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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根据所从事工作的类型，北京新移民可分为智力型

移民、劳力型移民和经营型移民。北京的新移民在发展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首先，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移民们落户

北京存在很大的困难，由此难以产生身份认同感；其次，移民们在很多方面无法与北京市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进

而影响了心理认同感；再次，在价值观认同方面，新移民面临着职业目标不明确、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难以理

顺等问题。新移民面临的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他们对于北京的文化认同感。针对新移民存在的文化认同问题，可以从

加强新移民的经济保障、完善制度保障和提供精神保障这三方面来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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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飞快

的发展，随着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移民变成了

一种普遍和频繁的现象。而北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

势，吸引大量的移民来此拼搏奋斗、生活定居，北

京由此成为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移民城市。

移民是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活动的总

称，既指人口在空间上的迁移活动，又指参与移民

活动的人员。而新移民在本文中主要是指改革开放

之后我国出现的迁移行为和迁移人口。移民是文化

的载体和创造者，移民们创造的移民文化具有提升

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作用。[1]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

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17年我国的流动

人口约2.44亿，而北京则拥有着794.3万的外来常住

人口，移民问题无疑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热点问题。移民在促进移民城市发展的同时，

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通过对移民及移民

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解决措施，能够增强移民的文化认同，从而进一步

促进移民城市的健康发展。

1 北京新移民的现状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拥有着独有的丰富的行

政地缘优势，比如教育资源丰富、医疗卫生资源丰

富、社会福利多和救助标准高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吸引着人们持续不断地来此拼搏奋斗、扎根生活，

大量移民的涌入进一步提升了北京的城市竞争力，

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下面笔者将对北京现

有移民的状况，即对北京移民的人口总数和移民结

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1 人口总数

近几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增长放缓，据《北

京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

简称《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

口比2016年末减少了2.2万，为2170.7万人，这也是

常住人口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同时，这

两年北京市的常住外来人口总数也在逐年减少，

2017年的常住外来人口为794.3万人，比2016年增

长了-1.6%。这是继2016年常住外来人口首次出现

负增长以来连续第二年出现了负增长。由于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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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总量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常住人

口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减少

导致的。

1.2 移民结构

根据从事工作的不同类型来划分，可把北京市

的新移民分为智力型移民、劳力型移民以及经营型

移民。[2]

智力型移民受过高等教育，在移民地的工作门

槛较高，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要在北京安家立业的

愿望。与另外两种移民类型相比，智力型移民体现

出了年轻化和高学历的特征，从事的也多为社会认

可度较高、社会尊重度较强的职业，他们在社会地

位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因此，

这类移民对于北京的文化认同度较高。

劳力型移民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的工作技

术含量低，工资收入少，他们有想要定居北京的愿

望但由于遭受的种种排斥和不公平待遇以及收入水

平较低等原因，他们最后大多数人也只能是在北京

耗费了青春最后回到家乡养老。农民工便是劳力型

移民的主体部分。劳力型移民对于北京的文化认同

度较低。

经营型移民有自己的投资和产业，靠技术或资

金来运作自己的产业，获取利润。这类移民从某种

程度上说，是劳力型移民的高级阶段，由于有自己

的产业，他们一般是举家进行迁移，家庭化趋势较

明显，对于定居北京也有较强烈的意愿，但是商人

的本质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北京进行家庭生活的成

本，同时，由于在老家拥有农村土地收益，也对他

们移居北京的想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类人的文

化认同比劳力型移民高但比智力型移民低。

作为我国的文化中心和全国高等院校中心，

北京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了全国数量最多的

重点大学，是我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统

计公报》表明，2017年北京市的在校大学生数量为

104.9万，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很大一部

分在毕业之后会选择留在北京，由教育型移民转化

为智力型移民。同时，随着进京落户门槛的不断提

高，北京市移民的学历水平也呈现出向高端方向聚

集的趋势，因此智力型移民在移民总数中占据的比

重将越来越大。

2 北京新移民的文化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身份认同、心理认同及价值认同是影响北京新

移民对北京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移民们对北京的

身份认同感，受到了北京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

而由于不具备北京户口，导致移民们在很多方面无

法与北京市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进而影响了他

们的心理认同感；同时新移民还面临着个人职业目

标不明确、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难以理顺等

问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认同感。

2.1 身份认同及其影响

身份认同是移民的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它指

的是移民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是移民获

得移入国家、地区或城市法律认同的标志，对于移

民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统计公报》可知，2017年北京市的常住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23人，如此庞大的人口密度

以及人多地少的状况使得北京不得不实行极为严格

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为了维持北京首都核心功

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

定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目标为2300万，为了达到这

个目标，北京将进一步加强对户籍人口的管理，落

户北京将越发困难。

目前落户北京的途径主要有：新生儿落户、积

分落户、人才引进落户、应届毕业生落户、考取公

务员以及经商纳税等。而北京户口的好处主要体现

在养老、子女教育、住房、购车、医疗保障和低保

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上。严格的户

籍管理制度，使得大量的移民难以落户北京，身份

得不到认同使得他们严重缺乏归属感和公平感，这

成为了影响他们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心理认同及其影响

心理认同是移民对移入国家、地区、城市的个

体感受，比如幸福感、安全感等，是移民的文化认

同的个体基础。2017年，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社

会保障、宜居城市建设、城市环境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提升了移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了他

们的心理认同感。

在经济建设方面，《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

北京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30元。由于重

陆燕铭：北京新移民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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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国有企业集中程度高，北京在国有大企业总部就

业上具有突出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优势。然而需注意

的是，尽管经济收入水平高，但北京的生活成本也

很高昂，2017年北京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7425

元。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一些移民难以对北京产

生心理认同感，故常产生逃离北京的想法。 

在社会保障方面，通过兴建保障房和进行公

开配租，北京市政府为经济状况较差的移民提供了

居住的空间，使他们有房可住，有“家”可依。北

京市政府还将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由2016年的1212

元增加到了2017年的1292元，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

1890元增加到了2000元。这些工作成果使北京市的

社会保障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

为移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增强了移民的安全感。

在宜居城市建设方面，《统计公报》表明，

2017年北京市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交

通运输、节能环保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34.3%、

30.4%、26.3%和26.2%。新建了11816个社区服务

机构；2017年公共图书馆馆藏量比2016年增长了

2.9%；增加了1个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各院线放映

电影场次增长19.6%，有超过500万的用户和541.6

万的用户在使用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和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业余生活，能使移民

在忙绿、快节奏的工作时间之余放松心情，收获心

灵的满足感，提升生活幸福感。

在城市环境建设方面，由《统计公报》可知，

北京市的污水处理率比2016年提高了2%，达到

了9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比2016年提高了

0.1%，达到了99.9%；城市绿化覆盖率比2016年提

高0.02%，为48.4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比2016年

增长了0.1%，达到16.2平方米。北京的环境污染严

重，而城市环境的改善，能对提高移民心理认同感

产生积极的作用。

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的提升，能加快移

民们融入北京文化的速度，同时提高移民们在北京

生活的幸福感和心理认同感，从而增强他们对北京

的文化认同感。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大部分的移民

是没有北京户口的，用于居民的失业保险金和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并不适用于他们，这无疑对移民们的

文化认同感造成了消极影响。

2.3 价值认同及其影响

价值认同主要体现在移民们对北京的人生价值

观、婚姻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等的认

同上，是文化认同深层次的观念基础。

在人生价值观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北京最

吸引移民的是经济因素。[3]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湖北、安徽、四川、河南、河北、山东

和黑龙江这七个省是北京65.7%移民的来源地，而

这些主要来源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没有达到北京

一半的水平，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移民们对经济高

度繁荣发达的北京充满了向往之情。有利于个人发

展是北京吸引移民的第二个原因，如就业就会多、

能学到较多的个人工作技能等。而北京作为首都所

具备的独有的丰富的行政地缘优势，如教育资源丰

富、医疗卫生资源丰富、社会福利多和救助标准高

等，是吸引移民的根本原因。由上文可知，移民们

来北京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充分

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不

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他们怀抱希望而来，最后可能

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铩羽而归。出人头地的人生

价值难以实现，令这些移民对北京的价值认同感不

高，从而影响了其对北京的文化认同感。

在婚姻价值观方面，高颖、张秀兰指出，北京

新移民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

象：具有高学历、高职业层级的移民，普遍愿意与

其同类型的移民结合；而位于学历和职业层级低端

的移民，大多会选择与本地人进行结合。[4]上文曾

提到，智力型移民有较强的留京意愿和决心，当他

们结合时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意愿并促进彼此对北京

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当位于学历和职业层级

低端的移民和本地人组合成家庭时，他们会更快地

融入北京的生活，进而增强了文化认同感。

在职业价值观方面，近年来北京的新移民中存

在着越来越多的智力型移民，这些移民拥有高学历

的教育背景，可选择的职业种类众多，他们会倾向

于把自身的发展当成最高的追求目标，对自身的职

业前景非常重视，这样的移民往往会选择留在经济

发达的北京，为了实现自身的职业目标和价值追求

不懈地奋斗拼搏。因此，他们对北京的价值认同会

比较高。对于劳力型移民来说，由于自身学历和知

识水平低，他们可选择的职业种类很少，职业对他

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经营型移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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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自己的投资和产业，他们希望以此来获取更多

的利润，在他们看来职业更像是一种赚钱的工具。

因此，劳力型移民和经营型移民在职业价值观方面

对北京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较低。

在道德价值观方面，“朝阳群众”便是北京道

德精神一个很好的代表。无论是引起社会舆论关注

的明星涉毒案件还是街上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活跃

着“朝阳群众”的身影，他们通过向警方积极举报

而使这些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打击惩治。

而这些“朝阳群众”有可能便是北京芸芸路人中的

一员。这样的道德价值观能使移民感受到北京民众

的正义感，从而产生一种道德认同感。但同时，北

京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得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生

活奔波，无暇顾及他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社会上人情味的缺失，导致移民无法感受到这个城

市的温暖。

3 促进北京新移民文化认同的对策

作为北京经济建设的坚实力量，北京新移民对

提高北京市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移

民们对北京的文化认同感不高，会使他们工作的效

率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到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因

此，针对新移民存在的文化认同问题，可以从加强

新移民的经济保障、完善其制度保障和为其提供精

神保障这三方面来着手解决。[5]

3.1 加强经济保障

北京可以为新移民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与成长

空间，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转型升级，劳

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淘汰，一些从事底层简单工作

的移民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背负巨大生活压力的

移民继续在北京的生活成为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资收入是移民延

续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重要保证，也是移民获得身份

认同，进而增强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市

政府要不断增加就业岗位，提高移民的工资收入水

平，为广大的移民获得城市身份提供政策支持，从

而提高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3.2 完善制度保障

3.2.1 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北京市15-59岁的

常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为73.1%，这个比重低

于2016年的76.3%和2015年的76.7%；而60岁及以

上常住人口比重分别比2015年、2016年增长了0.8%

和0.6%，占到了常住人口的16.5%。这些数据表明

了北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的程度日益

加深。为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北京需要不断吸

收新的年轻劳动力，在维护首都功能的正常运行和

2020年保持常住人口在2300万的前提下，需要不断

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放松对高素质年轻人才的落

户管控，在填充年轻劳动力的同时，也可以使人尽

其才，进一步促进北京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3.2.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住房保障

作为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之一的北京，房价高

昂，而房子是人们的必需品，不少移民可能终其一

生也难以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再加上缺乏北京户口带来的一系列不公平的住房待

遇，这些都会给移民的生活和心理带来极大的不安

感，更遑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严重者甚至会产

生漠视以及报复心理，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

故北京市应该针对没有户口的移民提供一些租房方

面的便利政策，以使移民能够在这座大都市中获得

“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2）教育保障

无论是举家搬迁的移民家庭，还是在北京定居

生活生育后代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和北

京市民获得同样的教育条件，然而由于教育资源有

限，很多城市都对非本市户口的孩子设置了入学限

制，这种情况对于希望孩子能够在大城市接受更好

教育的父母来说是一种打击。北京市应该尽力为移

民子女提供能够与城市的小孩享受同样的优质教育

资源的机会，这不仅能够提高移民的文化认同感，

而且也可以提高城市整体的文化素质，为以后社会

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资源。

3）养老保障

养老保险能够为广大离、退休人员提供稳定可

靠的生活来源。然而移民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导

致移民在不同地方工作产生的养老保险的转接存在

比较大的困难。为了使移民工作更放心，并能坚持

在北京工作到退休的年龄，北京应该尽力出台一些

针对移民的措施，使他们可以和本地市民享受到同

等的基本养老保险，以便他们更好地融入北京的生

陆燕铭：北京新移民文化认同研究



1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16卷 第4期 11

活和文化。

4）医疗保障

“生不起病”是一句玩笑话，更折射出了移民

们在大城市对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无奈之情。北京

市要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使移民能够

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让移民能够

病有所医，更好地保障和改善移民的生活，使移民

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5）失业保障

移民在失去工作后，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由于

没有北京户口，无法与当地市民享受相同的失业保

险救助和再就业培训，需要政府施以援手，为他们

提供必要的失业保险，同时也要为他们免费开展再

就业的讲座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再次上岗。

6）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是为贫困人口提供的保证其贫困

家庭基本生活的一种生活救济。移民离开家乡安稳

的生活环境，来到了繁荣的快节奏的北京打拼，当

面临下岗失业时，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得不到任

何的保障，这个时候便需要政府来为这些挣扎在生

活最底层的移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3.3 提供精神保障

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可以为移民提供便利的

社交条件，从而能让移民感受到生活的自由和精神的

充实。北京市应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譬如可以在社区

设立居民之间的交流接触平台，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

动、联谊活动等，在丰富移民业余生活的同时，通过

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的交流能更容易地培养移民对本社

区的归属感，从而增强对北京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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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New Immigrants in Beijing

Lu Yanming

（School of Marxism,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518060）

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Beijing's rapid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work they performed, new immigrants in Beijing can be 

divided into intellectual  immigrants,  labor immigrants and business immigrants. These new immigrants face many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 First of all, the stric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makes it difficult for immigrants to 

settle in Beijing,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create a sense of identity. Secondly, immigrants do not enjoy 

the same benefits as Beijing citizens in many aspect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nce again, in 

terms of values identity, new immigrants fac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career goals and the difficulty of ration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values and social values. These problems faced by new immigrants ultimately affect 

their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with Beijing. In response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new immigran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security,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ecurity 

and providing spiritu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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