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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流动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措施
——基于北京市朝阳区外来农村流动女性的调研
王海丽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 102442）

【摘

要】农村流动女性已成为外出务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她们在安全感、归

属感以及尊重和爱的需要满足方面出现了种种的不足，这是影响她们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需要从营造良好的人文环
境、加强政府关注尤其是农村流动女性的自我调整等方面来着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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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流动人口，就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
务工、经商等活动的劳动者。2016 年 10 月，国
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5 年，我
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47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

个社区和 12 个用人单位，通过问卷、个案深度
访谈、半结构访谈、小组访谈法对 158 位农村流
动女性进行了调研，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二、农村流动女性主要的心理健康问
题及成因探究
农村流动女性具备中国妇女勤俭、朴实、任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根据城

劳任怨等众多传统美德，但在北京这个繁华的

镇化、工业化进程和城乡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到

都市里，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劳累、母子的分

2020 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含预测期在城镇

离、社交范围窄小等依然会给她们带来诸多的负

落户的人口）将逐步增长到 2.91 亿，年均增长

面情绪，影响她们的生活满意度。在我们调查

600 万人左右。流动人口为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做

的 158 位农村流动女性中，对生活比较满意的仅

出了巨大贡献，流动女性更是流动人口中的“半

占 12%，不满意的高达 67%，很不满意的占到

边天”。本文的农村流动女性，是指外出务工前

21%，生活满意度普遍偏低。78% 的调查对象不

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女性。

清楚心理健康的含义，61% 的调查对象承认自己

2014—2016 年，我们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的 5

大多数时候感觉比较孤独、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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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定性的缺失造成的安全感低下
首先，农村流动女性受文化水平和技能的

（三）尊重的缺失带来的负面情绪
农村流动女性的平等权利常常受到挑战：工

限制，选择的职位常常是低技术和低门槛的，

作中，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在少数；生活中，子

甚至有时还会选择一些不太正规的企业，虽然

女教育和高速攀升的房价，更是对农村流动女

灵活性大，可以很快上岗，但这种岗位工资待

性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蔽和障碍；加之社会固有

遇差、流动性强，各方面的保障也不健全，随

的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自然也投射到了她

时面临解雇的风险，有时连基本的劳动报酬也

们身上，认为她们“没文化”“不够文明”“不

不能保证，所以她们对就业的把控力很弱。其

懂规矩”等。访谈中，甚至部分城市居民把治

次，和家人，尤其是和子女的长期分离，母亲

安问题、市容问题乃至北京人的失业问题都归

和妻子的角色定位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完全

结到农村流动人口身上，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的

的体现，限制了她们的情感交流；对孩子和老人

涌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会秩序，对他们心存

的牵挂，对丈夫工作、收入甚至对婚姻的担心，

芥蒂。但另一方面，农村流动女性认为自己的

都会严重牵扯她们的精力，影响她们内心的安

工作促进了北京的发展，一切都是劳动所得，

宁。最后，房屋的租赁性质带来的租客不断变

理应受到尊重。现实的评价和自我认可之间的

换，受经济条件限制造成的疏于收拾房屋，以

落差，也会导致农村流动女性内心的不平衡。

及居住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会让她们感觉这里只

158 位受访者中，67% 认为自己受到了“歧

是临时借居地，稳定性和安全感低下。本次调

视和排斥”，35% 表示“不怎么受尊重”，只有

查中有 71% 的农村流动妇女感觉“心里不踏实”。

17% 表示“比较受尊重”，而这 17% 的受访者多

（二）有限的社会交往带来的归属感欠缺

是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等较为年轻的农村流动女

交往，尤其是情感的交联在女性自我意识

性。当问及“对北京的印象”时，
94% 都认为“北

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十分必要，通过社交，融入

京很好，干净、漂亮，去哪都方便”，但当问及

集体，才能得到认可和归属。流动人口常常把

“以后会不会在北京一直生活时”，她们却一致

血缘、地缘等作为自己主要的社会关系，农村

说“那不会，以后肯定是要回去的。”一方面，

流动女性亦是如此，她们一般在家人、老乡之

她们羡慕着城市的繁荣，向往着文明的城市生

间互动，组成自己实际生活中的“社区”，交往

活，另一方面，她们又清楚自己不可能成为真

也更多局限于“社区”内部，形成了与城市居

正的“北京人”，没有得到平等基础上的尊重是

民基本上互不往来的独立“圈子”。语言、生活

导致这一矛盾的重要原因。

习惯、人际交往方式、文化程度和工作特点等
各种原因，使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基本上被排斥

（四）迷茫的未来导致心理压力大
农村流动女性的工作内容简单却辛苦，工

在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较难融入城市

作收入和时间成本的不对等、家庭的经济压力、

居民的社交生活圈。这种隔离让她们感受到了

亲子间的长期分离、居住环境的不理想、难以

城市的冷漠，对所居住的社区和城市很难产生

融入居住地、社会地位低下等系列现象，都是

认同感，从而丧失归属感。

她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她们无力撼动的一

农村流动女性来到城市，她们大多数和男

个生活内容。自身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决定了

性一样承担着赚钱养家的家庭重担，但女性体

她们改善未来生活状况的可能性较小，也决定

力上的不足和家务上的付出让她们的精力捉襟

了她们对社会事务参与能力的不足，甚至自己

见肘，有限的社交让她们认可和归属的需求得

的合法权益也无法保证。

不到有效的满足，更难以得到支持和帮助。在

提高自身素质，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是农

融入城市过程中种种艰难的点滴累积，有时候

村流动女性实现发展的主要途径。只有这样，

一根稻草也能让她们这只坚韧的骆驼发飙。

才能提升农村流动女性的就业竞争力，面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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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地政府也可对于流动人口、农村流动

动权，增加自由度，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

女性中涌现出的优秀人物和先进分子加大宣传，

访谈中，很多农村流动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

树立她们积极进取、踏实肯干的良好形象，肯

渴望拥有一技之长，然而目前社会上公益性质

定她们在城市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帮助流动人

的教育培训太少，很难满足她们的需求，商业

口建立自信，搭建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互相接

培训学习的经济成本对她们而言又是一道巨大

触理解的桥梁，使农村流动女性感受到更多的

的羁绊。这些现实的困难让她们难以看到未来

温暖和善意，实现双方的互相接纳。同时，还

的希望，随着年龄的递增，心理压力日益增大。

需要心理咨询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等专业队伍

三、改善农村流动女性心理健康状况
的建议措施
（一）注重媒体宣传，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媒体的正确引导必不可少，营造一个关注、

的大规模介入，组织研发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
缩短专业服务提供的供应链，迅速帮助其掌握
相关身心健康管理技能。
还要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的优势与重要
作用，加强妇联在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教育与培

关心、理解农村流动女性的良好社会环境是帮

训中的需求调研、宣传动员、资源整合、监测

助她们缓解压力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充实宣传

评估等职能。同时要扩大资金来源渠道，通过

内容。内容上可以积极宣传农村流动女性就业

企业出资、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资金。还可

创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宣传她们中的先进典

以建立起包括政府、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社

型和成功范例，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纳农村流

会组织、企业等在内的多方合作机制，提高教

动女性，提升她们的社会形象，使全社会形成

育培训工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最后，还应开

尊重她们、欣赏她们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要

发较为灵活的培训项目，针对农村流动女性人

拓宽宣传倡导渠道。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网

口工作和家庭生活特点，灵活选择教育培训内

络为轴心的新媒体时代，新兴媒体的快速普及

容、方式、时间，调动她们的参与积极性，提

与社会化，无疑提供了更多便捷高效的宣传工

高服务的实效性。

具。从标语横幅、小品到电视剧、纪录片，再

（三）积极进行自我调整，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到微电影、微视频等都是宣传的重要方式，将

1. 转变观念，强化自我意识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充分结合，提高宣传实效性。

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

当然，多角度和多群体的关注研究也有利于引

个体角色化的过程。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导社会形成对这一群体的客观理性认识。

逐渐产生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与此同时也产生

（二）加强政府关注，给予流动女性强大的
帮助

对自己的认识，即形成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
人的自觉性、自控力的前提，对自我教育有推

当前农村流动人口已经进入了以技能促就

动作用。进入城市之前，农村流动女性“主要

业的阶段，缺乏技能是使农村流动人口成长为

做家里事”和“男性帮手”的生活状态强化了

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流出地政府可开展

她们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限制了她们作为社

针对她们的技能培训，将她们培育为新型的产

会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但进入城

业工人，还可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
，让务工

市，环境要求她们要剥离依赖，要求她们必须

群体中的优秀人物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介绍

和男性一样平等地工作，参与社会活动，进行

务工过程中的困难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有效

社会交往，这和她们以前的社会角色定位形成

途径，提前帮助农村流动女性对于城市生活有

了冲突，这就要求她们必须要不断强化自我意

更多实际的了解，针对进入城市后的各种状况，

识，在情感体验上更注重自我，自我行为调控

做到心中有谱。

更趋于理性化，能够客观评价自己，积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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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从短期来看，农村流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

实现“助人自助”的双重目标。从支持内容来看，
可分为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发生困难时的钱

醒会对男性带来一定的冲击，但长远来看，也

物帮助，可以救急，也可以给人力量，缓解压力；

是女性自我成长，更好帮助男性分担家庭责任

互相之间的交流、倾诉让大家找到共同语言，

和社会压力的主要途径。农村流动女性曾经的

慰藉心灵，得到理解和支持。通过社会支持网

“男性帮手”角色决定了这些农村女性不用承担

络大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资源，及时改变困境，

首要责任，一旦“走到人前来”，和男性一样成

这样的精神支持力量更加持久。

为平等的社会角色，也意味着抉择和担当。这

农村流动女性进入城市，环境的变化赋予

样的角色转变，对于农村流动女性而言，无疑

了个体社会角色的多样性。首先，要有积极开

是一个曲折缓慢的成长。

放的心态，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2. 加强学习，强化“市民”形象

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这是尽快适应城市生

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掌握技术、信息和文

活、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前提。其次，要

化的人口，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技能越

善于利用各种助力，北京开通了涵盖法律咨询、

丰富，也就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心理咨询、家庭关系辅导等多方面的多个热线

教育与培训对于农村流动女性的重要意义

电话，都是她们可以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再

在于帮助她们提高职业素质与技能水平，增强

次，主动和他人交流，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

就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了职业发展空间。

加强交流。朋友间的倾诉本身就是减压的重要

甚至有些学者通过分析证明，职业培训在促进

途径，有利于改善心理健康状态。

农村人口流动方面起到的作用甚至大于正规教
育所起到的作用，受过培训的农村流动人口在
城市中较容易获得工作的机会。对于农村流动
女性而言，技能或专长可以弥补她们接受学校
正规教育的不足。某理发店的员工在接受完单
位组织的心理拓展培训后，一直念念不忘，觉
得醍醐灌顶，振奋人心，感觉瞬间理清了自己
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对工作有了更清晰地认识。
3. 开放心态，健全社会支持网络
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指的是个人在
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
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一个完备的社会支持
网络包括亲人、朋友、同学、同事、邻里、老师、
合作伙伴等等，还包括由陌生人组成的各种社
会服务机构。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
个人都有获得温暖、爱、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
要，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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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社会支持网络中，每个人都兼有支持角
色和被支持角色的双重身份，既有得到别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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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权利与欲望，也有帮助别人的义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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