供给

在活动种类少、项目单一，活动层次低等问题[3]。
张传玉、夏国锋(2006)从供需角度分析了内陆型农

制度、商业供给诉求；社会交往情况
主观指标 休闲需求、休闲生活的满意度

民工休闲文化生活所呈现的双低态势 [4]。2）农民
工休闲生活“ 问 题 化 ” 倾 向 与 原因研究方面。
马纯红(2007)利用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经
验方法在理性层面分析农民工闲暇生活
“ 问题化 ”
的成因[5]。她认为城乡二元化架构、社会网络限制
和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需求理解上的偏差等原因导
致了农民工闲暇生活有问题化倾向。王春光(2004)
指出农民工群体生活的封闭性、公共闲暇生活空
间的缺乏及其对城市文明理解的偏差是农民工闲
暇生活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其呈现“ 孤
岛化 ” 倾 向 [6]。3）对策建议方面。阎友兵、蒋
晟(2006)认为针对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没有得
到应有的满足的问题，应采取纠正错误观念、强
化社会责任、建立基层工会、加强相关培训、鼓
励成立自助组织和文艺社团及调动社会力量和社
会资源等有效对策来加以改进[7]。以上研究对于笔
者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吸引
了大量来沪务工人员，他们对上海城市建设和社会
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上海生产建设的生力军，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 2008 年底，来沪务工的农

批判理论主要采用定性方法论，试图从调研对
象中，尤其是社会特定小群体的代表中揭露深藏在
现象以下的东西。其调研方法主要包括深度访谈、
集体访谈、参与式观察、特尔菲法等[8]。本调研选
取了世博工地、青浦凯博休闲农庄、东郊宾馆、永
琪美容美发厅、台积电(上海)有限公司等地点发放
问卷，并随机进行深度访谈。样本涉及建筑业、服
务业、制造业等行业。此次共回收问卷 200 份，其
中有效问卷 130 份，回收率 65%；深度访谈 20 人，
其中调研问卷调查对象男 110 人，女 20 人；青年、
壮年、中年阶段均有样本分布，且以壮年男性居多；
深度访谈男女比例较平衡、年龄跨度平均。根据问
卷调研数据，样本主要来自与上海临近的江苏省
(20.7%)、安徽省(18%)、浙江省(13.3%)以及劳务输
出大省四川省(15.6%)，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西、
贵州等省。从样本的文化程度上来看，呈现两头小
中间大的正态分布形状。
其中初识字的 5 人，占 4%；
小学文化 16 人，占 12%；初中文化 78 人，占 60%；
高中及 “ 三 校生 ” 21 人，占 16%；专科及高职
8 人，占 6%；本科及以上的 2 人，占 2%。其人口
学特征详见表 2。

民已达 500 万，其中 70%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和

表2

调研对象人口学特征

服务业。笔者拟以上海为个案对大都市务工农民
的休闲生活特征进行具体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调研样本

类型

总量

男

年龄结构/%

女
15-24 岁

25-44 岁

45-64 岁

调研问卷

130

110

20

17

69

14

深度访谈

20

12

8

30

40

30

笔 者 运 用 实 证 主 义 (Positivism) 和 批 判 理 论
(Critical Theory)，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
方法深入建筑工地、饭店、工厂收集第一手资料，

三、都市农民工休闲生活特征及成因

保证了数据收集的信度和效度。用问卷调查法搜集

1. 闲暇时间极度缺乏

客观指标数据，包括所调查农民工的人口学、社会

根据调查，沪上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

学、行为学特征；用深度访谈法勾勒农民工的心理

超过 8 小时，工作时间落在 8~10 小时区间的占样

学特征，包括休闲需求与休闲生活的主观感受等

本数的 80%，而超过 10 小时的占 26%。服务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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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民工一般每周有一天休息时间；建筑业农民工

体普遍缺乏闲暇时间，是造成其休闲生活问题化

无带薪休假日。除春节外，其他节假日基本不休。

的主要原因(图 2)。

农民工缺乏休闲时间，主要是以下原因导致的。首
先，工作时间长决定了农民工缺乏闲暇时间。闲暇
时间与工作时间是一对范畴，主要是指人们为满足
生存需要，在从事劳动后进行身心维护和调整的过
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闲暇时间
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所需要的时间提供
了保障，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时
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

1 000 以下 1 000~2 000 2 000~3 000 3 000~4 000 4 000 以上

图1

沪上农民工收入水平曲线图

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可见闲暇时间是衡量
一个人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据田翠琴、齐心以及
王雅林对农民、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劳动时间的调
查，农民为 6.32 小时、城市居民为 8.14 小时，而
农民工则为 10.6 小时，明显较长（数据来源：田翠
琴、齐心.农民闲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7；王雅林.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
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3）。根据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反
比关系，工作时间越长闲暇时间越短。农民工长时

图2

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间的超负荷工作不仅令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
倍受损害，也使其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进行休闲
活动。

此外，收入水平低直接影响了农民工闲暇活
动的质量。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工对于城

其次，收入水平低也导致闲暇时间的缺乏。根

市各种消费休闲场所的光顾次数是非常有限的，

据经济学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概念——劳动供给

休闲需求一般为聚餐、聊天、逛马路等(表 3)。休

取决于工资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即

闲生活方式比较单一，直接影响了农民工休闲生

在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为提高工资，劳动者会用工

活的质量。

作代替闲暇，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而工资提高

2. 闲暇活动形式少、层次低

到一定水平后劳动供给随工资增加而减少，收入效

闲暇活动是指在闲暇时间内，为达到休息、

应大于替代效应。据调研，在沪农民工工资基本

放松、娱乐、自我提高等目的所从事的个人喜欢

落在 1 000~3 000 元区间以内(图 1)。农民工的劳动

的活动。闲暇生活绝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

供给曲线和预算线共同决定了农民工的工资，农民

是一个活动概念，一定量的闲暇时间只是为人们

工现在的收入浮动区间(W0-W1)使得农民工的劳动

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闲暇生活质量的

供给难以突破拐点 R，仍位于劳动供给曲线中向左

高低还必须由闲暇活动内容的充实度和结构的协

上方倾斜的部分。当农民工的预算线由 K0 变为

调程度来衡量。

K1 相应有收入的提高需求时，就不得不缩减闲暇

根据调查，在农民工的闲暇活动中，频率出现

时间来替代工作时间，闲暇时间由 H0 变为 H1。所

最高的是睡觉(占 39%)，看电视(占 34%)，打牌下

以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决定了该群

棋(占 30%)，逛马路(占 27%)。参加属于发展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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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文体活动、学习、读书看报等活动分别只占

馆和书报栏为 8%、运动器械和场馆为 5%、文艺演

4%、6%、12%。而旅游等高层次的休闲娱乐活动

出 1.6%等。可见，沪上农民工对企业所提供的休闲

在本次调研样本的选择中没有出现(表 3)。

娱乐服务满意度低或者企业根本忽视了农民工闲

表3

农民工闲暇活动类型分布

休闲类型

比率/%

暇生活。这是因为企业对农民工休闲娱乐的供给需
要进行投入而这些投入没有明显的利润收益，企业
对于农民工休闲需求的供给也就缺乏动力。

做家务

14.52

睡觉

38.71

其次，社会供给的公益性休闲设施如免费公

学习

6.45

棋牌

30.65

园、露天影院、社区健身设备等远远不能满足庞大

聚餐

22.58

的农民工群体的需求。而且由于农民工多住宿在隔

上网

22.58

离的社区，一般离公益性的休闲娱乐设施较远，无

看电视

33.87

法享受到这种社会福利。截止至 2008 年底，上海

看书报杂志

12.90

共有公园 147 座，其中免费公园 122 家，共有社区

文体活动
逛马路
其他

4.84
27.42
1.61

免费健身点 4 586 个，社区健身面积 4 586 万平方
米(《上海统计年鉴 2009》)。虽然从供给总量上来
看，政府已经提供了相当一部分免费休闲娱乐设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农民工的休闲活动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自给的休闲方式为主，看电
视、逛马路、打牌下棋参与比例高于其他类型的休

施，但是这些设施基本都位于居民小区、城市区县
中心等地，而居民小区对人流有所限制，不允许外
来人员进入，所以产生了农民工休闲社会供给不足

闲活动；2) 消遣娱乐活动(看电视、上网、读报纸

的问题。特别是建筑民工因为建筑业和建筑工地的

杂志)的参与比例和频率高于文体活动、学习和参与

特点，都是群体性集聚，生活工作全在半封闭状态

社会工作(兼职)等发展提高型活动；3)非商业性休

的建筑工地。以本次调研的世博建筑工地为例，有

闲活动的参与比例 (看电视、读书报、非购物性的

40%的工友居住在工地的简易住房，还有 60%的工

逛街、无事休息等)高于商业性休闲活动(如旅游)的

友居住在离工地 1 小时车程的居住地，附近基本没

参与比例。

有免费公园、健身设备等休闲设施。

排在前几位的闲暇活动基本都是自给的休闲

第三，根据无结构访谈结果，由于收入水平的

方式、不需要消费支出，这是由农民工可自由支配

限制，农民工对于城市各种消费休闲场所的光顾次

收入的水平决定的。虽然城市中的休闲娱乐项目丰

数是非常有限的，有了休闲需求一般采取群体内部

富多彩，但农民工们很少涉足。主要是群体内部娱

娱乐或自我消磨工闲时光的方式解决，一般不会诉

乐或自我消磨工闲时光。闲暇消费，或称 “ 剩 余

诸于商业供给。而且，农民工工资发放方式也决定

消费 ”
，还未提上农民工的消费日程，在农民工的

了其休闲需求不能诉诸于商业供给。建筑业农民工

消费序列中仍然是满足物质消费之后的消费。他们

的工资一般没有固定的发放时间，每月预支一定的

闲暇生活的内容是贫乏和单调的，可选择的休闲方

生活费，项目完工或过年时领取工资。在价值观上，

式少，休闲生活的层次低。

衣锦还乡是农民工的精神依托。他们节俭生活，以

农民工闲暇生活质量不高，主要基于以下原

图拿积蓄回家赡养父母和抚养儿女。低水平工资、

因：企业供给缺乏动力、政府供给不足、市场供给

长周期发放方式和价值观决定了农民工无法自由

被忽略。首先，企业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缺乏供给动

支配收入。这也使得以营利为目的休闲产业漠视农

力。在企业休闲设施供给的调查中，56%的工友认

民工的休闲需求，其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也并不针对

为企业没有提供休闲娱乐服务；提供了电视娱乐的

农民工群体。

占 16%；其他设施与娱乐工具如网络为 9.7%、图书

3. 交往方式单一，社区融入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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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入访谈，建筑业农民工一般居住在工地
的简易住房里；服务业、制造业农民工居住在集体
租赁房。隔离的社区使来沪农民工进入了类似文化
孤岛的地域，使其社交圈子仅限于老乡、交往方式
单一，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的状况。且又由于其
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程度等方面与城市居民
存在差异而很难进入上海当地市民的社交圈子，如
上海市政府所举办的旅游节庆、免费电影展映、社
区演出等活动很难惠及该群体。

比率/%

2010 年 4

3

37

47

13

当问及农民工对休闲娱乐必要性的看法时，认
为休闲娱乐生活完全没必要的占 3%，没必要的占
37%，有必要和非常有必要的共占 60%。可见沪上
农民工已经逐渐认识到休闲生活在个人的生存发
展中的必要性，有闲暇活动的需求。访谈中 80%的
农民工赞同更好的休闲可以更好的工作，其基本的
闲暇生活观念已经与城里人接近，不再将休闲作为
工作的对立面。但是大多数农民工认为他们进城打

在问卷调查中，找老乡吃饭聚餐、打牌聊天等
占到农民工闲暇时间的 60%，且承认休闲生活中有
观看演出、文艺活动的农民仅占样本的 4.8%；深度
访谈中 14 人表示与本地居民基本没有来往，占访
谈人数的 70%；有 5 人表示与本地居民时有交往，
占 25%；有 1 人表示可以融入当地小区社交圈，仅
占样本的 5%。

工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他们对工作与休闲的
基本态度是：工作重于休闲，挣钱第一，休闲第二，
主动工作被动休闲。同时访谈中发现农民工的休闲
需求存在年龄分异规律，一般青年农民工认为休闲
娱乐非常有必要，而且接受比较时尚的休闲方式，
而中壮年的农民工不能有效识别自己的休闲需求，
认为休闲娱乐是可有可无的。

根据无结构访谈结果，农民工主观上对城市人
缺乏群体认同感，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只不过是
在城市中打工的过客。农民工的这种过客心理使得
他们对城市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
地融人城市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不愿意主动
地吸纳城市的文明，而对之采取一种怀疑的或是敬
而远之的态度，这也阻碍农民工休闲生活的城市
化。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是其
难以融入社区缺乏群体认同感的主要原因。《2008

访谈发现，农民工明显表现出对自己休闲生活
的无奈与不满。首先，他们认为自己最关心的是工
伤保险、儿女教育、工资发放等问题而无暇顾及休
闲生活。即使有休闲需求也要无奈压制。其次，他
们认为工作强度太大导致在空闲时间必须满足自
己生理需求，以睡觉的方式度过。第三，他们寄希
望于政府与企业能对自己的休闲生活做一些福利
性的改善。这表明，沪上农民工已经具有一定的休
闲需求，但是对自己的闲暇生活不满意。

年上海社会报告书》指出，外来建筑民工在上海城
市的车站、码头、商店、工地等场所受到歧视和遇

四、结论及建议

到不愉快的情况时有发生，有 26.7%的被调查者认
为上海对外地务工者普遍存在歧视现象；37.1%认

从本次调研可以清楚地看到，沪上农民工的休

为有时存在歧视现象；而只有 8.9%的被调查者认为

闲生活存在问题化的倾向：客观上，工作时间长与

不存在歧视现象[9]。社区融入性差与缺乏群体认同

收入低决定了农民工平时缺乏闲暇时间，而且其闲

感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休闲生活。

暇活动形式少、层次低，企业供给缺乏动力、政府

4. 有一定休闲需求，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较低

供给能力不足、市场供给被忽略等导致农民工交往

问卷还调查了农民工对休闲娱乐必要性的认

方式单一、社区融入性差，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休

识，无结构访谈中涉及到农民工对休闲娱乐的感性

闲生活；主观上，沪上农民工已经具有一定的休闲

定位——以此来考察农民工的休闲需求(表 4)。

需求，但是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可见休闲生

表4
选项

农民工对休闲娱乐的必要性认识

完全没必要

没必要

有必要

非常必要

活主客观因素不协调，需求供给不平衡成为沪上农
民工休闲生活的主要问题。而长期被忽略的农民工
休闲生活的畸形现状又导致沪上农民工：1）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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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低下、消极怠工。无结构访谈的建筑农民工

农民工休闲活动相关的产品。第三，从农民工自身

样本普遍表示工作强度太大、闲暇时间不足已经影

出发鼓励农民工通过体育健身、音乐艺术学习等，

响到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工地生活没有幸福感可

提高其文化素养和休闲品位。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让

言。2）心理失衡、对城市抱有逆反态度。积极的

他们愉快地度过休闲时光，还可以从中增加他们的

休闲活动能帮助和诱导农民工建立良好的个人生

自信心，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敢于全面发挥自己

活方式，保持愉悦的心理状态及较为广泛的人际关

的特长，有利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

系，减少农民工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但是目前沪上
农民工休闲生活的现状使得他们合理的休闲需求
得不到满足，生活的紧张感得不到缓解，造成心理
失衡、对城市抱有逆反态度。3）行为越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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