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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探析

⊙ 沈 暉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少部分人作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迅速致富，這部分新富的人

群，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當然，中國目前的所謂中產階級與國外那個經過充分工

業化後出現的中產階級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社會學者劉玉能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又稱中產階層或中間階級，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並非指馬克思主義就所有制關係意

義上的階級，而是指社會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評價、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心理特徵的一個群

體或一個社會階層1。

不論人們對其如何稱謂，中國出現了新興的社會階層──這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產

階級的日益發展壯大，其自身對社會身份產生了朦朧的意識與訴求。但是，由於國內對中產

階級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關注點也僅限於中產階層的來源、構成、規模、行為特徵和發展

前景等問題2，對於主觀層面的意識、認同等問題，很少有人涉及。事實上，判斷一個社會階

級是否已經形成，其中重要一條就是階級意識的存在。美國學者山特斯（Richard Centers）

早在1949年,就開始使用主觀自我階級認定的方法，來探討美國的社會結構3，中國對當代中

國中產階級認同研究的忽視，無疑是一種缺憾。

「認同」（identity）一詞起源於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兩個含義，第一，

同一性，即兩者之間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獨特性，它表現為在時間跨度中所體現出來的一

致性和連貫性4。「認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與「差別」（difference）的關

係。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看，人們的認同是由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所構成的連續統5。自我認

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的感知」6。社會認同則是有關某個群

體的共同認同，它強調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似性以及群體成員相信他們之間所具有的某些共同

性和相似特徵。群體的相似性總是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過界定這

種差別，相似性才能被識別。

在中國，由於歷史的原因，階級一詞在年齡稍長的一些人那裏是很忌諱的，似乎一談階級，

立刻就回到了「劃階級，講成分」的年代。因此，儘管許多人雖然認識到社會資源佔有的不

均等是一種客觀事實，但對於社會階層的存在與否仍然不置可否。特別是在中產階級認同問

題上，他們的反應更是茫然。人們無法對中產階級加以具體界定，只是朦朧感覺那是「有房

有車」的一族。「有房有車」的人們，卻不認為自己已經邁入中產階級行列，他們目光投向

的是那些身價百萬、千萬的老闆，在他們的觀念中，打工者還算不上中產階級。



由此可見，相對於中產階級崛起的速度，人們的認同顯然是滯後的。當前社會大眾對中產階

級的認識呈現出多樣化和片面化。多樣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劃分標準非常散亂，尚未

形成一個理性的、大致的看法。片面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的看法集中在經濟收入層面

上，少部分人觀察到了中產階級們生活方式的差別，對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社會功能等

諸多方面，人們幾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而言是非常不利

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意識具有能動性，它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東西方的歷史實踐均表

明，並非「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必然導致「一定的經濟社會結構、一定的社會力量對

比」，意識形態同樣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王思睿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既是

民族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是階級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7 目前中國中產階級認同

的滯後與局限勢必會影響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由此，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進行研

究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二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

2004年3-5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南京五大城市的居民展開了一

次關於「中產階層生存與發展」的問卷調查，「認同」是其中一個專案。本次研究採用隨機

抽樣的問卷調查法，有效樣本3,038個。問卷的資料統計採用SPSS 11.0。

（一）研究的樣本結構

1、樣本的性別分布：男性樣本數為1503，佔有效樣本的49.5%；女性為1535，佔50.5%。

2、樣本的年齡分布：19歲以下的樣本數為223，佔有效樣本的7.3%；20-29歲為921，佔

30.3%；30-39歲為547，佔18.0%；40-49歲為493，佔16.2%；50-59歲為435，佔14.3%；60歲

及以上為404，佔13.3%；此外，另有15人拒絕回答，佔0.5%。

3、樣本的城市分布：北京樣本數為606，佔有效樣本的19.9%；上海為604，佔19.9%；廣州為

603，佔19.8%；武漢為608，佔20.0%；南京為617，佔20.3%。

從問卷調查的樣本結構來看，不論是性別分布、年齡分布，還是城市分布，都是比較理想

的，沒有出現甚麼極端情況。

（二）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社會認同現狀

根據鄧肯（Otis Duncan）的整理，對社會分層的測量指標有：（1）經濟生產變數，如財

富、所得、資產等；（2）經濟消費變數，如生活水準、消費形態等；（3）社會變數，如聲

望、榮譽，及道德性評價等因素；（4）資訊變數，如教育、知識、技術訓練等；（5）文化

變數，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徵、語言、禮儀、心理滿足度等因素；（6）與權力或權威有關的

變數，如影響力或決策等因素；（7）與公民有關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會參與等變數及

（8）上述變數之總合8。

2001年10月，在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中承擔的「中國中間階

層研究」的專題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界定：「所謂中間階層，是指佔



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

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

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物件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

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依此定義，我們可以整理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有如下幾項：

（1）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2）職業的工作及勞動方式；（3）職業權力；

（4）收入及財富水平；（5）就業能力；（6）消費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識及相

應社會關懷9。

由於社會成員在各種社會資源的佔有上是連續的，人們很難區分出界限分明的階層來。為

此，許多學者建構了多元分析指標，如鄧肯曾以職業聲望、教育程度及薪資所得這三個變

數，來建構美國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SEI）10。台灣學者蔡淑玲與瞿海源也以同樣的方式，

建構了一份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11。一般而言，由於階層劃分的複雜性，在研究中不免

會帶上研究者的主觀斷定。參照各種社會分層指標，筆者將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區

分為經濟地位、職業聲望、教育層次和自我認同四個單項指標。每個單項指標將分別在性

別、年齡、城市這三個因素中進一步加以差異比較與分析，以期對中產階層分層指標的社會

認同狀況有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

1 經濟條件認同與差異

調查顯示，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所應具備的經濟條件沒有一個明確的看法，其中30.6%的人選

擇了「說不清」，這個比例之高足以說明現階段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財富擁有量很不確

定。其次，21.2%的人選擇了「50萬以上」，19.3%的人選擇了「100萬以上」。由此可見，雖

然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不甚明確，但也表現出一種認同的趨勢，即他們相對比較集中地認為

家庭資產在50萬到100萬左右的人們，應該歸屬於中產階級。

當我們從性別、年齡和城市三個方面進一步對中產階級的經濟認同進行考察時，發現更加有

趣的現象。女性對於經濟條件的認同比之於男性更加沒有概念，34.5%的女性選擇了「說不

清」，男性只有26.4%選擇了「說不清」。其次，男性所認定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指標要高於女

性，男性主要趨向於認同「100萬以上」（22.4%），而女性則主要趨向於認同「50萬」以上

（21.7%）。在不同年齡的人群中，年齡越大的人越覺得沒有辦法衡量。60歲以上的人中間，

有50.8%選擇了「說不清」，50-59歲中間的人，亦有42.9%的人選擇了「說不清」；19歲以下

的年輕人，有28.2%選擇了「說不清」，他們認同的確定性不及中年人，但比之於老年人，則

明顯要強得多。從各個年齡段來看，認同中產階級應具備「50萬以上」經濟條件的佔大多

數，只有「30-39歲」年齡段的人認為中產階級應該擁有「100萬以上」的財富。這說明，

「30-39歲」年齡段的人正處於風華正茂、事業有成的人生輝煌時期，他們對中產階級的期望

值當然就要高於其他年齡段的成員。在城市間的比較上，北京和武漢的人們對中產階級的經

濟認同不甚明確，選擇「說不清的」分別佔36.9%和36.1%。五大城市中，只有廣州的人們認

為中產階級應該擁有「100萬以上」的資產（26.2%），而其餘四個城市都比較認同中產階級

應具備「50萬以上」的家庭財產。

2 職業地位認同與差異

人們對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職業，意見比較統一。排在前列的幾中職業依次為：私營企業主

（77.9%）、企業事業單位管理人員（73.8%）、黨政機關公務員（73.3%）、專業技術人員

（70.6%）。說明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認同相對而言比較一致，集中在收入高、穩定、



體面等這樣一些職業類型。另在父母對子女職業期望的調查中，也充分表現出了這一點。父

母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可以成為上述幾種職業中的一員，這正好可以佐證當前中國城市

居民對中產階級職業地位的認同。

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職業地位的認同上並無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對中產階級職業認同都集

中在黨政機關公務員、企業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私營企業主等高收入的職業

群體。不同年齡段的人們對職業地位的認同略有差別：對黨政機關公務員的認同，年齡越大

認同的比例越高；對私營企業主的認同，年齡層次較小的認同程度更高；對自由職業者的認

同，中間年齡層次的人比較認可。儘管如此，各個年齡段的人對中產階級職業的分布相對是

比較集中的。各城市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認定也比較趨同，差異很小。北京和上海兩城市對黨

政機關公務員的認同程度略高於廣州、武漢和南京。廣州對私營企業主的認同程度略高於其

他城市。北京對自由職業者的認同程度略高於其他城市。

3 教育層次認同與差異

關於中產階級的主流人群應該具有怎樣的教育層次，社會大眾的意見最為集中的是本科以上

（49.8%），其次是大專以上（25.6%），有15.7%的人認為沒有學歷的限制，只要有錢就是中

產階級。

社會大眾在中產階級教育層次的認同上沒有差異，一致認為中產階級應該具備「大學本科」

的文化層次。整體上看，女性對中產階級的學歷認同要略高於男性，例如，女性選擇「大

專」和「高中及以下」的比例之和為28.6%，而男性則為31.4%；女性選擇「本科」和「碩士

及以上」的比例之和為57.3%，而男性則為51.3%。不同的年齡群體對中產階級教育層次的認

同略有差異，在認同中產階級應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群中，「20-29歲」這一年齡段的認

同程度最高，達到59.0%。他們出生於70、80年代，正是大學擴招的受益者，這一群體中間的

大學本科比例遠大於社會其他年齡群體，因此他們更加認為中產階級必須應該接受過大學本

科以上教育。從城市方面來看，在認為中產階級主流人群至少應該接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人

群中，上海市民的認同程度最高，達到58.6%，南京和北京的認同程度也超過了半數，廣州市

的認同比例最低，只有40.4%。這說明，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市民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要高於廣

州。尤其是，近年來北京、上海的工資水平與其他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眾多青年才俊和紛

紛流向北京、上海，這就使得整個城市的市民教育層次得到快速提高。

從以上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分析來看，我們發現在經濟、職業和教育三個指標中，人們對

經濟條件的認同最為模糊不清，許多人感覺這個標準很難界定。一者是因為，經濟指標是連

續值，區分月收入5000和4999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不能說明月收入5000元的就是中產階

級，而4999元就不是中產階級。二者是因為，因為各城市人們的收入標準不一樣，有的甚至

差別很大，比如上海、北京城市中高薪的人員比較多，以月收入5000元為標準，肯定算是偏

低的，而在南京、武漢這樣的城市，居民的工資收入高薪的很少，一般3000元就被認為比較

高。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簡單以一個資料為標準很難適用於不同城市的居民。三者是因

為，一個家庭的生活方式是以夫妻兩人的總體收入來支援的，因此不能說妻子的工資收入

低，就不能享受有高薪收入的丈夫而帶來的生活享受，或者說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如此，

那麼低收入的妻子算不算中產階級呢？諸如此類困惑，讓社會大眾在回答問卷時，感到難以

取捨，最終只好以一種籠統的感覺而來做選擇。

與此相反，人們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認同和教育認同則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幾乎沒有產生太

多的疑義。由此可見，當前中國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職業身份和文化教育層次是有較為固



定的印象。這說明了當前社會流動的主要機制還是「學而優則仕」，通過教育來篩選社會精

英，使之從普通大眾中凸顯出來，向更高級別的社會階層流動。

三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

生活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會有自己的社會分層或社會區分觀念，它得自於他們自身的生活

體驗，得自于對周圍世界的觀察分析。這些社會區分觀念反映出每個人對於社會結構、社會

秩序的想像和理解，基於這些理解與想像，他們給自己和他人在結構中定位12。階級的自我

認同，就是指對自己屬於哪個階級的定位，這是一個主觀層面的問題。

（一）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現狀

李春玲曾經進行過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的問卷調查，她得出的結論是，有46.8%的人自我認同為

中產階級13。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有85.5%的城市居民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其中，自認

為屬於中上層的佔14.0%，自認為屬於中中層的佔43.1%，自認為屬於中下層的佔28.4%。由此

可見，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比例遠遠高於根據經濟、職業和教育三合一指標所客觀劃分的中

產階級（11.9%）。這說明，當代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心態比較穩定，自我感覺為「中層意

識」的佔了社會的大多數。

男女兩性在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定方面差別不大，比例比較接近。只在屬於中中層的比例上略

有差別，女性認為自己屬於中中層的比例是46.5%，而男性認為自己屬於中中層的比例是

39.5%。這或許說明了女性較男性保守，她們有著更加明顯的「中層意識」。不同年齡段的人

們對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定存在著較大差異。一個最為明顯的差異就是，年齡偏小的人群中，

自我認定的社會階層相對較高；而年齡偏大的人群中，自我認定的社會階層反而較低。這說

明，在經濟收入上，年齡小的可能要多於年紀大的；在職業身份上，年齡小的人去外企打工

的機會要多於年齡大的；在社會心態上，年齡小的也比年齡大的要開放些。從中產階級自我

認同的城市分布來看，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中層的人們，在北京有52.8%，這個比例明顯高於其

他四個城市。奇怪的是，廣州自認為是社會中中層的人們比例只有38.7%，這個比例竟然低於

武漢（41.3%）和南京（40.5%）。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們認為，在這五大城市中間，廣州的

貧富差距最為明顯，這顯然影響了人們對自我階層歸屬的判斷。在貧富差距不太明顯的武漢

和南京，儘管人們從經濟的絕對值上，可能比廣州要少，但當人們發現自己周圍的人們也與

自己差不多時，心理也就平衡了，他們普遍存在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自我認同。但是

在廣州，作為改革最前沿的陣地，有錢的人很多，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消費能力讓普通大眾感

覺「自慚形穢」。因此，廣州的中產階級自我認同比例低於武漢和南京的中產階級自我認同

比例，也就得到了解釋。

（二）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討論

奧索基（Stanislaw Ossowski）在其著名的《社會意識中的階級結構》一書中指出：不同社

會類型或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感知、想像和解釋是不同的14。李春玲認為，

與社會區分相關的一系列的想像會發展成為對社會接的一套系統的闡釋，它與實際存在著的

社會機構是高度關聯的15。因此，通過對中產階級的認同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考查當前的



社會分層系統及其機制運作。

在以上對中產階級認同的研究分析中，我們發現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人們的主觀自

我定位與客觀分層之間的不一致；二是人們的自我階層認同有向下傾斜的趨勢；三是處於社

會中下層人員的相對剝奪感。下面我們將一一對它們進行討論分析。

1 假性階級意識

有的學者把人們的主觀自我定位與客觀分層之間的不一致現象稱之為假性階級意識[16]。在

本研究中，自我主觀認定為中產階級的佔85.5%，如果將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下層的28.4%去

掉，那麼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也有57.1%，這個資料相對來說是比較保險的17。根據研究設立

的社會分層指標得到的客觀中產階級認定只有11.9%。這種巨大的偏差反映出，當前人們對社

會經濟差異的體驗和認識並不深刻，他們尚未形成群體或階層（階級）的歸屬意識或地位的

認同感，這同時也反映出這些人的社會區分意識並不強烈18。

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比例已經超過半數，可以想像當前中國「中層意識」佔據了社會主流。

我們可以認為，當代中國人的社會心態是穩定的。儘管存在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等，但這

種不均等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改革開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是一個不爭的事

實，因此，儘管改革開放也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但人們對此是表現出了較為寬容的態

度。

2 階層自我認同偏下

在本研究中，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層與中中層的比例合計為57.1%，認為屬於社會中下層和下

層的人們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別佔到28.4%和9.9%。從這個資料來看，中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

認同較為偏下。這不僅僅體現出當前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階層結構，更反映出潛藏在社會公

眾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城市公眾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無論是與過去

相比還是與農村公眾相比，城市公眾的社會地位都應該是「升」而非「降」。之所以出現目

前這種自我階層認定偏下的現象，其主要原因在於，城市公眾既沒有拿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

生活相比，也沒有拿自己的生活與農民的生活相比，而是選擇了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的豪富

階層作為參照物19。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頂端的豪富，大多數城市公眾只能自慚形穢，將自

己歸入社會「中下層」。錯誤參照物的選擇，導致了社會公眾非理性的自我認同。這種非理

性的自我認同的極端就是由於無法調和現實與理想的差距，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的產生。

這是我們值得關注與思考的問題。

3 相對剝奪感

在中國新興中產階級崛起之前，中國存在著一個中間階層，他們就是所謂的「公家人」，主

要是指領「皇糧」、拿工資、享受社會保障的國營（及大集體）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他

們主要分布在城市中。改革開放以來，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感召下，社會上迅

速崛起了少數富裕群體。這就讓原先處於社會中間層的「公家人」有明顯的「相對剝奪

感」。他們感覺自己被歷史無情地拋棄，開始向社會中下層滑落。

中國已經由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不安的國家。差距過大的貧

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過程，這些都是使「相對剝奪感」發酵的酵母。相對剝奪感的



存在，終歸是社會穩定的隱患。如果人們覺得自己「被剝奪」得超過了承受力，他們難免會

採取極端行動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

總之，就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認同現狀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在社會認同方面，它顯得

非常單薄，人們眼中除了認識到中產階級「有房有車」之外，就是看到他們精致的生活品位

和考究的穿著打扮，少有人會想到其他。事實上，作為充當社會緩衝層的中產階級，除了經

濟上的特徵之外，至少人們還應該具有這樣的認同：他們具有力求上進的心理狀態和良好的

敬業精神，他們具有現代的個人主體價值意識和社會道德責任感，他們具有漸進的社會改良

意願，等等。而在自我認同方面，則表現出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這種非理性表現在：自我

階層認同偏低、錯誤的參照群體、假性的階級意識等。不管是社會認同上的局限還是自我認

同上的非理性，都會對中國中產階級健康發展的帶來不良後果。其結果，不是將中產階級的

發展引入誤區，讓人們一味追究經濟收入，講求生活的奢靡，就是引發社會衝突，帶來不可

料想的局面。

由此，我們必須審慎地對待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首先，不能讓人們認為「中產

階級」只是意味著經濟上的富有。而是在富有之後，更多地回報社會，考慮自己對社會應該

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其次，中產階級也應該是社會普通一員。他們不應該認為自己有比別人

更多的權利，但也絕不應該放棄自己擁有的平等權利。他們應該主動來維護社會秩序，平時

參與公共生活和社區建設，比如打義工，為各種民間事業捐款等。這樣的人多了，社會當然

就穩定，因為他們有社會責任感，不會一味依賴政府。如果我們只以金錢來衡量中產階級，

不講公民的權利、品格、責任，那麼我們培養的，就只能是個庸俗的階級。

面對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認同現狀，我們沒有理由不焦慮，因為本次調查明顯地表明，當前

的中國人尚未對中產階級形成正確認識與理性認同。我們認為，重新建構中國中產階級認同

已是當務之急。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減弱政府的行政干預，從制度安排上去控

制並杜絕政府人員的腐敗行為；擴大市場的調節範圍，讓權力逐漸退出社會分層機制，盡可

能創造社會公平。另一方面，在意識領域上要倡導積極向上、勤勉愛國的精神風貌與高尚、

誠信的社會道德。強調中產階級負有不可推卸的促進社會公正、民主和進步的責任，引導他

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積極參政、議政。同時，社會輿論和廣告媒體不可過度宣揚其經濟財

富和生活方式，以免將人們對中產階級的認識引向歧路。

成熟的中產階級必將伴隨著全面的、理性的認同，否則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非但不能帶來一

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相反，可能因為它的分化而帶來社會的兩極矛盾，這是我們大家

都不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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