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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政府不断推进教育公平的背景下袁影子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开展竞争的野第
二战场冶袁而对于谁能参加影子教育以及学习什么内容的课外班袁家庭文化资本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方
向遥依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袁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圆园员猿要圆园员源年的基线调查数据袁探究家庭文
化资本与影子教育获得及参与类型的关系遥 研究发现袁在初中生的影子教育获得方面袁家庭文化资本
的具体化形态尧客观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家庭文化资本中不同形态发挥的作用
存在着差异袁同一形态中不同维度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遥 在具体化文化资本方面袁家长教育期望越高的
学生更有可能只参加学术类课程袁 而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次数越多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程以及两
种课程都参加的机会更大遥在客观化文化资本方面袁家庭藏书量多的学生两种课外班都参加的可能性
更大袁而拥有独立书桌的学生更有可能只参加学术类课程遥 在制度化文化资本方面袁父母受教育年限
更高的学生两种课程都参加的可能性更大遥 研究认为袁 影子教育作为文化资本传递和转化的一种方
式袁实现了家庭资本优势的代际传递袁进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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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在现代社会，教育是影响社会地位获得和社

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机会

受到既定分层结构的限制，社会上层利用既有的

资源优势，使其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

会，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传递；另一方面，个人通过

教育来改变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处于社会

底层的人们借此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可

见，教育在社会流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优

势阶层地位继承的实现手段，又是弱势群体社会

流动的动力机制。 [1] 因此，无论是上层家庭还是

底层家庭，在其社会生活中，教育始终是不可或

缺的过程。而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人们更是格外看重子女的教

育问题，不遗余力地在教育方面投资，希望孩子

能出人头地，获得光明的前程。

另外，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子女结构的

变化，父母的教育投资变得更加宽裕，教育投资

策略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2]自 1982年计划生育

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以来，我国实行严

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期间经过了几次调整，

但控制人口的总体思路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

政府行政力量的强制干预下，我国的人口生育率

大幅下降，每个家庭中的子女数量急剧减少，出

现了少子化趋势。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根据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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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在家

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资源

竞争的关系，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多，每个

孩子能够获得的资源就越少。 [3] 在我国，随着家

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与孩子争夺资源的兄弟姐

妹数量减少，因而孩子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包

括教育资源得以增加。站在家长的立场上考虑，

根据 Becker 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父母收入

的增加或孩子成本的下降会影响孩子的数量和

质量，一般是使两者上升；而当家庭收入持续提

高时，替代效应会超过收入效应，父母更加偏好

提升孩子的质量而减少孩子的数量。 [4] 虽然我国

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并非来源于收入的上升，

而是产生于计划生育政策，但既然孩子数量的减

少是必然的结果，那么提高孩子的质量成为父母

关注的重点。而教育投资对于提高孩子的人力资

本具有重要作用 [5]2，家长们为了提升孩子的质量

而在教育培训方面大量投资，乐意为孩子的教育

买单。在升学的不同阶段，家长们的教育投资内

容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

家长们的投资方式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近年来，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该阶段学校教育的

公平，如禁止择校、禁止学校划分快慢班等，家长

们在学校教育层面的投资受到限制。为了提高孩

子的学业竞争力，教育投资从校内转向校外，从

学校教育扩展到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①，家

长们纷纷给孩子报名各种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

期待从中获取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帮助孩子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毫无疑问，影子教育是

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那么出身于什么家庭的孩

子更有可能获得影子教育呢？家庭中的哪些要素

对孩子的影子教育获得发挥重要作用呢？

对于这个问题，家庭中的经济资本无疑是影

响影子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与免除学杂费的义

务教育不同，影子教育需要缴纳昂贵的学费，因

此，雄厚的家庭经济资本是支撑孩子进行长期影

子教育的重要前提，不少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经

济条件对课外补习的正向作用。[6][7]除了经济资本

之外，家庭文化资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

资本高的父母，拥有较高的能力和资源，能够在

子女的学习过程中给予帮助，且更希望课外补习

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使其更好地掌握学校课

程，从而取得优良的学业表现。 [8] 可见，家庭文化

资本也影响着学生的影子教育参与。那么，家庭

文化资本对影子教育的影响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呢？家庭文化资本不同的孩子获得影子教育的机

会是否相同？他们参加的影子教育类型是否存在

差别？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

查 2013—2014 年基线调查数据，以七年级和九年

级的学生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学生的家庭文化资

本状况和影子教育参与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在此

基础上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影子教育参与的作

用机制，包括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同形态对影子教

育参与机会的影响，家庭内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

的交互作用对影子教育获得的影响，以及家庭文

化资本对影子教育参与类型选择的影响，希望通

过数据分析为上述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通过进

行这项研究，本文试图描述初中生影子教育的参

与情况，解释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动机，进而揭

示出家庭文化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结构再生产

的关系，扩展文化资本理论的应用领域，并为促

进义务教育公平提供理论依据。

二尧理论视角与文献综述

（一）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是布迪厄（PierreBourdieu）

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资本的形式》

（The Form of Capital）[9]46-58 一文中，布迪厄详细阐

述了这一概念提出的学术背景，并对其具体形式

和解释领域进行了深度分析。

布迪厄在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自己

的总体性实践经济学理论。传统经济学通常将能

够直接转换成金钱的商品交换视为经济行为，而

将其他形式的交换看作非经济行为，并试图掩盖

这些象征活动（包括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等）的利

益倾向；而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则把象征活动同样

视为利益交换行为，并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此来揭示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暗含的不

平等关系。 [10]

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对交换和资本的理解存在

淤 影子教育渊泽澡葬凿燥憎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冤最早由 杂贼藻增藻灶泽燥灶和 月葬糟噪藻则提出袁指的是在学校外部用于提升学生学业表现的一系列教育
活动袁包括家教和课外班两种形式袁可主要分为学校主科补习和才艺补习两种课程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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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较大的疏漏，无法对社会生活的结构和作用进

行准确合理的解释，布迪厄建议将资本的所有形

式纳入分析框架中来。布迪厄认为，资本可分为

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

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能够立即

且直接地转换为金钱，并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

化；社会资本由社会责任所构成，在特定条件下能

转换为经济资本，并以荣誉头衔的形式制度化；

文化资本在特定条件下也能够转换为经济资本，

且以教育资格证明的形式制度化。

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化的形态

（embodied state），即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

形式存在，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漫长和无意识的过

程，无法像经济资本那样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

等方式进行传承，需要行动者身体力行，进行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客观化的形态（objectified

state），即以文化产品（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

机器等）的形式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留下的痕

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和问题的

批判；制度化的形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即文

化能力经过文化体制资格授权后的存在形式。文

化资本的制度化造成了自学者的文化资本与获

得学术认可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差别，自学者的文

化资本会随时受到别人的怀疑，需要不断证明自

身的合法性；而获得学术认可的人凭借其学术资

格和文化能力证书拥有了一种文化上长期不变

且得到合法保障的价值。通过保证特定的学术资

本的金钱价值，学术资格能够在文化资本和经济

资本之间设定一定的转换率。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

出现的，用以解释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学术

市场上所能获得的特殊利益是如何与阶级之间

的资本分布状况相对应的。在布迪厄看来，不同

阶级的成员，总是在各自阶级关系的约束下，带

着特有的阶级秉性进入不同品位的场域，并通过

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表

明自己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11] 例

如，对于豪门子弟而言，他们从小就有机会耳濡

目染合法文化，更容易获得较多的文化资本；至

于处于中层位置的小资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希望

跻身于成功人士的队伍之中，但由于与合法文化

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隔膜，他们需要持续的刻苦

努力；而对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世界中的工人阶

级后裔来说，他们必须首先摆脱自身从属的文

化，然后再学习学校所教授的上层文化，但由于

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来支持高风险

的学业投入，他们不得不在学业上做出务实的选

择。[12]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通过将社会区隔转化

为学术区隔，隐蔽地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教育

系统再生产了现存的社会分类，即通过教育，文

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 [13]18-19

而正如上文所言，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大力

提倡教育公平，阶级以及资本在学校教育中的操

作空间有限，进而转向影子教育，影子教育的社

会再生产功能逐渐凸显。根据 Lucas的“有效维持

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14]，

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由于义务教育发展不平

衡，城乡和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较大，竞争

的核心在于教育的质量，资本的运作体现在择校

和购买学区房等方式上；而当政府采取措施控制

择校以及缩小教育质量差距时，为了有效维持教

育不平等，不同阶层家庭教育竞争的中心从学校

教育转向影子教育，以获得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

的教育，从而帮助孩子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竞争

中取得成功，影子教育便成为“第二战场”。 [15] 由

此，本文试图将文化资本的应用扩展至影子教育

领域，探讨影子教育的获得与家庭文化资本之间

的关系。

（二）家庭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国内不少学者将家庭文化资本作为解释教育

获得的重要因素，并研究这一因素的作用随时间

的变化。李春玲在分析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

育获得的影响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人教育

获得的影响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变化趋势并

不明显，但在八九十年代则明显上升，父亲的文

化水平越高，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 [16]

吴愈晓通过检验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初中、高中和

大学三个教育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在

1978 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得出了与李春玲相似的

结论，即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于子女三个阶段教育

获得均具有显著作用，而且这一作用在 30 年间

持续上升。 [17]

家庭文化资本不仅对学校教育的获得具有较

大的影响，在影子教育的获得方面也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数据分析验证

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学生课外补习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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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些学者在分析日本、香港地区、孟加拉国

中影子教育参与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受教育程度

较高且收入较好的父母更可能让孩子参加课外

补习。[18][19][20] 另外，学生参与的影子教育形式也与

家庭文化水平相关。Bray等人关于香港地区中学

生的研究发现，出身于富裕且教育程度较高的家

庭的孩子更可能参加一对一的私人家教，而家境

贫寒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更多地让孩子参加

花费较少的视频讲座。 [21]在国内类似的研究也有

不少，楚红丽在分析影响中小学生课外补习的家

庭背景因素时发现，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以及他们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高，学生参加课外

补习的可能性增加，课外补习的费用也随之增

多。 [6] 一些研究初中生课外补习影响因素的学者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7][22]

（三）文献小结和研究假设

在上述关于教育获得以及影子教育参与影响

因素的研究之中，家庭文化资本始终作为家庭背景

的一个重要因素被纳入分析。不管是国内还是国

外，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孩子越有可能参加影子教

育，越容易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从而在升学

和就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总体而言，上述文献在研

究中考虑到了影响影子教育获得的多种因素，为我

们刻画了该领域研究的全貌，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

础，并启发了我们对于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

其一，如何进一步丰富对于文化资本作用的

研究。既往研究大多将文化资本作为家庭背景的

一个因素，对其作用进行单独考虑和测量。而实

际上，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本与其经济资本和社会

资本是密不可分的，即不同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

的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获得主

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途径。对出身富

裕家庭的孩子而言，一方面，由于家庭成员不必

为生计担忧，闲暇时间较多，他们可以通过父母

的言传身教积累较多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家

庭经济的支持也使他们可以获得更长时间的学

校教育，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时间较长。而出身

贫寒的孩子则正好相反，父母忙于生计无从照顾

他们，为了生活，有些孩子甚至不得不离开学校，

较早地开始工作，因而文化资本积累较少。而文

化资本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社会再生产。首先，文

化资本通过转化为文凭和证书成为一种公认权

力，使其拥有者在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得到较

好的岗位和工资，进而实现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的代际传递。其次，不同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差

异也体现在其所处的阶层文化环境和进行的文

化消费中，这种差异形成了阶层间的“文化屏

障”，这一屏障很难打破，为较低阶层人群的向上

流动造成了不小的阻碍。[23] 通过这两种途径可以

发现，家庭的资本优势通过文化资本间接实现了

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再生产得以完成。因此，在研

究文化资本的作用时，应加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

本，考虑文化资本与这两种资本的交互作用。

其二，如何更好地对文化资本进行测量。既往

研究中，文化资本大都被视为家庭背景的一个指

标，并以父母受教育程度或者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作为衡量标准。这样的测量方法，忽略了文化资

本的其他含义，无法展现布迪厄所阐述的文化资

本的具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形态的作用状况。

其三，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影子教育参与特点。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影子教育时，将是否获得影子教

育以及影子教育的家庭支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部

分学者也考虑到了影子教育的形式。但是，根据布

迪厄的阶级惯习理论，惯习引导着不同阶级的行动

者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本在社会空间中寻找适合自

己的位置，设计自己对于教育和未来的立场 [12]，因

此，他们在学校中选择学习的内容存在着差异。将

这一分析进行扩展，不同阶级参与的影子教育课程

类型存在差异，在上层统治阶层中，家长们可能更

倾向于让学生学习锻炼文化品位、提升艺术修养的

才艺类课程，而对于被统治阶层而言，家长让子女

参与影子教育的目的大多是期望他们通过教育实

现向上流动，所以更有可能将目光集中在与升学密

切相关的学术类课程中。以往的研究并未将这种课

程参与类型的差别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忽视了这种

差异的内在意义。

据此，本文将是否参与影子教育以及所选择

的影子教育的课程类型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结

合文化资本与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

作用，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影子教育的影响，

进而揭示出这一影响的深层社会意义。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假设 1：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子女参与影子教

育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 2：家庭资本的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

态、制度化状态，对于子女的影子教育获得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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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影响。

假设 3：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有可能让子女

参加学术类课程，而文化资本高的家庭更有可能

让子女参加才艺类课程。

三尧数据尧变量尧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2013—2014年基线调查数据。该项目以初

中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采

取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在全国抽取了 28个县区

单位作为调查地点，并从中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

校、438个班级和将近 2万名学生进行调查。该数据

收集了学生的各种信息，其中包含了有关家庭文化

资本以及影子教育参与的诸多信息。①在剔除掉变

量缺失值之后，本文保留了 17577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家庭文化资本与影

子教育获得、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关系，因此有

两个因变量：是否参与影子教育以及参与影子教

育的课程类型。

影子教育包括家教和课外班两种形式，主要分

为学校主科补习和才艺补习两种课程内容。学校主

科指升学考试类学科，如语文、数学、英语等；才艺

类泛指非主要课程的学科补习或其他兴趣特长技

艺类补习，如音乐、绘画、体育等。[6][24]由于在 CEPS

调查中只询问了受访者的课外班参与情况，没有涉

及家教，因此本文研究的影子教育仅限定在课外班

这一形式。该调查在问卷中询问了学生参与课外班

的类型，以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依据，生成两个新变

量：参加课外班（0=不参加，1= 参加），参加课外班

的类型（0= 不参加，1= 只参加学术类———包括语

文、数学和英语，2=只参加才艺类———包括奥数、绘

画、书法、音乐、舞蹈、棋类、体育，3=两种都参加，4=

参加其他课外班）。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从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

延伸而来。根据上文的理论介绍，具体化文化资本

指的是通过家庭环境获得并成为精神和身体一部

分的知识、教养、习性等文化产物，由此将其操作化

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0=非高等教育，1=高等

教育，2=无所谓），一年内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次

数（包括与父母一起读书、运动、参观和外出娱乐的

次数）。客观化文化资本是指包含一定文化价值的

文化产品实物，由此将其操作化为家庭藏书量（0=

少，1= 中等，2= 多），拥有独立书桌（0= 没有，1=

有）。制度化文化资本指的是文化能力经过文化资

质的资格授权后的存在形式，由此将其制度化为父

母的受教育年限（取父母双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一方，将其文化水平转化为受教育的年数）。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两方面，

其中个人情况包括性别、年级和成绩，家庭情况

包括兄弟姐妹数量、家庭经济情况（代表家庭经

济资本）和父亲职业地位（代表家庭社会资本）。

个人情况：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 [17]，所以将性别（0=女性，1=男性）

纳入控制变量。在初中阶段，与其他年级相比，九年

级学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学校教育的课程及作业

可能更多，缺少时间和精力参加影子教育，影子教

育的获得可能存在年级的差异，因此在控制变量中

加入年级（0=七年级，1=九年级）。学生参加影子教

育的动机包括补弱和培优两种，所以需要考虑学生

成绩（0=较差，1=中等，2=较好）的影响。

家庭情况：根据资源稀释理论，兄弟姐妹数量

较多的儿童在各类教育资源的获得上处于劣势[25]，

因此将兄弟姐妹数量（不含自己）纳入控制变量。另

外，不少研究证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影子教育

获得具有正向影响，所以需要加入家庭经济状况

（0=困难，1=中等，2=富裕）和父亲职业地位（根据

陆学艺提出的五大社会等级 [26]7-10进行粗略的等级

划分：0=下层，1=中层，2=上层，3=其他）。

表 1展示了各变量的基本信息。根据该表显示，

将近一半（47援66%）的初中生都参加了课外班；在参

加课外班的学生中，只参加学术类课程的初中生人数

超过了三分之一（2939÷8378×100%≈35援08%），略

多于只参加才艺类课程（2255÷8378×100%≈

26援92%）和两种课程都参加（2267÷8378×100%

≈27 援06%）的学生人数，只参加其他类课程的学

生人数较少，占比仅为 10%（917÷8378×100%

≈10 援95%）。

（三）方法

为了检验上文中提到的假设，本研究分两个

步骤进行。第一步是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家庭文化资本对影子教育获得的影响，由于因

变量“是否参与影子教育”是 0 和 1 赋值的虚拟

淤 该数据包括学生尧家长尧班级和学校四个层面的数据袁出于研究需要袁本文只使用了学生层面的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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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不适合使用常规的线性回归方法，因此采用

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第二步是使用多项 logistic回

归模型分析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

关系，由于因变量“参与影子教育的课程类型”是具

有五个选项的分类变量，因此采用 logistic回归的扩

展模型多项 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表 员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分类变量 变量取值 样本数 百分比渊豫冤

参加课外班
不参加

参加

怨员怨怨
愿猿苑愿

缘圆援猿源
源苑援远远

参加课外班的类型

不参加

参加学术类

参加才艺类

两种都参加

参加其他课外班

怨员怨怨
圆怨猿怨
圆圆缘缘
圆圆远苑
怨员苑

缘圆援猿源
员远援苑圆
员圆援愿猿
员圆援怨园
缘援圆圆

家长教育期望

非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无所谓

猿猿源缘
员猿远源猿

缘愿怨

员怨援园猿
苑苑援远圆
猿援猿缘

家庭藏书量

少

中等

多

源源愿员
远园愿园
苑园员远

圆缘援源怨
猿源援缘怨
猿怨援怨圆

拥有独立书桌
没有

有

猿缘源远
员源园猿员

圆园援员苑
苑怨援愿猿

性别
女性

男性

愿远圆猿
愿怨缘源

源怨援园远
缘园援怨源

年级
七年级

九年级

怨员远员
愿源员远

缘圆援员圆
源苑援愿愿

成绩

较差

中等

较好

缘猿怨怨
缘园怨缘
苑园愿猿

猿园援苑圆
圆愿援怨怨
源园援猿园

家庭经济情况

困难

中等

富裕

猿缘愿怨
员圆愿怨圆
员园愿苑

圆园援源苑
苑猿援猿缘
远援员愿

父亲职业地位

下层

中层

上层

其他

苑员园怨
苑猿怨苑
圆圆员怨
愿缘圆

源园援源源
源圆援园愿
员圆援远圆
源援愿缘

连续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次数 辕年
父母受教育年限

兄弟姐妹数量

园
园
园

源员远
员怨
缘

均值 标准差

愿源援园远
员园援愿怨
园援苑猿

员园园援猿怨
猿援园苑
园援愿圆

注院表格中呈现的是未加权数据的总体情况袁总样本数为 员苑缘苑苑苑遥

四尧数据分析

渊一冤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获得
本文在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对影子教育获得的

影响时袁先建立一个只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袁探讨
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的作用遥 之后袁分别加入家庭
文化资本的具体化形态尧客观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
的相关变量袁并进行检验袁考察以上这三种形态的

文化资本对影子教育获得的净效应曰然后袁将三种
形态的所有变量都加入模型袁在此基础上分别添加
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互项尧经济资本与文化资
本的交互项袁考察家庭内不同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
互作用遥

如表 圆所示袁模型 员报告了所有控制变量对影
子教育获得的影响遥 从个人情况来看袁学生的性别尧
年级和成绩都对影子教育的获得发挥显著作用遥 男

员园源要 要



表 圆 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获得的 造燥早蚤贼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员 模型 员葬 模型 员遭 模型 员糟 模型 员凿 模型 员藻 模型 员枣

性别渊女性越园冤 原园援圆园缘＊＊＊
渊园援园源圆冤

原园援圆园园＊＊＊
渊园援园源猿冤

原园援员远缘＊＊＊
渊园援园源猿冤

原园援员愿怨＊＊＊
渊园援园源猿冤

原园援员缘远＊＊＊
渊园援园源源冤

原园援员缘缘＊＊＊
渊园援园源源冤

原园援员缘远＊＊＊
渊园援园源源冤

年级渊七年级越园冤 原园援圆缘远＊＊＊
渊园援园源圆冤

原园援员苑愿＊＊＊
渊园援园源猿冤

原园援圆缘员＊＊＊
渊园援园源猿冤

原园援圆猿源＊＊＊
渊园援园源圆冤

原园援员怨员＊＊＊
渊园援园源源冤

原园援员怨圆＊＊＊
渊园援园源源冤

原园援员怨缘＊＊＊
渊园援园源源冤

学习成绩渊较差越园冤

中等
园援员源源＊＊
渊园援园缘源冤

园援园源园
渊园援园缘远冤

园援园远怨
渊园援园缘缘冤

园援员园园
渊园援园缘缘冤

原园援园员苑
渊园援园缘苑冤

原园援园员愿
渊园援园缘苑冤

原园援园员猿
渊园援园缘苑冤

较好
园援员圆猿＊

渊园援园缘员冤
原园援园猿愿
渊园援园缘源冤

原园援园圆源
渊园援园缘猿冤

园援园员猿
渊园援园缘圆冤

原园援员苑苑＊＊

渊园援园缘远冤
原园援员苑苑＊＊

渊园援园缘远冤
原园援员愿园＊＊

渊园援园缘远冤
兄弟姐妹数量

原园援猿猿员＊＊＊
渊园援园圆怨冤

原园援圆苑苑＊＊＊
渊园援园圆怨冤

原园援圆园缘＊＊＊
渊园援园圆怨冤

原园援圆员源＊＊＊
渊园援园圆怨冤

原园援员员怨＊＊＊
渊园援园圆怨冤

原园援员员苑＊＊＊
渊园援园圆怨冤

原园援员员源＊＊＊
渊园援园圆怨冤

家庭经济情况渊困难越园冤

中等
园援猿愿猿＊＊＊

渊园援园缘圆冤
园援猿源员＊＊＊

渊园援园缘猿冤
园援员苑圆＊＊

渊园援园缘缘冤
园援猿员苑＊＊＊

渊园援园缘猿冤
园援员源猿＊

渊园援园缘缘冤
园援员源猿＊

渊园援园缘缘冤
原园援远猿员＊＊

渊园援圆员缘冤
富裕

员援员猿缘＊＊＊
渊园援员园怨冤

员援园源缘＊＊＊
渊园援员员园冤

园援苑愿远＊＊＊
渊园援员员猿冤

园援怨远源＊＊＊
渊园援员员猿冤

园援远愿源＊＊＊
渊园援员员远冤

园援远愿圆＊＊＊
渊园援员员远冤

员援园源远＊
渊园援源员猿冤

父亲职业地位渊下层越园冤

中层
园援远愿员＊＊＊

渊园援园源缘冤
园援远猿圆＊＊＊
渊园援园源远冤

园援缘园怨＊＊＊
渊园援园源苑冤

园援缘猿缘＊＊＊
渊园援园源苑冤

园援源员员＊＊＊
渊园援园源愿冤

园援猿远愿
渊园援圆园猿冤

园援源员圆＊＊＊
渊园援园源愿冤

上层
员援源源圆＊＊＊

渊园援园苑愿冤
员援猿圆远＊＊＊
渊园援园苑怨冤

员援员圆猿＊＊＊
渊园援园愿员冤

园援怨源怨＊＊＊
渊园援园愿源冤

园援苑苑愿＊＊＊
渊园援园愿远冤

园援远员缘
渊园援猿远苑冤

园援苑缘缘＊＊＊
渊园援园愿苑冤

其他
园援圆圆愿＊
渊园援园怨怨冤

园援圆圆圆＊
渊园援员园园冤

园援员怨愿＊
渊园援员园员冤

园援员圆源
渊园援员园园冤

园援员圆缘
渊园援员园圆冤

原园援愿员圆
渊园援源猿缘冤

园援员圆员
渊园援员园猿冤

家长教育期望渊非高等教育越园冤

高等教育
园援源圆远＊＊＊
渊园援园缘怨冤

园援猿园苑＊＊＊
渊园援园远员冤

园援猿园愿＊＊＊
渊园援园远员冤

园援猿园苑＊＊＊
渊园援园远员冤

无所谓
园援圆猿员

渊园援员猿园冤
园援圆园苑

渊园援员猿猿冤
园援圆园缘

渊园援员猿猿冤
园援员怨苑

渊园援员猿猿冤
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次数 辕年 园援园园猿＊＊＊

渊园援园园园冤
园援园园员＊＊＊
渊园援园园园冤

园援园园员＊＊＊
渊园援园园园冤

园援园园员＊＊＊
渊园援园园园冤

家庭藏书量渊少越园冤

中等
园援源园园＊＊＊
渊园援园缘远冤

园援猿源苑＊＊＊
渊园援园缘苑冤

园援猿源远＊＊＊
渊园援园缘苑冤

园援猿缘员＊＊＊
渊园援园缘苑冤

多
员援园圆员＊＊＊

渊园援园远园冤
园援愿员怨＊＊＊

渊园援园远猿冤
园援愿员苑＊＊＊

渊园援园远猿冤
园援愿园怨＊＊＊

渊园援园远猿冤
是否拥有独立书桌渊没有越园冤 园援源苑缘＊＊＊

渊园援园缘愿冤
园援猿苑愿＊＊＊

渊园援园缘怨冤
园援猿苑苑＊＊＊

渊园援园缘怨冤
园援猿愿苑＊＊＊

渊园援园缘怨冤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父亲职业地位元父母受教育年限
中层

园援园园缘
渊园援园员怨冤

上层
园援园员缘

渊园援园圆愿冤
其他

园援园怨圆
渊园援园源园冤

家庭经济情况元父母受教育年限
中等

园援园愿园＊＊＊
渊园援园圆员冤

富裕
原援园员怨
渊援园猿缘冤

常数项
原园援苑远愿＊＊＊

渊园援园苑源冤
原员援圆源源＊＊＊

渊园援园愿苑冤
原员援猿怨缘＊＊＊

渊园援园愿远冤
原圆援员猿愿＊＊＊

渊园援员员远冤
原圆援缘员猿＊＊＊

渊园援员圆愿冤
原圆援源圆缘＊＊＊

渊园援员远怨冤
原员援怨愿愿＊＊＊

渊园援圆园员冤
责泽藻怎凿燥 砸圆 园援园愿员 园援园怨缘 园援员员源 园援园怨怨 园援员圆愿 园援员圆愿 园援员圆怨
样本量 员苑缘苑苑 员苑缘苑苑 员苑缘苑苑 员苑缘苑苑 员苑缘苑苑 员苑缘苑苑 员苑缘苑苑

注院渊员冤表格中的结果根据加权后的数据得出曰渊圆冤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曰渊猿冤＊ 责约园援园缘袁＊＊责约园援园员袁＊＊＊责约园援园园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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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女生参加课外班的可能性更小袁九年级学生比
七年级学生参加课外班的可能性更小遥 与自评成绩
较差的学生相比袁成绩中等以及较好的学生更有可
能参加课外班遥 从家庭情况来看袁兄弟姐妹数量尧家
庭经济情况以及父亲职业地位也影响到课外班的

参与情况遥 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减少了学生参加课
外班的机会遥 家庭经济情况和父亲职业地位对参加
课外班起到正向作用袁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袁父亲职
业地位越高袁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遥

模型 员葬 在模型 员 的基础上添加了家长教育
期望以及一年内学生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次数

两个变量袁 用来探讨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化形态
对影子教育获得的影响遥结果显示袁这两个变量的
作用均在 怨怨援怨豫的置信度下显著遥 根据唐启明
渊栽则藻蚤皂葬灶冤 [27]289-294对两项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回归的阐述袁 当使
用加权数据进行回归时袁杂贼葬贼葬所估计的实际上是与
似然比 曾圆 没有关系的伪对数似然值 渊责泽藻怎凿燥原造燥早
造蚤噪藻造蚤澡燥燥凿冤袁所以需要用调整的 宰葬造凿检验来选择最
优模型曰 而 宰葬造凿检验实际上是评估一组系数是否
都等于 园袁因此可以用它来比较两个层级模型遥根据
表 猿袁用于区分模型 员葬与模型 员的变量系数显著地
不等于 园袁因此选择更加复杂的模型 员葬作为较优的
模型遥

在模型 员的基础上袁 模型 员遭加入了家庭藏书
量以及学生是否拥有独立书桌两个变量袁 模型 员糟
加入了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的变量袁分别用以探究
家庭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和制度化形态对影子教育

获得的影响遥 从结果来分析袁这三个变量对学生是
否参加课外班具有显著作用遥 根据表 猿宰葬造凿检验的
结果袁这三个变量的系数显著地不为 园袁因此需要将
这三个变量添加到最优模型之中遥

根据上述分析的结果袁 本文在模型 员 的基础
上加入了家长教育期望尧 平均一年内学生与父母
进行文化活动的次数尧家庭藏书量尧学生是否拥有
独立书桌以及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五个变量袁形
成模型 员凿遥 在这个模型中袁家庭文化资本的三种
形态对影子教育参与的作用均得到体现遥 在控制
了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的条件下袁 家庭文化资本

的具体化形态尧 客观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均对初
中生是否参与影子教育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遥首先袁
家长教育期望为高等教育的学生参加课外班的概

率比受到非高等教育期望的学生增加了三分之一

渊藻越园援猿园苑原员抑园援猿缘怨冤遥在一年中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
渊包括读书尧运动尧参观和外出娱乐冤越频繁的学生
越有可能参加课外班袁 与从未与父母一起进行过
文化活动的学生相比袁 每周与父母进行 4 次文化
活动的学生参加课外班的概率增加了将近四分之

一渊藻渊园援园园员伊圆园愿冤原员抑园援圆猿员冤遥 其次袁家庭藏书量越多的学
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袁家庭藏书量中等和
多的学生参加课外班的概率分别是藏书量少的学

生的 员援源 倍渊藻园援猿源苑抑员援源员源冤和 圆援猿 倍渊藻园援愿员怨抑圆援圆远愿冤遥
与没有独立书桌的学生相比袁 拥有独立书桌的学
生参加课外班的可能性增加了将近一半 渊藻园援猿苑愿原
员抑园援源缘怨冤遥 最后袁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
增加了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机会袁父母最高学历为
大学本科的学生参加课外班的概率大约是父母为

初中文化水平的学生的 圆倍渊藻 [0援096伊(16-9)]抑员援怨缘愿冤遥 因
此袁在考虑到个人和家庭情况的前提下袁家庭文化
资本越高袁子女参与影子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袁假
设 员和假设 圆成立遥

为了检验家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尧经济资本
的交互项对影子教育获得的影响袁 本文在模型 员凿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父亲职业地位和家庭经济情况

与父母受教育年限 渊衡量文化资本的变量较多袁从
中选取研究中最常用且最具代表性的变量冤的交互
项袁形成模型 员藻和模型 员枣遥 在模型 员藻中袁在加入父
亲职业地位与父母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之后袁父亲
职业地位的作用变得不显著袁交互项自身的作用也
不显著遥 根据宰葬造凿检验的结果袁交互项的系数等于
园袁因此家庭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互项对影子
教育的获得不具有显著影响遥 在模型 员枣 中袁家庭
经济情况与父母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影子教育

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袁 即在具有不同经济资本的
家庭中袁 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影子教育参与机会
的差异遥 与家庭经济困难且父母为初中文化水平
的学生相比袁 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且父母最高学历

表 猿 模型之间的宰葬造凿检验

模型 云值 显著度 模型 云值 显著度 模型 云值 显著度

员葬原员
员藻原员凿

员怨猿援猿源
缘援源圆

园援园园园园
园援员源猿苑

员遭原员
员枣原员凿

源远远援远愿
圆员援缘源

园援园园园园
园援园园园园

员糟原员 圆缘苑援圆怨 园援园园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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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科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概率增加了将近四

分之一渊藻 [-0援631+0援040伊(16-9)]原员抑园援圆猿圆冤袁出身富裕家庭且
父母最高学历为本科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概率

增加了将近 猿倍渊藻 [-1援046+0援040伊(16-9)]原员抑圆援苑远远冤遥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袁三种形态的家庭文化资

本对影子教育的获得均具有积极影响袁那么袁家庭
文化资本对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作用是怎样的呢钥
根据文献综述本文假设院文化资本更高的家庭倾向
于让子女学习才艺类课程以提升文化修养袁而文化
资本较低的家庭倾向于让孩子学习学术类课程以

提高成绩袁最终通过教育实现向上层流动遥 文化资
本的影响是否如假设相同呢钥 下面本文将运用多项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回归模型方法来进行分析袁检验假设袁探讨
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关系遥

渊二冤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参与类型
在这一部分袁本文只将参加课外班的案例渊共

愿猿苑愿个冤纳入分析袁并以野只参加学术类课程冶为参
照类别遥 在探讨家庭文化资本与课外班参与类型的
关系时袁 本文先建立一个只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袁
分析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对参与类型选择的影响曰
然后将表示家庭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的变量加入该

模型袁形成最终模型袁以探究文化资本对课外班选
择的作用遥

如表 源所示袁模型 圆报告了所有控制变量对影
子教育参与类型的影响遥 其中袁对于不同类型课程
的选择袁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
差异遥 从个人情况来看袁男生和女生参加的课外班
课程类型没有明显差异袁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袁由于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袁教育投资不必重
男轻女 [2]袁女孩能够获得与男孩一样甚至更多的教
育资源遥 年级对课外班课程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袁与
初一学生相比袁 初三学生只参加学术类或只参加其
他课外班的概率更大袁 而只参加才艺类以及学术类
和才艺类都参加的概率则更小遥 对于初三学生来说袁
他们面对着升学的压力袁 一方面迫切需要提高学习
成绩袁因而需要参加学术类课外班袁另一方面由于时
间和精力有限袁 因此袁 又难以兼顾才艺类课程的学
习遥 在学习成绩方面袁自评学习成绩中等与较差的学
生参加的课外班课程没有显著区别袁 但自评学习成
绩较好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程的概率比只参加学

术类课程的概率减少了将近 猿园豫渊员原藻原园援猿源圆抑园援圆怨园冤遥
从家庭情况来看袁 兄弟姐妹数量更多的学生

只参加才艺类课程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只参加学术

类课程的可能性袁 但两种都参加以及只参加其他
课外班的概率与只参加学术类课外班的概率并无

明显不同遥 在家庭经济条件方面袁与出身贫困的学
生相比袁 家庭经济情况为中等的学生只参加才艺
类课程的概率大约是只参加学术类课程的 苑园豫
渊藻 原园援猿园愿抑园援苑猿缘冤袁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两种课外班都
参加的概率比只参加学术类课外班的概率增加了

一半以上渊藻 原园援源缘源抑园援缘苑缘冤遥 在父亲职业地位方面袁与
父亲从事底层职业的学生相比袁父亲职业位于中层
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外班的概率比只参加学术

类课外班的概率减少了 圆园豫以上渊员原藻 原园援圆猿愿抑园援圆员圆冤袁
父亲职业位于上层的学生两种课外班都参加的概

率和只参加其他课外班的概率分别是只参加学术

类课外班的将近 员援愿倍渊藻 原园援缘苑员抑员援苑苑园冤和将近 员援怨倍
渊员原藻园援远源员抑员援愿怨愿冤遥

在模型 圆的基础上袁模型 圆葬增加了家长教育期
望尧平均一年内学生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次数尧家
庭藏书量尧 学生是否拥有独立书桌以及父母最高受
教育年限五个变量袁 以探究家庭文化资本的三种形
态对影子教育课程类型选择的作用遥 根据表 源显示
的结果袁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化形态尧客观化形态和
制度化形态对课程选择的影响各不相同遥 首先袁与家
长教育期望为非高等教育的学生相比袁受到高等教
育期望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程的概率比只参加

学术类课程的概率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渊员原藻原园援源远园抑
园援猿远怨冤袁但两种类型都参加以及只参加其他课外班的
概率与只参加学术类课外班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遥
相对于只参加学术类课程袁 或只参加才艺类课程的
概率以及两种课程都参加的概率随着与父母一起进

行文化活动次数的增多而提高袁 每周与父母进行四
次文化活动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程的概率以及 圆
种课程都参加的概率比从未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

学生增加了一半以上渊藻渊园援园园圆伊圆园愿冤原员抑园援缘员远冤遥 其次袁相
较于家庭藏书量少的学生袁藏书量中等的学生只参
加才艺类课程或两种课程都参加的概率与只参加

学术类课程的概率没有明显不同袁但家庭藏书量多
的学生两种课程都参加的概率是只参加学术类课

程的将近 圆倍渊藻园援远圆园抑员援愿缘怨冤遥 相比于没有拥有独立
书桌的学生袁拥有独立书桌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
程的概率比只参加学术类课程的概率减少了将近

三分之一渊员原藻原园援猿苑远抑园援猿员猿冤遥 最后袁相对于只参加学
术类课程袁父母最高学历不同的学生只参加才艺类
课程概率没有明显差异袁但随着父母受教育年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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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源 家庭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多项 造燥早蚤贼回归模型

变 量
模型 圆 模型 圆葬

才艺类 两种 其他 才艺类 两种 其他

性别渊女性越园冤
园援园苑苑

渊园援园苑远冤
原园援员猿猿
渊园援园愿园冤

原园援员园园
渊园援员员猿冤

园援园猿远
渊园援园苑苑冤

原园援员员苑
渊园援园愿员冤

原园援园怨怨
渊园援员员猿冤

年级渊七年级越园冤
原园援员怨员＊
渊园援园苑远冤

原园援圆缘园＊＊
渊园援园愿园冤

园援怨员员＊＊＊
渊园援员员怨冤

原园援员源愿
渊园援园苑愿冤

原园援员怨缘＊
渊园援园愿圆冤

园援怨员怨＊＊＊
渊园援员员怨冤

成绩渊较差越园冤

中等
原园援员园猿
渊园援园怨苑冤

园援员缘圆
渊园援员园苑冤

原园援员苑源
渊园援员缘园冤

原园援园缘员
渊园援员园园冤

园援员园远
渊园援员员圆冤

原园援员缘远
渊园援员缘猿冤

较好
原园援猿源圆＊＊＊
渊园援园怨猿冤

园援员猿圆
渊园援员园园冤

园援员怨缘
渊园援员猿愿冤

原园援圆远远＊＊
渊园援园怨怨冤

园援园员猿
渊园援员园愿冤

原园援圆园远
渊园援员源缘冤

兄弟姐妹数量
园援圆员圆＊＊＊

渊园援园源苑冤
原园援园员员
渊园援园缘缘冤

原园援园员猿
渊园援园愿猿冤

园援圆员缘＊＊＊
渊园援园缘猿冤

园援员远源＊＊
渊园援园缘苑冤

园援园源源
渊园援园怨员冤

家庭经济情况渊困难越园冤

中等
原园援猿园愿＊＊
渊园援员园圆冤

原园援园缘猿
渊园援员员远冤

原园援圆苑圆
渊园援员远猿冤

原园援圆愿怨＊＊
渊园援员园远冤

原园援圆猿怨＊
渊园援员圆园冤

原园援圆怨源
渊园援员远愿冤

富裕
园援园缘缘

渊园援员苑圆冤
园援源缘源＊

渊园援员苑愿冤
园援圆源园
渊园援圆源愿冤

园援园源园
渊园援员苑远冤

园援员源愿
渊园援员愿源冤

园援员远缘
渊园援圆缘源冤

父亲职业地位渊下层越园冤

中层
原园援圆猿愿＊＊
渊园援园愿缘冤

园援园缘圆
渊园援园怨源冤

园援员源员
渊园援员猿苑冤

原园援圆员缘＊
渊园援园愿苑冤

原园援员员圆
渊园援园怨苑冤

园援员园园
渊园援员源圆冤

上层
原园援员员苑
渊园援员圆源冤

园援缘苑员＊＊＊
渊园援员圆员冤

园援远源员＊＊＊
渊园援员苑远冤

原园援员猿怨
渊园援员猿缘冤

园援员圆怨
渊园援员猿员冤

园援源圆苑＊
渊园援员怨远冤

其他
原园援员愿愿
渊园援圆园园冤

园援员园圆
渊园援圆园远冤

园援愿员圆＊＊
渊园援圆苑愿冤

原园援员缘园
渊园援圆园猿冤

原园援园缘远
渊园援圆园怨冤

园援苑缘苑＊＊
渊园援圆愿圆冤

家长教育期望渊非高等教育越园冤

高等教育
原园援源远园＊＊＊
渊园援员员缘冤

原园援圆猿圆
渊园援员源园冤

原园援圆缘怨
渊园援员愿缘冤

无所谓
原园援员愿园
渊园援圆缘远冤

园援员圆远
渊园援圆愿圆冤

园援园源园
渊园援猿源园冤

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的次数 辕年
园援园园圆＊＊＊

渊园援园园园冤
园援园园圆＊＊＊

渊园援园园园冤
园援园园园

渊园援园园员冤

家庭藏书量渊少越园冤

中等
园援园缘源

渊园援员员园冤
园援园缘源

渊园援员员园冤
原园援员圆源
渊园援员苑缘冤

多
园援员愿怨

渊园援员员苑冤
园援远圆园＊＊＊

渊园援员猿愿冤
园援员缘员

渊园援员苑怨冤

是否拥有独立书桌渊没有越园冤
原园援猿苑远＊＊
渊园援员员苑冤

园援园猿怨
渊园援员源苑冤

原园援圆圆苑
渊园援员怨缘冤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园援园园缘

渊园援园员缘冤
园援园愿愿＊＊＊

渊园援园员远冤
园援园缘愿＊＊

渊园援园圆圆冤

常数项
园援猿苑苑＊＊

渊园援员猿缘冤
原园援猿猿源＊
渊园援员源愿冤

原员援苑远员＊＊＊
渊园援圆猿猿冤

园援远苑缘＊＊
渊园援圆圆源冤

原员援源怨员＊＊＊
渊园援圆缘怨冤

原圆援园员猿＊＊＊
渊园援猿苑员冤

责泽藻怎凿燥 砸圆 园援园圆远 园援园源园

样本量 愿猿苑愿 愿猿苑愿

注院渊员冤参照类别为野只参加学术类课程冶曰渊圆冤表格中的结果根据加权后的数据得出曰渊猿冤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曰
渊源冤＊责约园援园缘袁＊＊责约园援园员袁＊＊＊责约园援园园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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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袁学生两种课程都参加以及参加其他课程的概
率显著提高袁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学生两种
课外班都参加的概率是父母为初中文化水平的学

生的将近 圆倍渊藻[0援088伊(16-9)]抑员援愿缘圆冤遥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袁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同

形态对于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作用是不同的袁同一
形态中不同维度的作用也存在差异遥 在具体化文化
资本方面袁家长教育期望越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只参
加学术类课程袁而与父母进行文化活动次数越多的
学生只参加才艺类课程以及两种课程都参加的机

会则更大遥 在客观化文化资本方面袁家庭藏书量多
的学生两种课外班都参加的可能性也更大袁而拥有
独立书桌的学生更有可能只参加学术类课程遥 在制
度化文化资本方面袁父母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学生两
种课程都参加的可能性更大遥 将这几个维度整合起
来看袁家庭文化资本更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只参加学
术类课外班或者学术类和才艺类课外班都参加袁假
设 猿不成立遥 可见袁文化资本高的家庭对学术类课
程十分重视袁期望通过影子教育来帮助子女提升课
业成绩袁进而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遥 另外袁虽然学生
家长们也希望孩子提升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袁但这
一目标退居其次袁只有在保障学术类课程的前提下
学生家长才会让孩子参加才艺类课程遥
五尧结论与讨论

本文依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袁 使用中国教
育追踪调查 圆园员猿要圆园员源年的基线调查数据袁通过两
项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回归和多项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回归的方法探究家庭
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获得及参与课程类型的关系遥
研究发现袁在初中生的影子教育获得方面袁家庭文化
资本的具体化形态尧 客观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均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遥 在影子教育的参与类型方面袁不同
形态家庭文化资本发挥的作用存在着差异遥

对于是否参加影子教育袁对文化资本高的家庭
而言袁首先袁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教育
期望袁希望孩子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袁而进入大学需
要较高的学习成绩袁所以他们更可能让孩子参加影
子教育以提高进入大学的可能性遥 他们与孩子的交
流和互动频繁袁 经常与孩子一起进行文化活动袁包
括读书尧运动尧参观和外出娱乐袁重视子女文化素质
的培养和锻炼袁因此更有可能让孩子参加影子教育
以提高文化能力遥 其次袁文化资本高的家长也着力
于营造家庭的文化氛围袁购置丰富的书籍袁满足孩

子的阅读需求袁为子女提供独立的学习场所袁提高
孩子的学习自主性袁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让子女参加
影子教育以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遥 最
后袁文化资本高的家长接受教育的时间较长袁能够
为孩子提供更多学习方面的帮助和指导袁并且他们
对于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更为了解袁更加重视子女
的教育情况袁所以更可能让孩子接受影子教育遥 由
此可见袁充足和完善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尧客观化文
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体现出父母对文化价值

的肯定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袁在这种家庭文化环
境和父母教养观念的作用下袁学生更有可能参与影
子教育袁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遥 另外袁较好的家
庭经济条件也为影子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袁经济资
本及文化资本均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让子女参加

影子教育遥 社会资本较高的家庭也倾向于让孩子参
加课外班袁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影
子教育的获得并没有显著影响遥

对于影子教育参与类型的选择袁不同形态的家
庭文化资本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袁而同一形态中不同
维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遥 在具体化文化资本方面袁
希望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家长更加看重学业袁因此
为了提高成绩而更可能让孩子只参加学术类课程曰
而经常与孩子一起进行文化活动的家长很重视子

女的文化修养袁 所以更可能让孩子参加才艺类课
程遥 在客观化文化资本方面袁购置书籍较多的家长
一方面希望子女提高阅读能力和知识水平袁另一方
面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养袁因此学
术类和才艺类课程都参加的可能性更大曰家中配置
独立书桌的家长为孩子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学习环

境袁 他们更为重视学校教育和学术知识的学习袁所
以更有可能让孩子只参加学术类课程遥 在制度化文
化资本方面袁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成绩
和文化素养都比较重视袁因此两种课外班都参加的
可能性更大遥

学生参加学术类课外班袁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学
习成绩袁而参加才艺类课外班袁目的并不仅仅是提
升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袁 也包含了助力升学的打
算遥 对初中生来说袁一部分优质高中招收一定数量
的特长生袁当学习成绩无法达到优质高中入学的门
槛时袁文艺特长便成为一块敲门砖袁为成功升学增
添了一丝希望曰从长远来看袁不少高校也设置了部
分艺术特长招生名额袁文艺特长也能在考大学的过
程中提供作用遥 可见袁学生参加才艺类课外班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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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升艺术修养的打算袁也不乏升学的考量遥 然而袁
近几年来袁政府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袁对特长生入学
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袁在这种形势下袁学生参加
影子教育的情况或许将发生新的变化遥

总结而言袁家庭资本渊包括家庭文化资本尧政治
资本等冤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参与影子教育袁因此有
学者指出袁影子教育具有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功能袁在
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中袁 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
均发挥了通道作用袁这两种通道相互贯通袁从而建立
起了联合社会再生产机制袁 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
进一步增强袁社会流动被阻断袁阶层固化现象愈加严
重遥 [28] 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之相似的结论袁家庭
文化资本通过影子教育进行代际传递袁 影子教育能
够让学生在升学时获得一定优势袁 进而转化为更高
层教育的获得袁家庭文化资本由此实现再生产遥 布迪
厄认为袁通过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袁社会地位完成了家
庭内代际传递袁 这一过程是通过经济资本的再生产
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两种途径实现的遥 与直接进行
遗产传承的经济资本再生产不同袁 文化资本再生产
的路径和过程更为间接和隐蔽遥 通过家长言传身教尧

营造家庭文化氛围尧进行文化消费等途径袁家庭的各
种资本优势转化成具体化尧 客观化和制度化的文化
资本袁在子女身上得以积累遥 一方面借助所拥有的文
化能力和资格在升学和就业中占据优势地位袁 将文
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曰 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品位
形成了阶层间的野文化屏障冶袁文化资本有力地维持
了这种阶层差异遥 通过这两种文化资本传递和转化
的途径袁社会结构得以再生产遥 影子教育在文化再生
产中发挥的作用也是如此袁一方面袁通过参加课外班
的学习袁学生学业成绩得以提高或培养了某项特长袁
这些优势在升学竞争中得以体现袁 帮助学生进入更
好的高中乃至大学曰另一方面袁才艺类课外班也培养
和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袁 维持和巩固
了阶层间的文化区隔遥 在这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袁
性别不平等得以弱化袁 女孩能够获得与男孩同样甚
至更多的影子教育参与机会和资源袁由此可见袁无论
男孩还是女孩袁 均能够获得家庭文化资本再生产所
带来的优势遥 因此袁影子教育作为文化资本传递和转
化的一种方式袁实现了家庭资本优势的代际传递袁进
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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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apital in the Familie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Access to Shadow Education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Control Factors

LIU Aiyu，XU Chunlei
Abstract: The access to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or the so-called shadow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second

battleground for students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ir after-school studies when the country has taken

intensified efforts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its formal education援 Cultural capital in a family has a final say

in who can attend after-school training and what kinds of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they go援 Drawing on Pierre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this paper makes a usage of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s baseline

survey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hadow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curricular types援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orms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upon the access of shadow education援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will play

varying roles when they ar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forms and even if they are in the same form ye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援 As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in any specific forms，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on academic courses when their parents have had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m援 Meanwhile，their

peers who have frequently taken part in cultural activities along with their parents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only in

talent training classes or the classes of talent and academic studies simultaneously援 As for those students who are from

the family of cultural capital in objective form，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both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whe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at their home，while their counterparts with independent desks are more inclined to take

part in academic courses援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both courses when their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is

in institutionalized form and their parents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援 This study thus concludes that shadow

education，which is a carrier for the transferr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has intensified existing

strengths of shadow educa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promote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shadow education；school education；family cultural capital；fxtracurricula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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