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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与青年就业的观念演变
刘  能

【摘要】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 40 年。社会结

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

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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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既是一种重要的实质性活动，标志着个体可以通过一

个经典的交换过程获得生存和生活资料，同时它也是一

个重要的符号性活动，意味着个体在获得成人资格的道路上迈

进了一大步。个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依

此获得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每个

个体的就业过程看起来各不相同，有着各自不同的轨迹，可能

经历不同的故事，但他们也都会受到相似的外部社会力量的形

塑。第一层结构性的外部社会力量是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情势 ；

第二层结构性的外部社会力量是每个时代形成的对职业岗位的

不同文化优先顺序，这些优先顺序有的以个人偏好的形式出现，

有的则以舆论共识的方式出现，不但影响到青年填报志愿时的

专业选择，也影响到其就业选择 ；第三层结构性的外部社会力

量更加细微，那就是职业体系本身的结构性变化 ：随着政策的

变化、产业的演进和新的社会需求的诞生，从供给的一面来看，

新的职业类型和就业方式也开始出现。

1980 年代初期，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之后，青年如果能够

找到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人岗位，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

结果，但在 1995 年到 1998 年国营企业改革之际，他们似乎构

成了受到下岗、裁员和买断工龄政策影响人群中最主要的一类。

1993 年下海潮中抛弃稳定的“铁饭碗”前往海南、广东等地的

沿海开放经济中去的弄潮儿，很多成了当代私营经济中的主力

军。2002 年的互联网泡沫，为之后的互联网创业铺垫了人力、

心理、情感和策略上的多重准备。2005 年开始的创新经济口号，

也在政策上和社会心理上，为后来的“双创”运动奠定了基础。

最新的变化，便是一个所谓金融社会的兴起，又使得投资银行、

国际评级机构、证券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公司之类的新型“市场

形塑力量”，成为年轻人求职的理想目标 ；而网红、网络主播 /

网络写手、新媒体运营和电商 / 微商等自由职业的出现，也为

年轻人追求就业自主性和表达自己对垄断性就业组织的文化抵

抗提供了机会。

1979 年至今，如果从经济上进行分期的话，根据社会学家

眼中的关键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经济转轨的试验和

过渡期（1979 年—1989 年）、迈向市场经济的系统转型期（1992

年—2001 年）、经济腾飞期（2002 年—2009 年）、经济模式转

型期（2010 年至今）。

经济转轨的试验和过渡期青年的就业观念：现代性、就业稳定性、

加班光荣等

在经济转轨的试验和过渡期，就农村地区而言，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户重新成为生产经营的决策单位，

私有产权概念得到保护和认可 ；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剩

余劳动力或者进入城市新兴开放经济领域（如深圳特区），或

者进入乡镇企业。在城市地区，1984 年深圳特区的建立掀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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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三来一补”模式的工业化新阶段 ；城市地区的国营工

业部门也逐渐开始了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初期改革试验 ；开始

讨论承包制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并进行试点工作。这一

时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年轻人首次看到了虚拟经济的魔力 ：重

要物资指标的交易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已经带来了经济开放的各种

尝试，冲击了原有的就业观和社会评价准则，使得新旧观念的

碰撞冲击成为这一时期的常态。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

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知青返城潮为

城市就业格局带来很大压力；1984 年社会治安严打战役的启动，

标志着城市就业危机的持续 ；价格双轨制开启了特权阶级挖掘

人生第一桶金的机会。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看，国营部门继

续保持自己在国家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位置 ；单位制 / 大院

制塑造了国家中心或组织中心的职业生活 ；精英大学生获得了

进入行政等级制中上层的开放途径 ；企业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强

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组织遗产。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收

入差距开始扩大，非正式和非正统经济实践的地位开始提升 ；

单位等级和组织特权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

因而，这一时期青年的就业观念主要表现为 ：重返城市性

/ 现代性、摆脱失业 / 待业的污名、立业成家、就业稳定性 /

保障性、与国家的切近关系、牺牲个人生活（加班光荣）、成

为万元户、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

迈向市场经济的系统转型期青年的就业观念：失业风险、商海拼

搏、自我认知等

迈向市场经济的系统转型期大致可以以 1992 年邓小平视

察南方的谈话为起点，以 2001 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为终点，后者标志着中国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这一

时期的主要经济事件包括 ：1994 年实施的分税制（极大地改

变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地位）、1995 年到 1998 年国营企业改

制和 1998 年以来的福利市场化进程（1998 年取消福利分房

制度，开启住房市场化的道路 ；同年，开始缴纳医疗保险的

试点 ；紧接着开始了教育收费制度的试点）。产权多元化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工资待遇的

大幅提升也为优质劳动力的重新空间分配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心

理动机。这一时期也孕育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早期发展，如后

来的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是在

1997 年开始成立的。大多数国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拥有了个

人台式电脑和手机。

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

一线城市的产权多元化和效率原则使得劳动力市场日益分割 ；

单位制解体和逐渐推进的福利市场化改革逐渐改变了职业评价

的基础。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看，对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的

投资加强，中国开始初步进入证书社会 ；东北工业基地和传统

工业城市出现密集下岗潮，出现企业倒闭和转制下岗和工龄买

断等职业生命周期终止现象 ；企业加班文化 ：认同、融入和经

济补偿并重。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整个社会开始产生过

时技能与应时技能的概念区分，人们开始改变自己对国营部门

优势地位的原有看法 ；收入分化现象日益显著，导致个人启动

自己的选择偏好，而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选择及其结果也开始

成为个体职业决策的依据 ；住房、户口和单位福利差异主导本

阶段就业考虑的理性选择过程。

这个分期，青年的主要就业观念谱系至少包括了如下的一

系列特征 ：就业稳定性认知的改变（出现了失业风险的概念）

和就业偏好的改变（商海拼搏和自我奋斗）；原先的集体主义

劳动观则被经济补偿伦理所取代，当然，加班挣额外的钱对于

家庭内部来说也还是一种重要的利他主义情结 ；可以说，对个

体分化的职业能力和就业偏好的自我认知，是本分期内最为显

著的一个就业观念。

经济腾飞期青年的就业观念：谋求高回报、实现自我价值、职业

规划的短期化等

伴随着福利市场化的推进和中国经济文化日益融入世界主

流（以中国成功承办和举办奥运会，以及中国 GDP 攀升为世

界第二为代表），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在这一时期的末

尾，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劳动法颁布为分水岭，第二

年（2009 年）即出现了制造业的民工荒，不但标志着中国由

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国家战略初见成效，也意味着此前常被忽视

的制造业劳动者的心理预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房

地产市场于 2006 年开始进入价格高速攀升的轨道，这一生活

方式成本高企的趋势，又对高度城市化地区劳动力的动机体系

产生了巨大冲击，用一个俗语来讲，便是“丈母娘的刚需”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青年英才的职业规划选择。这个阶段，青年人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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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聚集，也带动了互联网领域中小企业的创业浪潮。

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

中国互联网经济进入高速稳定增长周期 ；2005 年开始的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国家战略转型，为 10 年后的“双创”奠定

了初步基础 ；1985 年后出生的人群开始大规模就业，中国劳动

力市场迎来一批与众不同的新生力量。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

看，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企业组织的革新 ：小型创新

企业大量出现，扁平化组织模式和新兴企业文化方兴未艾 ；灵

活就业的其他模式开始出现：劳务外包、实习制度和自由职业；

劳动力市场对求职者的评价开始引入外部标准（如就业经历、

跳槽次数），并更多借力于猎头市场。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

一线城市房价从尚可承受的低点向远高于固定职场收入的高位

价格的变动，使得追求高货币收入成为青年求职者的重要动机；

一度出现大学生“眼高手低”的社会认知。

这个分期青年的就业观念主要包括 ：在新型经济实践中谋

求高回报的收益、实现自我价值、职业忠诚感的两面性：一方面，

企业文化建设推进职业忠诚感 ；另一方面，制度化的跳槽现象

也揭示了特定产业内自我价值的新型实现方式。高房价挤压下，

短期职业规划和职业动机替代了长期规划，短期收入效应的作

用更加显著。

经济模式转型期青年的就业观念：平等自主、自我成长、创业创

新等

从 2010 年开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势头直线上升，互联

网进入手机移动端主导的阶段，平台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 ：人人网开始衰弱 ；微信系统在腾讯内部取代 QQ 系统 ；独

角兽企业风起云涌 ；短视频和快速新闻消费成为新的成长点。

2009 年年底开始的“双十一”活动揭开了电商时代的序幕。随

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青年人的就业实践发生了

重大的改变，与他们个性日益加强的代际特点相符合，更多职

业发展上的自主性成了就业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

一阶段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型，还体现为 GDP 增速的逐渐减缓，

环境保护政策和土地利用执法实践（卫星监测）的严格化，由

此意味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放低些速度，增加点质

量。房地产价格在一线城市继续飙升，对青年人的职业规划选

择继续造成重要影响 ；金融业中的投资、资产管理和理财部门，

作为高薪代表行业受到青年才俊的追捧。与此同时，境外就业

和国际组织就业也开始进入年轻人的视野。

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

作为高成长的职业领域，互联网经济和其他高端服务业联合推

动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的专业阶级的形成 ；随

着中国战略型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就业领域也出现了国际化

趋势 ：海外就业和海外人才国内就业成为新趋势。从中观组织

氛围因素来看，“双创运动”将自我实现这一价值理念从一个

集体性的场景中，转移到一个个体性的场景之中 ；企业文化建

设的焦点，从忠诚感转移到职业人力的全面发展。从微观社会

认知因素来看，整个社会的就业理念出现新的分支，高风险和

高回报的就业模式开始进入社会认知的选项 ；高竞争部门 / 行

业内的个体跳槽和团队跳槽，持续成为职场待遇和地位改善的

一个主流策略 ；随着教育体系内人才供给量的增加，社会出现

“刚毕业即失业”的认知，“啃老”成为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一个

重要形态。这一时期青年的就业观念主要包括 ：从自我价值实

现，进一步提升为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 ；更加注重

职业场域的平等、自主性、参与度和决策权利 ；职业场所的自

我成长和发展空间 ；劳动者权益保护 ；创业和创新 ；收入和价

值成正比 ；工作生活和业余生活并重 ：最好不要加班。

这个分期内，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业观念迅速实现了国际化

和全球化 ：充分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员工职业潜力的完整发挥成

为衡量企业文化高低的重要标准。明星企业家及其所表征的企

业家精神的社会扩散，成为当代中国名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高等教育体系内围绕就业和未来职业规划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 ：“间隔年”概念开始形成，表明个体希望以更为自主的

方式规划人生 ；而实习实践的普遍化，则意味着个体更愿意提

前习得并遵循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规范 ；职场自主性、自我价值

的充分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和业余生活的同等重要性等新型

观念开始主导青年一代的就业心理和动机。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

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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