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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流 动 中 绽 放 的 青 春
———部分进城务工妇女生活状况调查

本报记者 李 鹤 邓晓霞 曹红涛

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
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为社会发展、经
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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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在这支流动大
军中，女性已经占了近半数。她们跟进城
务工的男性农民工一样，离开土地，告别
家乡，走进工厂、饭店、宾馆……融入到城
市的建设和生活中。她们改变着城市的面
貌，也改变着自己，在繁华的城市中，静静
绽放着自己的青春。

她们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面对脏、累、苦，她们没有抱怨，

只是埋头工作，为了家里的新房、彩

电，为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为了

自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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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陈凤春来自黑龙江依安县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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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为补贴家用，她只身一人
到哈尔滨打工。她最先在一家快餐店洗了
一年的碗。早九晚十，没有休息日，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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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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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天得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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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碗。活碱
兑的洗涤剂特别烧手，不到一周，她的手
指尖就蜕皮变白。后来她通过劳动市场找
到做小时工的活。活多人少，她又肯干，现
在一个月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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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毛收入，除去生活
成本，每月能存下

*+"

多元。
据统计，黑龙江省流动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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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以下妇女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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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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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多数从事缺少劳动技能的
工作，经济收入大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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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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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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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显示，流动人口年龄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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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
间。妇女在迁移劳动力中占了近一半，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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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农村。
阿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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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家在四川宜宾。她是跟
着表嫂出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她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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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在绵阳的电子厂组装过仪表，在
成都的批发市场卖过衣服，在贵州的玩具
厂缝过娃娃，最后到了深圳，在一家正规
的休闲中心学做按摩。对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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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左右的月收入，阿漓很满意，“可是，实在
太累了，一整套按摩做下来，在空调房里
都能汗津津的。”她说：“我只念过初中，想
找份合适的工作太难了。”

打工妹最初进城主要有三条渠道：政
府或村集体组织；中介介绍；亲戚老乡熟
人关系引领。前两种情况比例很小，她们
绝大多数是通过第三条渠道，哪里好挣
钱、挣钱多就往哪里流动。

进城务工妇女多数集中在低技能、劳
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饮食、服务行
业或家务劳动市场。作为廉价劳动力，她
们的工作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劳动
条件差，工资收入低，还常常没有保障。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

份稳定的工作。”
(#

岁的湖北姑娘小平，在
北京做旅店服务员。她表达了多数进城务
工妇女的愿望。

面对脏、累、苦，她们没有抱怨，只是
埋头努力工作，为了家里的新房、彩电，为
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自己的明
天。她们身上凝结着中国农村妇女勤劳质
朴的特质。

她们渴望安稳无忧的生活

在很多进城务工妇女心里，城市

只是一个驿站，只是谋生的地方，年轻

的就是挣些嫁妆钱，已婚的挣到些盖

房子钱，年纪大点的就是为孩子攒钱

与男性相比，进城务工妇女在参与经
济活动的能力和程度上差别不大，但是在
外出的“自由度”上却处于劣势，她们受到
的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心理等方面的

压力和束缚远大于男性。
在江苏省灌云县朱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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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郑芹
翠正为即将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发愁。孩
子两岁多的时候就交给婆婆照看，她跟丈
夫一起去了苏州的工业园区打工。上个学
期，儿子学习成绩突然大幅下降，她迫不
得已跟厂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想办
法。“孩子在家吧，没人教育，可带在身边，
外边上学费用太高不说，连在哪儿吃住都
是问题。”
“打工妹之家”理事方清霞自己就曾

是一个打工妹，她非常了解这些进城务工
妇女的处境。她说，“最害怕生病，上医院
看一次感冒就可能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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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都抵得上
一个月房租了。”另外，因为户口问题给工
作和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反映较强烈的
有：要办理各种各样城市人不需要办的证
件；找住房困难，租房贵不说，还常常三更
半夜地被查户口。

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莹
分析说，在很多进城务工妇女心里，城市
只是一个驿站，只是谋生的地方，年轻的
就是挣些嫁妆钱，已婚的挣到些盖房子
钱，年纪大点的就是为孩子攒钱。在城市，
她们普遍存在一种漂泊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教授郑真真认为，造成进城务工妇女面临
如此境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
的户籍制度。但是，对于非农户口的渴望
只是一种表征，她们迫切需要得到帮助的
是在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上与城里人拥
有同等竞争的社会地位。

她们需要更完善的权益保障

文化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意

识淡薄，进城务工妇女在权益受到侵

害时常常不去主张，甚至根本就不知

道自己受到了侵害

进城务工妇女渴望通过打工改变命
运，劳动权益保障关系到她们的生活、发
展。然而，较低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
定了她们更易受到侵害。

山东聊城姑娘孙萃，现在是北京一家
仓储设备公司的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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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她，已
经整整在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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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年在北京通州一
个木地板厂的经历让她苦不堪言。厂里规

定，早
-

点工作到晚
-

点，中间只休息一
个小时。经常性地超时无薪加班，“最长的
一次连着两天一夜没合眼”。

据了解，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加班、
超时工作比较多，一些私营企业、小型企
业以及服务业很多还违法收取押金，克扣
拖延发放工资，这是进城务工妇女碰到比
较多的侵权情况。全国妇联开展的“千名
进城务工妇女”问卷调查显示，签订正式
劳动合同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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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六成务工妇
女每天工作时间在

-

小时以上，其中只有
不足三成的人能够按法定数额获得加班
费。另外，有近一半的进城务工妇女还没
有被覆盖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特别是对
以青年为主的进城务工妇女针对性最强
的生育社会保险，没有得到用人单位的重
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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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参保。
“打工妹之家”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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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中国
第一家专为女性流动人口服务的公益性组
织。理事范晓红负责维权方面的工作，她
说，过来寻求法律援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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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劳动
纠纷。虽然《劳动合同法》有明确的要求，但
是很多企业，特别是不正规的小企业采取
很多规避方式，比如把合同改成一年一签
以逃脱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对企业的束
缚，降低餐补等其他福利规避加班费。

由于文化水平低，进城务工妇女的法
律知识匮乏，权利意识淡薄，在权益受到
侵害时常常不去主张，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受到了侵害。

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理事张帅，曾
经帮助某美国公司培训供应商的一线女
工，包括法律、健康、社会融入等内容。他
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女工法律知识基本处
于空白，不了解自己享有哪些劳动权益，
不知道哪些是性骚扰，如果有人讲黄色笑
话，她们多是保持沉默或选择离开。李莹
说，一些低端行业，很多女工都不知道她
们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权益受劳动法保
护，一旦怀孕就自动辞职。

家政工是进城务工妇女中一个值得
关注的群体，她们属于非正规就业也叫灵
活就业，与雇主是雇佣关系，不在劳动法
保护的范围之内。因为工作场所比较隐
蔽，又缺少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证明，难
以取证，所以她们受到的伤害比在劳动关
系中的女工更多也更得不到保障。

目前，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对家政

行业调研已经做了两年，比较有成效，得
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关注，据了解北京市
拟制订地方性法规，之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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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深圳对家政行业做出过规范。

如何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妇女的合法
权益，使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近几年，各
地政府和用工单位正在研究和采取一系列
措施。专家认为，应当从她们的实际需要出
发，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权益保障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督查机制，可在社区专设机构，进
行调查、分析和疏导化解；二是建立联动运
行机制，实行权益舆论保障、社会保护保
障、经济生活保障一体化管理服务体系；三
是建立教育与管理结合机制，广泛深入开
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
劳动保护条例》的宣传教育。

她们更需要生理和心理上

的双重关怀

打工妹结婚生育年龄大大推迟，

而同居现象普遍。她们对于性知识和

性病防治方法了解十分有限，意外怀

孕现象比较严重

据了解，有过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村妇
女相较没有外出过的女性，普遍结婚和生
育的年龄都大大延后。这一方面是由于城
市生活让她们的婚姻观和生育观产生了
改变，而另一方面，又有着迫不得已的客
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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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从安徽出来，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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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仍然
孤身一人的方清霞，对此深有感触。

一是从农村出来，不想再回去找对
象，城里人又“高攀”不上。方清霞有次去
图书馆，碰到一个聊得很投机的男孩。后
来男孩问“你是做什么的？”“家政。”她永
远忘不了当时对方的眼神，透露出“我们
没必要继续交流了”。

二是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少。方清霞
曾在上海一户人家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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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姆，只认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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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异性，全都是雇主家的亲友。像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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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几还没有结婚的流动妇女占有
一定比例，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

三是为了增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能力，打工妹结婚生育年龄大大推迟，而
同居现象普遍，同居对象大多也是打工
者。据统计，进城务工妇女中近一半人是

未婚，不稳定的打工生涯对她们的婚恋乃
至整个生活方式影响很大。

一项在北京、广州等
%

个城市进行的
调查显示，一些城市外来青年女工中有相
当一部分人已经有性生活经历，然而她们
却缺乏生殖保健意识，缺乏基本的避孕知
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避孕药具。

打工妹大多来自内地山村，大部分是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于性知识和性病防
治方法了解十分有限，意外怀孕现象比较
严重。

深圳市罗湖区曾调查发现，到医院做
人工流产的女性中，六成以上是未婚打工
妹。拥有

-%!

以上外来人口的深圳，对于
改善外来人口生殖健康问题做了大量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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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深圳市计生协会即大力开
展“青春健康”教育，之后又在全国首创社
区生育文化中心这一新型生育文化公共
服务平台，通过免费授课、政策宣传、咨询
服务、药具发放等形式，使得未婚青年人
流引产率和生殖道感染率明显下降。

她们在流动中实现成长

迁移流动对妇女个人和社会发

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前提是社会要

尽可能提供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

的机会

休闲背心，牛仔短裤，眼前的阿漓一
副城市少女的打扮。偶尔，她还会去女人
街修修眉毛、涂涂指甲。她说她喜欢城市
五光十色的生活，侃侃而谈，落落大方。而
她心里也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刚出家门时
的自己，害羞、寡言、自卑。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有过进城务工经
历妇女最直观的变化。与未外出过的妇女
相比，在谈吐、穿着、打扮、卫生习惯方面
明显不同。

城市与农村之间，她们真切地感受到
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繁华与冷清之
间的反差。与城市女性相比，她们少了很
多政策福利的照顾，所以她们有着更强的
自我概念；与传统农村妇女相比，她们不
再把命运的改变完全寄托在婚姻上，所以
她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
生存条件。

在城市与农村的流动之中，她们实现
着自我的成长和蜕变，虽然，这个过程可
能让她们刻骨铭心，或许还伴随着阵痛。
与未外出过的妇女相比，她们见识广，接
触人多，普通话说得好，交际能力和独立
意识较强，办事节奏快。

少数流动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
通过不断学习、培训，提高了自身素质，从
而获得成功。在全国妇联的问卷调查样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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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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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为管理人员和公
司职员。这表明，随着进城务工妇女教育
程度的提高和自身的不懈努力，她们的职
业层次悄然有了改变。

方清霞选择留在北京，留在打工妹之
家，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帮助那些曾经像
她一样需要帮助的务工妇女。她说，“北京
带给了我很多改变，包括行为、思维模式、
待人接物等，而最大的变化是有了自我意
识。比如以前害怕自己大龄未婚别人会有
看法，现在想通了，结婚与否都是‘自己选
择的生活’。 ”

孙萃喜欢上网，去逛论坛，还开了博
客。她有个理想，有一天能通过网络为山
东老家大棚里的桃杏联系上南方的经销
商，让家乡产品打开销路。

阿漓说，她想多攒点钱，开一家属于
自己的小店，卖她喜欢的女生饰品。
“事实上，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妇女已

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力
量，同时，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形
式，迁移流动对妇女个人和社会发展也
会产生积极影响，前提是社会要尽可能
提供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机会。”郑
真真说。

在参与中

等 待
谢丽华

“她们为什么不哭？”这是
(+

多年

前，在刚成立不久的打工妹之家接待

韩国妇女代表团之时，她们团长问我

的一句话。她说，听到打工妹们介绍自

己的故事，有的年少离家独自进城闯

世界；有的夫妻分离一年才能相聚一

次；有的给别人家看孩子却把自己的

孩子留在千里之外……这些应该是很

伤心的事情，可她们叙述的时候为什

么却很平静？我告诉她，因为这是她们

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才有

了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家

乡种地，也可以选择走进城市打工，妇

女们也不例外。

“她们为什么进城？进城后做什

么？今后的路如何走？”这是《农家女》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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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开始讨论的话题。那时

候，大家的想法似乎很简单，为了挣

钱，为了见世面。有个打工妹告诉我，

她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不是因为家

里穷上不起学，是自己不想上了，看到

同村的小姐妹出来一年就变得和城里

女孩一样鲜亮，她羡慕极了，为辍学她

还挨了父亲一顿打，但她还是义无反

顾地出来了。至于出来后做什么，大多

数打工妹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服

务行业入门门槛低，而且管吃管住，所

以她们的第一份工作往往选择服务

业。至于“今后的路如何走”，这对打工

妹来说可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也是

我们国家流动人口政策不能不面对的

现实问题。

从个体来说，打工妹是要长大的，

她们会变成打工嫂、打工妈妈，甚至打

工奶奶姥姥；从一个群体来说，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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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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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流动妇女平均年龄的

增长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计划

生育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义务教育和

两免一补的推行以及新农村优惠政策

的实施，现在招工难已经成了普遍现

象。但对个体来说，那些已经成为打工

嫂、打工妈妈，甚至打工奶奶姥姥的

人，仍面临着选择，她们面对的已经不

是“今后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而是她

们将来的归宿在哪里的问题。

那个义无反顾走出来的打工妹已

经结婚并成了准妈妈，她现在发愁的

是孩子在哪里生在哪里养？回老家吧，

是回婆家还是回娘家？一个在安徽一

个在云南，而且公司说了，只要回老家

生孩子就不给带薪产假，所以他们决

定不回老家。在城里生吧，他们一直与

别人合租房子，这样势必会影响其他

人的正常生活，可他们夫妻都是打工

族，打工薪水是租不起独居的。更麻烦

的事情还在后面，产假之后孩子谁看？

户口上在哪里？送回老家，农村又会多

一个留守孩子，留在身边她就不能继

续上班，家庭妇女的生活是她无论如

何都不想选择的。

遇到同类麻烦的可不是她一个

人。在我认识的打工妹中，有的就是惧

怕这些麻烦，选择了单身生活。而有的

麻烦是自己找上门的，有两个打工妹，

她们的丈夫都不幸死于车祸。她们中

的一个把女儿留给父母，自己一直在

外漂泊，她也几次试图回家过安分守

己的日子，可城市给她的改变已经让

她不能像母亲那样生活，她说，回到农

村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又一次

一次跑出来，被农村和城市拉扯着撕

裂着，痛苦地煎熬着。另一个想法则非

常实际，她希望在城市郊区找一个可

以依靠的人，把两个孩子带到身边，但

这样的选择容易吗？还有几个离了婚

的姐妹，她们的承包地虽然还在婆家，

但她们在婆家已经成了“外人”，回娘

家吧，在农村嫁出去的姑娘就是泼出

去的水，没房子没地你回娘家就是客

人。所以她们只好跑到城市躲避着将

来。

而将来是躲不掉的。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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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

段，中国正是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美国

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

茨在世纪之初断言：
!(

世纪影响人类

进程最主要的两件大事是“中国的城

市化”和“新技术革命”。

中国的城镇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而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人而

不是摩天大厦。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中，有时候一个政策上的小小改变，能

使一个群体的命运得到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

放是从流动开始的，流动使我们有了

今天的腾飞。而今天，让流动人口融入

市民社会，应该是一场更艰巨的改革。

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应该在参

与中等待。

（作者为《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

走进城市 改变人生

我生长在大西北的山区陕西眉
县，父母艰难地供我读完了高中。

!++!

年春天，我走出那座生我
养我的大山，成为城里打工族的一
员。

记得初来乍到的我，看不懂站
牌，坐车不知方向，怕上当不敢问
路，为省
钱一天只
吃两顿，
还是开水
就馒头。
托人几经
周折才找到一份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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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公
园打扫卫生的活。工余时间，我还
捡垃圾、卖报纸、卖雪糕，经常饥一
顿饱一顿，居无定所。后来，抱着最
后一线希望，我流着泪走进妇联就
业服务中心，开始学做家政。

为城里人的家庭服务，我又茫
然，又恐惧，“我能干啥？”“城里人能
不能瞧得起我？”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我参加了培训班。自卑的我一直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低着头
听课，用心记笔记。笨鸟先飞，我反复
练习，终于掌握了家政知识和服务技
能。我悄悄下了决心，不能给农村妇
女丢脸，要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我服务的第一个家庭是一对

老干部，其中一位老人瘫痪在床。我
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悉心照顾两位
老人的生活起居，陪老人晒太阳，给
老人缝洗尿垫，定时吃药，保健按
摩，调剂饮食……心情舒畅的老人
身体渐渐好转。儿女们看到笑容比
以前多了的父母，感慨地说：“你比
我们亲生儿女都做得好。”我用真情
和温暖换来了他们全家人对我的信

任和赞扬。
几年来，我在城里做家政、当

月嫂、干保洁，尝试着各种力所能
及的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学习新
知识和电脑操作。我的勤劳和坚韧
不拔的性格，赢得了单位的好评和
大家的认可。虽然，偶尔我也会遭

到 冷 言
冷语，会
委 屈 难
过，会因
压 力 透
不 过 气

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想
通了，我不比城里人差，只要努力
就会成功。

城市生活的酸甜苦辣让我回味
无穷，但我的人生也因此而精彩。我
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的素质提高
了，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
根本的改变。

刘娥娥口述 康沙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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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火车站前，背大包携小包的打工妹步履匆匆。 王 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