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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对农业院校毕业生考研意愿的影响
——基于南京某院校 228 份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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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193；2.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选取南京某农业院校 228 名在校毕业生为样本，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状况和

文化资本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就文化资本差异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做了探讨。结果表明，学生的家庭文化资
本和学院的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有一定影响，其中学院文化资本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对学院文化资本的调查中，
相对于信息科技学院，农学院对其学生的考研意愿显然影响更大。农业院校如对相对“劣势”学院投入更多的资
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与“优势”学院的差距，促进多学科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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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willing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aking 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TIAN Mu-ye1, ZHANG Chun-lan2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Pierre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selects graduates from 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Nanjing as samples to get to know the condition of the willing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t is found out that
cultural capital of students’ families and colleges will influence their willing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at of
colleges has greater influ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gronomy college has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willingnes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paper hence proposes that if th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an invest more in the “inferior colleges”, the gap between them and the “superior colleges” can be narrowed
and the multi-discipline coordination could be achieved.
Keyword: cultural capital; the willing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fluence factors;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另一方面，学院文化资本(特别是高校中优势学院的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学术界中却鲜

教育公平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化资

有研究。为此，笔者拟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

本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中

结合的方法，研究家庭和学院两个场域的文化资本

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

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的考研意愿。

点。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阶层背景因素对高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等教育机会影响越来越大，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

教育本身不会消除社会不公平，教育制度甚至在一

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

定程度上会增加社会成员间的差距。在这些研究
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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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本，这
种资本可以理解为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布迪厄运用
文化资本理论，在研究教育问题后得出结论，不同
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本，而不同的文化资本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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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影响其学业成就。[1]布迪厄认为，现在的教育系

定数量、质量、类型的文化资源的占有。按布迪厄的

统就是在文化上维持这种不平等，实现阶层差距的

相关理论，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具体形

[2]

再生产。 除此之外，柯林斯的“身份文化”理论，

式的文化资本：本文定义为通过各种教育活动而作

[3]

用于个体身上的文化知识和素养等，考察的变量有

科尔曼所著述的《科尔曼报告》都提出了类似的

观点。

[4]

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学校的交流，以及学院组织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布迪厄的作品在国

学术科研活动、对学生的要求、学院氛围等；二是

内陆续出版，我国学者运用文化资本对教育机会影

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本文定义为物质性的文化

响的研究逐渐增多。比如谢作栩、王伟宜通过研究

产品，考察的变量有家庭藏书量，学院的实验室数

得出：目前各社会阶层子女在拥有多少以及拥有什

量、实验器械数量等；三是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

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父亲或

本文定义为学院的具体规章制度，考察的变量有学

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

院的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鼓励科研制度等。家

[5]

显著差异。 徐继岭通过对个案研究得出：文化资

庭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和客体化

本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呈正相关，具体化形式

形式的文化资本两种文化资本类型。而学院文化资本

[6]

的文化资本对其影响最大。 余秀兰进行实证研究
后，利用布迪厄等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中国城

则包括以上三种文化资本类型。
（二）数据来源

乡教育后指出：农村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城市文化

本研究以南京某农业院校在校毕业生为研究

资本为主导，而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最终形成两个

样本。在抽样时考虑到该农业院校中农学院是教学

封闭的循环圈即城市优秀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

和科研实力最强的学院，拥有大量的优质资源；而

圈，极少农村学生能摆脱农村循环圈。

[7]

信息科技学院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学院，拥有较少的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侧

资源，两者具有典型差异性，于是运用随机抽样方

重于文化资本对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而关

法分别选取这两个学院大四学生各 120 人，共发放

于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毕业选择和考研意愿影响的

240 份问卷，收回 228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

研究较少；对于学院间文化资本的差异和影响的研

被调查的 228 名大学生中，从性别看，男生 127 人，

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定量研究，但由于文

女生 101 人；从学院看，农学院调查 116 人，信息

化资本具有一定隐蔽性，要揭示文化资本的深层次

科学技术学院 112 人。

影响，还应结合一定的访谈法进行研究。因此，本

为弥补问卷调查的局限，更深入详尽地进行调

研究主要结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家庭文

查研究，根据具体情况，还从两个学院毕业生中对

化资本和不同学院间文化资本的差异对大学生考

调查发现的“典型”进行了访谈，共选取 6 位毕业

研意愿的影响。

生进行访谈。

二、文化资本理论与数据来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考研意愿主要指大学本科毕业生接受研究生

(一) 考研意愿

教育的意愿和想法。根据布迪厄的社会理论，考研
意愿也应视为个体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从调查结果来看，21.2%的受调查者考研意愿
特别强烈，25.4%的受调查者考研意愿比较强烈，

（一）文化资本的界定和类型

两者共占 46.6%，即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有考研意愿，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率先正式提出“文

总体来讲，选取的两个学院考研意愿比较高。按学

[8]

化资本”理论。 在他看来，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个

院来看，农学院考研意愿很强烈的占 19.8%，比较

实体性概念，而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能够发挥哪

强烈的占 35.3%，总共占 55.1%，有半数以上学生

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

选择考研，考研意愿比较高；而信息学院考研意愿

果，本文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家

很强烈的占 22.7%，比较强烈的占 15.1%，两者共

庭文化资本和学院文化资本分别指家庭或学院对一

占 37.8%，考研意愿明显低于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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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的影响

况？”选项上，农学院和信息科技学院选“是”的

1．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人都不超过 18%，表明上大学后，尽管父母亲很关

具体化形式的家庭文化资本对这两个学院的

心子女学习，但是父母和学校的沟通都很少；在“您

影响差别不大，如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农学院中选

父母是否让您参加过辅导班？”两者差别也都不

“父母对自己期望非常高”的占 33.6%；信息科技

大，农学院和信息科技学院选“是”的都在 30%左

学院中选父母“对自己期望非常高”的占 31.2%；

右，参加辅导班的人数都不多。进行相关性分析，

但 在 “ 父 母亲 是 否 经 常去 学 校 了 解您 的 学 习 状

结果如下：

表1

家长因素与考研意愿相关性分析
考研意愿

家长期望

参加辅导班

关心学习状况

家长期望

Pearson Correlation

0.196

Sig. (2-tailed)

0.138

Pearson Correlation

0.060

0.050

Sig. (2-tailed)

0.370

0.391

Pearson Correlation

0.271

0.084

Sig. (2-tailed)

0.064

N

228

1

参加辅导班

关心学习状况

0.050

0.084

0.391

0.321

1

0.303*

0.303*

1

0.043

0.321

0.043

228

228

228

注：*在 0.05 水平(单侧)上显著相关

Pearson 相关系数显示，家长期望、参加辅导班

部分家庭都能提供这些资源，农学院中全都能提供

次数和对其学习的关心情况与考研意愿的关系不显

的占 47.3%，能提供 4～7 项的占 38.9%，能提供 2～

著，即 P(Sig)均大于 0.05，即考研意愿和这些因素关

3 项的占 14.8%，全不能提供的没有。而信息科技

系不大。这是因为在大学阶段，学生除了节假日可

学院情况类似，全都能提供的占 52.7%，能提供 4～

以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和家庭父母接

7 项的占 29.4%，17.9%的选能提供 2～3 项，不存

触相对较少，因此受家庭影响比较小。

在全不能提供的。因而从目前来看，随着生活水平

2．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的提高，大部分家庭都可以提供必要的学习性资

家庭藏书量与是否具有考研意愿的显著性检

源。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显著

验表明(表 2)，两者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

性较弱，因此这个因素可以忽略。

(Sig(2-sided)=0.0102<0.05)。即家庭藏书量比较多的

(三) 学院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的影响

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有较强的考研意愿。可见，藏

1．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书量是家庭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会

就学院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状况来看，本文

影响考研意愿，这类资本除了让子女直接继承以

考察了学习氛围、学院组织的学术活动、老师的专

表2

对藏书量与考研意愿之间的显著性分析
考研意愿

藏书量

强

业要求、宿舍活动形式。在学习氛围方面，两个学
院存在较大差异。如表 3 所示：

显著性检验

弱

200 册以上

7

2

200~100册

19

13

df=10

100~50册

51

31

Sig(2-sided)=0.010 2

50~20册

20

57

表3

学院间学习氛围交叉表

2

X =26.399

外，更为重要的是为子女掌握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
本提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子女的文化资
本，从而影响其考研意愿。
在学习性资源的提供方面，两个学院学生的大

学院学习氛围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农学院
23.2
30.3
17.2
13.5
15.8

%

信息科技学院
12.5
10.7
32.8
23.1
20.9

可以看出，农学院的学习氛围总体上要明显高
于信息科技学院。农学院学生受其学习氛围影响，
学习较为努力，比如 C1-Q8：“我们学院算学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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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大家经常自习。”C2-Q4：“我几乎天天在图

影响的结果，农学院的宿舍学习氛围要明显好于信

书馆，因为我感觉不好好学习没出路，而且我同学

息科技学院。

我舍友都挺爱学习的。我觉得现在我保研了还是保
校外就是这个原因。”

总之，从总体上来看，农学院的具体化形式的
文化资本都明显高过信息科技学院，这些因素在一

在相关活动组织情况方面，两个学院对比如下
(表 4)：

定程度上都会提高农学院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科
研兴趣，进而影响学生读研和考研意愿。

表 4 学院科教研活动交叉表

%

农学院 信息科技学院
是否经常组织学术报 经常
告活动
偶尔

2．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对这两个学院的藏书量、实验室数量、设备数

43.8

10.5

31.5

35.8

量等的调查，是以查阅相关资料来获得的。农学院

没听说过，不清楚 24.7

53.7

拥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 个研究中心，4 个

33.5

29.2

48.2

48.9

省部级实验室，其中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 4 个省

没听说过，不清楚 19.2

31.9

部级实验室都对本科生开放。信息科技学院主要有

71.4

37.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教学实验中心、软件工程中心，

15.8

48.8

都对本科生开放，两个学院在这方面差距很大。

没听说过，不清楚 14.8

13.3

是否经常组织独具特 经常
色的科技节活动
偶尔

是否经常进行相关专 经常
业实践
偶尔

考虑到两个学院学科差异较大，不易在问卷中

可以看出，农学院组织的学术活动、相关专业
实践活动的次数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

量化，于是访谈中第 8 个问题对此进行了集中探讨。
其中农学院具有代表性的访谈如下：C3-Q8：

在涉及到学院和老师要求上，两学院对比如下
(表 5)：

“我们学院主要就是实验室多，而且非常多，质量
也很高，比如那个大豆重点实验室；我们经常组织

表5

学院专业和老师要求交叉表

%

农学院 信息科技学院
是否要求暑期社会实践

要求较多

31.3

去那个大豆实验室做事情，我现在如果去考研，在

19.5

实践上肯定不会输给外校。”从农学院的代表性访

要求不太多

47.5

52.8

谈可以看出，农学院的实验室和相关器械很丰富，

没有要求

11.2

27.7

且实践机会非常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专

是否要求课程科研能力培养 要求较多

56.9

21.4

要求不太多

30.5

39.9

没有要求

12.6

38.7

业能力和专业兴趣，有利于激发他们读研和考研，
并从事相关研究的想法。

69.8

17.6

而信息科技学院的代表性访谈如下：C4-Q8：
“设

要求不太多

17.9

44.8

备和实验室不算多，有一个计算机实验中心，在教

没有要求

12.3

37.6

是否要求阅读相关专业文献 要求较多

可以看出，两个学院对暑期社会实践的要求不
尽相同，但是差距不是很大；在对专业课程科研能
力培训要求上，农学院科研要求明显多于信息科技
学院；在阅读相关文献方面，农学院的要求也大幅
领先。
在调查“您所在的宿舍课外时间安排情况”这
个问题时，农学院中选择去图书馆的有 51.8%，去
自习的有 31.2%，而信息科技学院分别是 29.4%和
22.4%，可见农学院的学生去图书馆或去自习的比
率略高于信息科技学院的学生，这可能是学习氛围

学楼，上几门专业课的时候常去，现在不常去了，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吧。
”从信息科技学院的访谈可以
看出，与农学院相反，信息科技学院的实验室和相
关器械不太丰富，并且学生参与程度较低，同时也
对本专业兴趣不足，很少有从事相关研究的想法。
客体化的文化资本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能够
供学院的学生直接使用，另一方面为其学生掌握具
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提供条件。农学院掌握有大量
的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资
源会促使农学院学生掌握更多的农学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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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其读研和考研意愿。

2012 年 12 月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促进学生愿意
将精力投入到本专业的科研和学习中。

3．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
在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方面，本文主要考察

表7

了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论文发表奖励制度。结

信息科技学院

频数(N)

百分比(%)

5~7人

26

22.5

0

0

3~4人

57

49.3

75

67.3

果显示，在“您所在的学院保研名额多吗？”这个
问题上，农学院的学生有 38.3%的选“多，大概全

奖学金与学院交叉分析表
农学院

班 20%甚至更多同学能保”，选“一般，大概全班

1~2 人

10%以上同学能保”的有 61.7%，而且选项集中在

合计

频数(N)

百分比(%)

33

28.2

37

32.7

116

100.0

112

100.0

这两项；而信息科技学院中选“一般，大概全班 10%

在“您所在的学院在制度上鼓励同学在期刊上

以上同学能保”的学生有 47.8%，而选“很少，大

发表文章吗？”这个问题上，两者差距不大，选第

概也就 1～2 个名额”的占 52.2%(表 6)。

一项都在 59%左右，选第二项都在 20%左右，由此

表6

可见，两学院鼓励发表文章奖励制度类似，因此此

保研名额与学院交叉分析表
农学院

信息科技学院

百分比(%)

占全班20%及以上

45

38.3

0

0

占全班10%及以上

71

61.7

53

47.8

1~2 个名额

0

0

59

52.2

学金的几率都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保研制度、

100.0

112

100.0

奖学金制度可以作为一项激励体制来激发学生读

合计

116

频数(N)

百分比(%)

要素不能作为两学院文化资本差异的考察点。

频数(N)

从上可明显看出，两个学院在保研制度、奖学
金制度上差异很大，农学院的保研几率以及获得奖

可见，农学院的保研名额普遍多于信息科技学

研和考研欲望。这种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依靠学院的

院，在这点上两学院差距很大。根据访谈，笔者了

权威确立起来，对于促进本学院学生增加具体化形

解到，保研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学生读研意
愿，比如 C1-Q9“保研机会很多，只要努力学习，
就能保研，从事相关研究和学习，我感觉能达到学

式的文化资本，进而生出考研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发
挥着作用。

四、结论及其启示

术型学院的要求吧。”即便保研名额多，也有学生
表示考研意愿不受影响，如 C3-Q10“我们班是强
化班，保研名额特别多，机会是百分之七十吧，但
是只能保本校，我今年考了研，考的中科院上海生

1．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教育行动是一种文化再生
产，它把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代代传承下去并再生产
出符合自身阶层需要的文化和利益，比如家庭通过其

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目前在等结果。我觉得，

教育行为把家庭文化资本传承给下一代，并且把下一

读研还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

代塑造成拥有符合自己(家庭成员)阶层的相应的“惯

在“您所在学院给你们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多

习”
。不同阶层间存在着不同文化资本的差异，当父

吗？”这个问题上，农学院选“多，基本上每个班

母及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时，家庭试图通过自己

大概有 5～7 个人能拿到”的占 22.5%，选择“一般，

的教育行动来强化自身的阶层地位，并按自己阶层的

大概全班 3～4 个人能拿到”的占 49.3%，
剩下 28.2%

“惯习”对子女进行塑造，
“惯习”在认知、构建、

的人选“很少，也就 1～2 个名额”；在信息科技学

维持着家庭甚至整个所在阶层的“场域”
。[9]

院中，选“一般，大概全班 3～4 个人能拿到”的

从本次研究可看出，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

占 67.3%，选“很少，也就 1～2 个名额”占大约

有一定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期盼、沟通，对学习

32.7%。可见，农学院奖学金名额多于信息科技学

的 关 注 会 影响 子 女 的 考研 意 愿 ， 比如 访 谈 中 的

院。奖学金是一项激励制度，奖学金越高，肯定越

C4-Q10：“我觉得考研究生还是机会多一些，我家
人也这么对我说”，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在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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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文化资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家庭藏书量，而

从而促进考研意愿的增加。在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学习性资源都能得到提供，

本方面，农学院要明显高于信息科技学院，它与具

因而没有显著影响考研意愿。

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相互促进，共同激发了学生的

综合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有一定影

考研意愿。在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方面，农学院

响，就问卷中考察的各要素来看，在家庭这个场域

的保研名额明显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尽管过多的保

中，客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影响最大。

研名额会使一部分优秀学生降低考研意愿，但毫无

2．学院文化资本对考研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疑问会激发其他学生的考研意愿；同时农学院的奖

布迪厄始终关注“学术场域”问题，学术场域

学金数额多于信息科技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

中的权威在于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从本研究结果来

于激发学生们学习意愿。

看，学院文化资本对大学毕业生考研意愿影响大，

总之，在农业院校中，相关农业优势学科和学

其影响力显著大于家庭文化资本。可能是由于在大

院占有大量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会促进它们更

学生活中，学生主要受学校和学院影响较大，而相

好的发展，而其他学院和它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对受家庭影响较小。而在调查对象院校的学术场域

不利于这些学院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农业院校

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学院，他们凭借着历史和现

对这些劣势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弥补这些差

实条件占有大量文化资本，处于学术场域的权力主

距，不然不利于促进农业院校多学科协调发展。

导地位，而其他学院则处于从属地位。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农学院这个场域中，学院
为了维持其自身利益，通过运作三种文化资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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