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社会学名词，“白领”是指那些具有

体面地位和职业的不是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从事

脑力劳动的人士。①都市白领，主要是指在大都市

从事与蓝领相对应的学历较高、文化层次较高的

与脑力相关的劳动，大多属于政府管理、企业管

理、自由职业者或收入较高的青年职业群体。②都

市女性白领是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中一个独特的

社会群体。③作为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

会群体，都市女性白领的身份建构过程，直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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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继红、张彦：《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其社会控制》，《社会科

学战线》2000 年第 4 期。
② 胡小武：《精神的救赎：白领“义工”与社会服务的结构重

塑》，《中国青年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③ 都市女性白领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

教育；第二，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在办公室从事脑力劳动

而非在车间从事体力劳动；第三，收入水平处在社会中等水

平，属于工薪阶层，通常在 5000 元以上；第四，年龄在 22-45
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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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家庭和谐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互动，特别是

与都市女性金领、蓝领及灰领，以及与男性金领、
白领、蓝领和灰领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社会稳

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从认同与建构的理论视

角开展都市女性白领研究，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

理两个维度探讨都市女性白领的生产与再生产

机制，分析和反思我国当下的都市女性白领在职

业分化、收入分化、身份区分、关系建构等方面的

行动逻辑，对于检验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流

动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一、身份认同：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

心理机制

1. 身份：都市女性白领的地位表征

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即在文化语

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

构。在中国，身份制作为意识形态，是中国民族文

化精神的主要部分和重要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

在人们心理深处凝成一种情结，从而具有一种持

续的作用。“社会身份”是指某人所属社会群体的

成员身份。这一身份对于该成员在情感和价值观

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身份因其类型和特征

的归属而被主体认知、内化、建构行动并赋予意

义进而形成认同。个体身份的形成一方面受社会

地位、情境等外在的结构因素所影响，另一方面

又由自身行动所建构。身份是微观的心理进程和

宏观的社会进程二者共同的产物。而集体身份和

个体身份一样，一致反映了对于人们社会位置和

相关经验的情境依赖。①

身份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其与类别、角色等相联系，揭示生活在社会中

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国内近年有关身份建构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信徒、农民工等群体当中，

对女性白领的身份建构关注较少。而有关女性白

领的研究，大多是探讨女性的休闲消费行为或空

间的片段化，从身份建构层面去关注女性白领的

较少。都市女性白领的身份建构研究，无论对于

白领研究或身份研究来说，都是一种拓展和深

化。目前，已有的社会认同理论为不同群体成员

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

框架，但这些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基础之

上，对于中国语境中的身份理解还有很大差异。
基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 大都市的实证研

究，有助于中国语境下身份经验研究的积累，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 身份认同：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身心

图式

身份（Identity）是个体通过差异而得以区别的

某一社会类群的身份归属；认同（Identification）是

实现或形成这种状态的过程，是个体实现自身社

会化并形成自我意识的一种机制。②社会学意义

上的身份认同 （Identity） 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

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

的特别青睐。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

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 (现代人 )是
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身份认同植根于西方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通 常具有三种倾向：首先 ，

传统的固定认同，来 自西方哲学主体论；其 次，

受相对主义影响，出现一种时髦的后现代认同；

再次，另有一种折衷认同，秉承现代性批判理

念，倡导一种相对本质主义。个体的身份及其所

负载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互动关系和意义符号，

都是在个体对他人的理解中做出行动反应来加

以呈现的。一个互动场景是由多方面非行动者

一人所共同定义的，它既不是结构决定的产物，

也不是纯粹个体自我的行动，而是一个互动、建

① Bernd Simon：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Blackwell Publishers，2003，PP.44-62.

② Korostelina Karina v：Social Identity and Conflicts. Palgrav e
Macmilan，2007，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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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的 产 物。① 可 见 ，“身 份 建 构”（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既指一系列对身份进行自我定义和对自

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也包括一系列外部建构

力量的共同作用。
身份认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身份区隔

与社会认同，这是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社会

环境，包括不同阶层眼中的都市女性白领、金领、
蓝领与灰领等；二是中产情结与自我认同，这是

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自我评价，包括小资情

调：都市女性白领的身份认知；浪漫情愫：都市女

性白领的身份幻象等。这两个方面的认同是都市

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心理机制。身份的合理建

构，不仅可以提高自尊，还可以减低无常感或提

高认知安全感，满足归属感和个性的需要，消除

对死亡的恐惧，找到存在的意义等。都市女性白

领群体中的问题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一定程

度上也是与身份认同的不准确或不合理有关。如

白领移民对地位认同存在偏移现象。绝大部分白

领移民在客观上处于社会中下层，在主观社会地

位认同上呈现出一致认同、向上偏移、向下偏移

和模糊认同四种倾向。其中女性、已婚、年龄小、
高收入、低教育程度、拥有本地户籍证明、居住时

间长的白领新移民比其他人更可能表现出地位

认同向上偏移的倾向。②本文将从中梳理都市女

性白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传统的认同来源，

剖析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身心图式，提出建

设性的身份建构对策，从而有助于女性白领问题

的化解，因而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实践维度

如果说身份认同是都市女性身份建构的主观

维度或心理机制的话，那么职场竞争、符号消费、
社会交往等方面则构成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

的客观维度。它们共同组成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

构的实践逻辑。
1. 职场竞争：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基础

条件

在米尔斯看来，白领概念是由职业划分而产

生的。职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反映了经济结构和产

业结构的变动，也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白领职业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而蓝领职业的比例

则在不断减少。在社会结构中，以国家、社会和企

业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

为主的中间阶层从数量上说已经开始成为主导

性阶层。③在中国，职业分层比西方社会的职业分

层更为复杂。④随着知识经济的全面来临，商品价

值的创造由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

转变，人才和智力劳动的价值将会凸现。新白领

所从事的职业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科技含量、较

复杂的职业技能、较高的收入等特点。在这种背

景下，一大批拥有知识和专门技能的知识青年将

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成为中国新兴的知识产

业和白领职业的主力军。这样，从宏观的社会结

构上看，白领由精英化到大众化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趋势。因为在中国社会流动的变革中，进入中

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淮经历了由中等职

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

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职

业团体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

性与日俱增，职业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标

志，职场竞争因而也成为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

的基础条件。
职业是当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因素，职业

① [美]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2-216 页。
② 雷开春：《白领新移民的地位认同偏移及其原因分析》，《青

年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③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④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2005 年第 1

期。
⑤ 刘精明：《教育与白领阶层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2002 年春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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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决定了个人的基本社会经济状态，决定了个

人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大体位置，而男性和女性

在职业结构中的分布状态又决定了性别分层的

基本形态，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导致两性之间社会

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①职业性别隔离主要分

为水平型的职业隔离和垂直型的职业隔离。水平

型的职业隔离，也称行业性别职业隔离，是指一

些行业属于男性行业，以男性为主，而另一些行

业属于女性行业，以女性为主。垂直的职业隔离，

就是说同一行业中男性往往处于上层，女性往往

处于下层，男性薪酬普遍高于女性。②2000 年以

来，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的扩张似乎趋于停滞，

女性在中高层白领职业中的比例没有上升反而

轻微下降，女性在低层白领职业中的比例也只是

略微上升；在白领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逐步减弱

的同时，蓝领和半蓝领职业中的性别隔离却在持

续维持。③可见，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获得，是都

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行动起点。根据社会地位

获得的经验来看，职业获得，特别是与白领身份

相链接的职业获得，要通过一系列的生命事件来

完成。要么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要么通过代际

传承来达到。个人职业是由先赋的抑或是获致的

地位驱动，使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心理机制

和实践逻辑都呈现明显分野。在职业维持与晋升

阶段，以及职业流动及其约束方面，两者的差异

性会变得更加显著。从职业流动来看，青年白领

女性和男性在是否跳槽以及跳槽的次数上并没

有显著性差异，跳槽与否与青年白领的工作时

间、对工作外在价值的要求以及工作单位的性质

有关。国家垄断大部分资源和机会的总体性社会

体制的转变，使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

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

展为青年白领，特别是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青年白领女性比男性更多

地流动到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体制外的工作

单位。④

2. 消费行为：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物化

表征

白领的择业、就业和职业发展是一种经济行

为，具有谋求经济利益的现实功能。职业上的性

别隔离，决定了女性白领所处的社会地位、职业

声望与男性白领存在差距。除了自身的因素外，

女性在收入上的劣势应更多归因于传统的社会

性别分工意识、统计性性别歧视和职业中的性别

隔离政策。⑤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作为中产阶层

的都市女性白领在扮演“政治后卫”的同时，也扮

演着“消费前卫”的角色。⑥在社会大众和传媒的

眼中，他们是一群有钱、有闲、有情调的优雅人

士，是时尚、品位与格调的代名词，他们成为高品

质生活的象征，成为社会大众的梦想。都市女性

白领正是通过消费行为的物化表征，来实现符号

化领域的身份建构，具体是通过日常消费、身体

消费、奢侈品消费及闲暇消费等来完成的。
在消费方面，白领群体越来越追求有品味、时

尚的生活。这与普通人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白领

群体在个性化和炫耀性消费观方面都明显高于

普通人的平均水平，而在实用性消费观方面则低

于普通大众。⑦都市白领女性拥有稳定且较为丰

厚的经济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很强的消

费能力和购买欲望，同时又对于衣着、生活方式

①③ 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江苏

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② 崔岩：《性别职业隔离视野中的现代都市女性白领研究———

以广州市某股份制银行为例》，广西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

学位论文。
④ 唐美玲：《青年白领的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男性与女性

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⑤ 姚先国、谢嗣胜：《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⑥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

学》2002 年第 6 期。
⑦ 夏建中、姚志杰：《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一项实证研究》，《江

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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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品味有更高的要求，她们会选择能够带来自尊

和优越感的休闲活动。①作为休闲观念上的倡导

行动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和生活方式上

的品位制造者，都市女性白领无疑是符号休闲消

费的代表者和主力军。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

休闲生活的潮流，她们的休闲方式必定会引起其

他社会阶层（比中间阶层更低的社会阶层）的向

往和追求。在进行休闲消费时，都市白领女性不

是以其生理满足功能为选择标准，而是以附加在

休闲活动上的身份、地位等符号价值为标准。这

一群体的旅游消费具有出游率高、出游花销多、
出游的决策和方式自主性明显、出境游愿望强

烈、习惯使用信用卡消费等总体偏好的特征。②当

然，她们会像其他中产阶层一样，主张合理消费，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超前消费，不是为了后代赚

钱，而是为了自己赚钱。他们为了自己的体面、身
份，要求一定水平的独立住房、品牌相当的汽车，

以及度假、旅游、娱乐等，他们的消费世界更为广

阔。他们最大限度地追求现实幸福，最大限度地

享受生活。但他们会精打细算，绝不挥霍，讲求实

效。③用符号性消费来彰显自我，是都市女性白领

身份建构的物化策略。
3. 社会交往：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差序

格局

社会交往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动态系统结

构，它既包括人际、群际、区际乃至国际等多层次

的交往，又包括社会沟通、社会互动、社会知觉、
社会交换等多方面的内容。④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活动，社会交往不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

上说都具有生产力功能。⑤都市女性白领通过社

会交往，积累了各自的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生

成了一个身份建构的差异格局。在中国特定的社

会客观分层结构、制度安排、价值准则以及分层

机制变化的影响下，都市女性白领的阶层意识逐

步加强。研究表明，权力资本对白领阶层意识的

影响随收入的持续增长而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

对个体的白领阶层意识的影响随收入的增长而

逐渐加大。⑥

交往方式会影响交往主体的社会网络与交往

圈子。都市女性白领在亲属交往之外，通过与男

性白领及金领的互动，以及都市女性白领的内部

交往，建构了一个以职业分类为边界的都市女性

白领亚文化圈，形成了她们自己的交往语言、交

往方式、交往惯习和交往情境。因为在一个具体

的社会“场域”中，场域的内在规定性（或叫社会

情境） 决定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人的行为模式。
就消费行为来讲，它也是受特定“场域”的内在逻

辑规定的。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它表现为某一特

定社会“圈子”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逐渐形

成一种“圈子”内的“惯习”，并进一步对圈内的

成员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日常的行为且内化为

个人的“惯习”以使其习惯地按“圈子”规范去行

动。⑦在经历了紧张的工作节奏、激烈的人力竞争

与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都市白领通过相对个性

化的社会服务，比如到落后地区义务支教、在城

市做义工、做志愿者等工作，开始修补自己的精

神篱笆。这不仅成为了当代都市青年一种日益流

行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日益扩大化发展的白领

义工，正通过多样化的服务形式，为整个社会服

务结构体系增添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更为我们探

① 李桂平、谭命知：《白领女性符号休闲消费的影响因素分

析》，《企业家天地》2008 年第 10 期。
② 张文建、仲红梅：《上海白领旅游消费偏好调查》，《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
③ 王建平：《分化与区隔：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特征及其社

会效应》，《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④ 刘祖云：《论社会交往与社会发展》，《求索》1991 年第 2 期。
⑤ 陈凤敏：《社会交往的特征及其精神生产力功能》，《河南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⑥ 陈天柱、苏祥：《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的两种理论解释及

其比较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⑦ 李庆真：《从“月光族”到“年清族”：都市白领阶层消费理念

分析》，《青年研究》200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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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社会化动员机制提供了

思考样本。①作为政治后卫的都市女性白领，转而

通过参与公益社会组织与社会活动，以及通过宗

教信仰，来实现一种自我精神的救赎。

三、地位恐慌：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

现实困境

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现实困境，导致都

市女性白领的地位恐慌，其根源在于社会认同与

自我认同之间的张力。都市女性白领的婚恋选择

与健康状况，折射出其身份建构的现实风险与行

动策略。
1. 恐慌之源：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张力

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形态不同，意识

形态不一，彼此的共同利益并未把他们组织成一

个整体。都市女性白领并没有处于一种独立的阶

层地位，她们是依附于各种科层组织和权力精英

的，其声望体系也是极不稳定而且含糊不清的。
他们“既没有接受什么，也没有拒斥什么；既没有

打消希望，也没有消除反抗……没有任何文化的

基础可以依托。为了安全起见，他必须使自己依

附于什么。但是似乎又没有哪个社区或组织是真

正属于她的。”②在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之间，都

市女性白领的自我认同分裂，找不到自己的所属。
这种认同分裂和高度矛盾的地位角色，使都市女

性白领非常看重自身的声望，力求在家人、家庭和

职业圈定的情境中自我实现，希望借助职场竞争、
符号消费、社会交往等手段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获

得地位的社会认同。尽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市

女性白领有着相对较为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

入，但普遍存在对未来不确定性和地位下降的焦

虑。③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她

们存在强烈的“地位恐慌”。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都市女性白领属于

城市中产阶层。如何维持现有的中产地位或向上

流动是都市女性白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通常

说来，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标志和机制，社会

流动程度与社会开放乃至社会转型程度成正比，

合理的社会流动可形成新陈代谢、拾遗补缺和促

优汰劣的社会机制。④社会流动中继承性模式的

普遍存在，是因为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及其变

迁过程中遵循着再生产的逻辑和统治的逻辑。各

种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决定了继承性模式的持

续存在。⑤在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成长阶段，由于对

文凭资格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构

成阶层性拒斥壁垒因素的重要性或者没有显现出

来，或者呈不断下降的趋势。⑥随着近年来我国社

会结构上层的逐步固化，都市女性白领向上流动

的机会和渠道越来越窄，并有向下流动的危险。
2. 恐慌之镜：都市女性白领的婚恋选择

个人的婚恋心理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规定

性。当前数量众多的城市白领青年大龄未婚现

象，具有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对于都市女性

白领而言，婚恋选择成为一个备受煎熬的话题。
在崇尚婚恋自主的现代社会，婚恋选择本是个人

行为，但选择的标准却被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
传统背景中的择偶模式使都市白领女性处在婚

恋中的不利地位，缩小了其婚恋选择的空间，增

大了其婚恋成功的难度。由于“择偶梯度”的存

在，无形中增加了拥有较高学历和收入的都市女

性白领的择偶难度。同时，“剩女”的择偶和婚姻

① 胡小武：《精神的救赎：白领“义工”与社会服务的结构重

塑》，《中国青年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② [美]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06 年版，导论。
③ 许荣：《中国中间阶层的文化品位与地位恐慌》，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2 页。
④ 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
⑤ 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

会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⑥ 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

职业阶层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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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对配偶和家庭生活的质量要求又高于一般

女性。她们不仅要求比较匹配的经济条件，对情

感和综合素质的要求都不放松①，从而造成了“剩

女”难嫁的叠加效应。城市未婚白领的增加，一方

面是因为工作生活节奏快，日常沟通交流的圈子

较小；另一方面，城市白领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遇

到严峻挑战。②都市部分青年白领的“婚姻等待”
反映了一种新的婚姻和生活价值观，是社会价值

多元化的体现。它是当代青年社会文化生活的一

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白领的婚姻家庭观念的

变化趋势。③大都市大龄“剩女”现象的日益凸显，

像一面问题之镜，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都市女性

白领的地位恐慌。
青年白领的工作价值取向对家庭角色的建

立，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家庭角色的变化，促进了

青年白领对工作外在价值取向的要求，降低了其

内在价值取向的要求。④都市女性白领在职业生

涯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承担职业角色，还要兼顾

家庭角色的扮演。这难免会导致女性在时间、精

力、能力及行为上的不济，产生角色冲突，导致家

庭和社会的两难抉择。女性上升流动还需要挑战

现有社会性别规范，稳定有保障且兼顾家庭是影

响自己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无数案例表明，都

市女性白领面临“生”与“升”的两难。对于大多数

职业女性而言，家庭与孩子是职业进程的最大障

碍。当家庭与职业出现矛盾时，大多数职业女性

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回归家庭。⑤这可能是在既有

性别社会分工模式下的一种社会心理定势。
3. 恐慌之痛：都市女性白领的精神健康

都市女性白领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睡眠质

量差、焦虑等困扰女性白领阶层，高血压、高血脂

等发病率较高，加班时间延长，体育未能真正成

为她们的生活方式之一。⑥他们责任重、压力大，

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也呈

上升趋势。⑦研究表明，都市女性白领有着很强的

紧迫感和压力，存在较为明显的职业恐慌症和年

龄恐慌症。精力和知识上的长期透支，使都市女

性白领的充电意识非常强。这又反过来影响她们

整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如何从积极心理学

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提升都市女性白领的幸福感指数，显得尤为迫

切。如何增加都市女性白领的社会支持，更多的

关注她们的精神健康，也成为一个现实课题。

四、结论与反思

中国都市女性白领到底从事着怎样的职业、
有着怎样的收入、处于何等的社会地位？女性白

领与男性白领的职业界限是更加清晰了还是模

糊了？女性白领的婚姻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女性观

念有着怎样的改变？纵观学者们现有的研究：主

要聚集于对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中西方中产阶

级的对比分析、中产阶级的消费等方面，对于都

市白领的性别分析，尤其是女性白领的就业分

析、婚姻观念的分析研究较少。大多研究是从社

会结构层面出发的宏观静态分析，多是基于一个

个的描述性统计，而少个案研究；在关于中国职

业性别隔离的成因中，大多是基于就业市场中男

① 高修娟：《“剩女难嫁”的社会学解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学报》2011 年第 1 期。
② 肖昕茹、梁翠玲、丁金宏：《大城市白领居住模式的人口学特

征分析———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人口与发展》2010 年第

1 期。
③ 郜键：《青年白领“婚姻等待”状况分析》，《青年探索》2002

年第 4 期。
④ 唐美玲：《青年白领的家庭角色与工作价值取向关系分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
⑤ 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6-363 页。
⑥ 沈建华、朱佐想等：《上海市外企女性白领阶层的体育活动

状况》，《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
⑦ Greden JF，“The Burden of Recurrent Depression：Cause，

Consequences and Future Prospects”，J Clin Psychiatry，Vol.
62，2001，P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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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别比，而缺少专门对女性白领的性别隔离情

况，及其与其他阶层，如金领、蓝领、半蓝领等的

对比分析。同时，已有的研究对白领阶层的职业

性别隔离观点差异较大、分歧较多，究其原因是

各自研究的区域、时间跨度不同，缺乏全国性的

历时性研究和比较。婚姻观念中多是基于逻辑的

理论分析，缺少对于统计调查的总结分析和理论

框架，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总之，以认同理论为切入点，开展都市女性白

领身份建构的社会学研究，把都市女性白领的身

份建构放置到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工业化、城镇

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宏阔背景下加以

考察，探索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理论基础与

实践逻辑，通过分析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心

理机制，并从职场竞争、理财与消费、社会交往等

方面剖析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的展开维度，探

寻都市女性白领身份建构过程中地位恐慌形成

的机理，这无疑将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的一个

新的生长点。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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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ort on Cultivating Supervision Talents: the Practice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 Taking Pearl River Delta Are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Supervision on social work in China plays a key role in enhancing social workers'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and supervisors are indispensable medium and senior talents among the team of social worker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the service of social workers and scarcity of supervision
talents，two training modes emerge in Pearl River Delta Area: Disciple type in Shenzhen and College type in
Guangzhou. The two modes have produced about 300 local supervisors，who probably develop into top talents
in the course of establishing a team of local social workers. The two practical models have their own merits，

but need develop an incentive system of salary link between the status of supervisor and upper-level position.
Key words: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supervisor，talent cultivating

ZHANG Liping，WEI Xiaodong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Urban Female White-collars in Metropolis
—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bstract: Urban female white-collars in metropolis are unique social group in China’s urban middle class. In
the accelerated phas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it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them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and construction，to analyze their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mechanism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psychology，to discuss their
action logic in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income differentiation，identity and relation structures etc.
Key words: female white-collars in metropolis，identity，construction of identity，social psychology，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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