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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成长研究：
社会排斥对孤儿自我认同形成的负面影响
尚晓援 

一、自我认同（identity）

从社会排斥的理论框架分析，

任何阻碍儿童基本权利实现的因素：

如照料和保护不周，经济贫困，社会

歧视和儿童的社会参与受阻，医疗和

教育服务缺失造成的发展困境，同伴

群体和社会歧视等等，都可以视为社

会排斥的表现。本文在这个角度上，

使用社会排斥的概念，研究深度困

境儿童向成年过渡的自我认同的问

题（identity，翻译成“同一性”，或 

“认同”）。主要的研究问题是：社

会排斥的各种表现对儿童青少年自我

认同的影响是什么。

自我认同形成的几个方面。“认

同危机”是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Erickson）的概念。简单地讲，自

我认同是一种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

上应占什么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

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人

等一连串的感觉。青少年时期，生理

上的急速发育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他

们要求独立，摆脱成人的束缚，他们

会在各个方面探寻自己，同时因为社

会的冲突和要求变得困扰和混乱。青

少年必须通过积极的探求、亲身的体

验来获得自我同一感，防止认同混

乱。这样才能健康、阳光地生活。

对国家养护的孤儿来说，自我认

同的形成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在

福利院长大的孤儿，成长过程非常特

殊，他们可能经历的认同危机，表现

得会比其他的儿童群体更为严重。本

文试图从社会排斥的框架出发，考察

社会排斥对大龄孤儿自我认同的负面

影响。考察主要从自我认同的几个重

要方面着手，通过分析大龄孤儿怎样

回答下面四个问题，了解他们自我认

同获得的程度和受阻的原因。这四个

问题是：

第一，我是谁？

第二，我在社会上应该占有什

么？

第三，我将来准备成为什么人？

第四，我怎样成为理想中的人？

根据埃里克森的研究，儿童青

少年的发展是动态的。早期的阶段包

括：

1. 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

2. 自主性对羞怯和疑虑

3. 主动性对内疚。（这个阶段发

生在第四年至第六年左右）

4. 勤奋对自卑。（这个阶段从出

导言

社会排斥是跨学科的概念，指特定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面对

的困境和被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在三个方面对分析残疾失怙青少年有重要作用。首先，

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困境衡量概念，比单纯测量收入贫困或者失业更综合。从这个角

度看，更适合于对孤残青少年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第二，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儿童时期是一个发展中的时期。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对他们向成年过渡的能力和社会网络

会产生长远的影响。第三，社会排斥包括儿童权利的维度。因为困境儿童和青少年的基本

权利可能被剥夺。

当从积极的角度理论化这三个方面，包括多维度、动态和人权的社会融合概念可以重

塑残疾青少年的过渡体验的分析框架。社会排斥的对应概念是社会融合。社会融合意味着

促进完全的公民权，包括公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方面，而不仅仅是物质供应或基

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因此，社会融合将会成为发展中困境儿童和向成年过渡影响的政策分

析的重要理论框架。但是，在中国，这个理论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这项研究旨在填补

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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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第六年到第十一年间，大多数儿

童整个发展阶段都是在学校度过）

本文研究的阶段为第五个阶段：

认同阶段发生在十二岁到二十岁左

右。这一阶段，青少年可能会经历

认同危机。如果不能最终获得自我认

同，青少年就会发生角色混乱，影响

他们今后的成长。

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认同阶

段体现了童年期向青年期发展中的过

渡阶段。在前四个阶段中，儿童懂得了

他是什么，能干什么，也就是说，懂

得所能担任的各种角色。在这些阶段

中，儿童必须仔细思考全部积累起来

的有关他们自己及社会的知识，最后

致力于某一生活策略。一旦他们这样

做，他们就获得了一种认同，长大成

人了。获得个人的认同就标志着这个

发展阶段取得了满意的结局。然而，

这个阶段自身应当看作是一个寻找认

同的时期，而不是具有认同的时期。

本文深度访问了某市儿童福利

院的工作人员、当地的社会政策制定

者和执行部门的人员、大龄或成年孤

儿、寄养家长，试图分析社会排斥对

大龄残疾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影响。根

据埃里克森（Erikson）的理论，儿

童在早年的各种经历，都会对他们能

否获得自我认同产生影响。因此，如

果孤儿在这个阶段发生严重的认同危

机，其原因可能深藏于他们婴幼儿时

期的被抚养的经历。

二、我是谁？孤儿经历对儿童建立

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

我是谁？对于在稳定的家庭环境

中成长的儿童，在人生发展早期的种

种经历，帮助他们对这个问题形成稳

定积极的判断。但是，福利院的儿童

绝大多数有被亲生父母遗弃、或者丧

失亲生父母或抚养人的经历。这是最

极端的一种社会排斥。由于缺少针对

这些遭受了重大丧失的儿童的心理抚

慰，在之后很多儿童没有找到稳定的

替代性父母之爱。对被遗弃的儿童来

说，这个经历则对他们的自我认同的

形成有重要负面影响。

1. 被父母遗弃对儿童的影响

福利院养护的儿童，有些是从小

被父母遗弃的，也有一些是被社会上

的好心人养育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

送到福利院。被父母遗弃，对儿童的

心理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没人要”

是这些孩子心底最深刻的痛苦。这些

孩子，访问中，往往简单的提到自己

被遗弃的事实，没有给出强烈的感情

色彩的描述。

儿童福利院负责提供经济支持

的儿童，包括一些被社会上的好心人

养育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家庭中渡过

了部分或全部童年时期的孩子。后来

因为入学或其他原因，需要报户口，

才找到福利院。对被遗弃的反映更强

烈。有的孩子用“无止境的自闭与自

卑”这样的词语，描述自己第一次获

知真实身份的感觉。

L（被姥姥事实收养）：从我记

事起，我就与我的姥姥相依为命。在我

心里，她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当姥姥去世时，与姥姥的美

好回忆浮现在我眼前，我想明白了一

点，就算姥姥不在了，我们一起创造的

美好回忆一直在我心里。在我12岁那

年，我知道了我的身世。本该拥有美

好童年的我，心里有了巨大的阴影，

无止境的自闭与自卑，让我变得不爱

说话，更不乐意面对我的小朋友。

某市儿童福利院在了解到儿童经

历的被遗弃的历史之后，采取的措施

非常适当：如果养父母的情况允许，

即允许孩子继续生活在养父母身边，

同时提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只

有养父母的情况实在无法照顾孩子，

才把孩子接到福利院生活。这种安

排，使这些儿童，获得了基本正常的

成长环境。

2. 对儿童的称呼

不是每个儿童都谈到了自己知

道了曾经被父母遗弃后的心情，从少

不更事就进入福利院，对“被遗弃”

这个概念没有比较，也没有像曾经在

家里生活的儿童的反映强烈。但是，

在成长过程中，福利院早期的一些做

法，不经意间对孤儿自我认同的发展

形成了一定的伤害。这包括：在命名

时，给所有的孩子以“党”为姓。实

践中，称呼儿童的绰号，而不是称呼

名字等等。调查发现，到了青春期，

在自我认同形成的时候，对他们来

说，自己的名字是一个自己属于福利

院的标签，往往成为羞愧的来源，是

他们希望避开的一件事情。

标签化的名字。早期，福利院

的孩子都以“党”为姓。姓“党”成

为了福利院儿童的一个标志。当他们

长大成人之后，才了解到这个名字的

含义。因此，和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不

同，他们对自己的名字，也感觉是羞

愧的来源，不予以认同。

根据生理特点称呼儿童。在福利

院成长的孩子，回忆起童年的经历，

说当时的实践，不注意尊重儿童。所

以，对很多孩子，不是称呼名字，而

是直接根据生理特点，称呼外号。这

对有生理缺陷的儿童，是非常羞耻的

一件事情。

另外，和养父母长大的孩子，会

因为姓可能和养父母不同，让别人注

意到他的特殊的孤儿身份。先寄养、

再回来、再寄养的过程对他们的影响

较大。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国家养

护的孤儿在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

都对自己的状态有一个排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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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他们更容易感觉自卑和受到歧

视。有些歧视是社会现实，有些则是

孩子对自己现状排斥的反映。残疾儿

童对自己现状的排斥：在“我是谁”

这个问题上，残疾儿童对自己的生理

缺陷其实非常敏感。儿童对自己被标

签化的现实的不认同，表现在对自己

名字的排斥，对自己现状的排斥，这

成为他们成功获得自我认同的障碍。    

三、我在社会上应该占有什么地

位？

在儿童向成年过渡的过程中，

怎样确定“我在社会上应该占有什么

地位？”这个问题，对自我认同的形

成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歧

视，哪怕是一个眼光，无意识的行为。

都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在访问中，对受到歧视的感觉，是

谈到最多的主题。边缘化和被歧视，

是这些儿童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一个认

识。这对他们成功获得自我认同，是

很大的负面因素。长大成人的孤儿，

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

如一个大龄孤儿在自述中写到：我们

是属于区别于正常人的边缘人一族。

除了单位能给予我们的以外，所有的

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去开拓和积累，

比如：资金、人脉和关系。

有些孤儿因为受到了歧视，做出

了极端的反应，如拒绝上学，不再外

出工作等等。如果福利院的老师没有

对拒绝上学等儿童的极端反应做出适

当的安排，这种反应可能导致儿童失

学，一生发展都受到影响。

边缘化不仅仅来自歧视。有些时

候，在慈善活动中，由于缺少对儿童

的保护性隔离，也成为儿童感觉到被

边缘化的因素。

w：有时候来福利院组织的一些

活动太虚张声势了，太过功利化，来

很多媒体。一过来就拍照，很反感。

不是发自内心的对我们关心。这些活

动在外人面前展示福利院的孩子有多

么凄惨。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惨，物质

生活上现在也还可以了。而外面的人

经常带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我们就很

不舒服，也很不愿意他们过来。

拒绝上学的孩子。有的孩子因为

歧视，做出极端反应，拒绝上学，导

致一生的遗憾。

在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家

人，老师和同学歧视我。就在被老师

和同学看不起的时候，我想过去死，

觉得我活在世上没有意思，尤其是看

到同学有家长接送，关心和关爱，我

就更难受了（摘自孤儿自述）。

这种被边缘化和歧视的感觉，是

孤儿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认知。这种

认知，也影响到孤儿和其他人建立亲

密关系：

u：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会觉

得自卑，怕别人说我的手是残疾，也

怕别人说我是福利院出来的。……有

人说给我介绍个对象，就害怕了，因

为自己是福利院的，手又有残疾，害

怕别人会嫌弃。

外面到福利院来参观的人，不遵

守对孤儿的承诺，也影响到孤儿对社

会的基本信任和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

的认知：

u：外面来人经常是拿相机拍上

半天，我们就反感这个。还有现在的

一些大学生也是，走的时候告诉福利

院的小孩说：“姐姐下次再来看你”。

结果一个“下次”就没影了，孩子们

都受伤了，做不到就别给承诺，孩子

们一天到晚盼着，上次那个姐姐怎么

还不来，但是一直没有下次，把人都

骗的习惯了，孩子们都受伤了。

也有真正关爱孩子的慈善人士。

对于真正对孩子们投入感情的人，孩

子们都会记住。这个经验，在孩子们

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Q：这有一个唱戏的贾奶奶，对

我们特别好，我们现在还每年去她家

聚三次，我们去了之后她就做一桌子

饭，跟我们一块唱唱歌，谈谈心，感

觉挺好的。跟贾奶奶在一块就没有她

在上我们在下的感觉，都是平等的。

小结：各个方面的社会歧视，特

别是学校里的歧视，对孤儿的消极影

响特别巨大。有些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如拒绝继续上学的孩子），使他们

对社会缺少基本的信任。

   

四、我将来准备成为什么人？

向成年过渡的过程，是获得自我

认同，确立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回

答这个问题：“我将来准备成为什么

人”的过程。童年经历的各种社会排

斥，对儿童确立人生的目标，有消极

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

一，对人生目标迷茫，不知道是什么

目标。第二，大多数孤儿的目标，是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迷茫

在福利院早期的发展，缺少对儿

童生活目标的引导。因此，很多儿童

对人生的目标没有很好的思考过。

Q：老师问理想是什么，我当时

就蒙了，根本不知道理想是什么，脑

子里面就没那个概念。

W：喜欢唱歌，想当音乐家。但

是，当老师问我有什么理想，我说：

想当作家，因为不大清楚作家是什么

（以为作家是唱歌的）。老师解释了

之后，才觉得挺尴尬的。

2. 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大多数大龄孤儿在更成熟一些之

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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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生活。一名长大的孤儿这样描

述自己的理想：

30多岁了，面临的是婚姻问题、

知识方面的欠缺。看着那些和我一样

的孩子，也很想和其他人一样有正常

的生活，正常的婚姻以及正常的社会

关系，想要充实自己，与社会不脱

轨，这都是我内心所渴望的。

有少数大龄孤儿，被社会上的家

庭事实收养，在正常的家庭中长大。

因此，有更高的期望，如建立自己的

企业等。

K：我干过好多工作，像电视机

销售、饮料、洗发水销售。想先找个

比较稳定的工作做几年，然后希望能

开一个自己的百货店，赚了钱后把自

己的家庭、生活各方面提高。

小结：对孤儿来说，回归主流社

会，获得正常的生活，是他们的渴望

和期待。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人生目

标定的更高，对自己的期望也更高。

和K比起来，Q在工作多年之后，才

慢慢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按摩店。

五、我怎样成为理想中的人？

孤儿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可以

依赖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

本的匮乏，是社会排斥的另外一个重

要表现。虽然大多数孤儿表达了非常

朴素的理想（获得正常人一样的生

活）。但是，在实践中，孤儿掌握

的、实现这个理想的资源却非常有

限。这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

济资本的短缺。

1. 人力资本问题

孤儿人力资本短缺的问题，表现

在教育水平比较低，很多孩子有程度

不等的残疾，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在

人际交往方面有技能的缺失等等。

2. 残疾，教育水平低

被访问的儿童，有一部分是家庭

自发收养的。后来因为需要上学，办

户口，才和福利院建立了联系。这部

分儿童，一般是轻残的，或者是健康

的。在寄养父母家长大，都是当作亲

生孩子一样抚育。所以，心态比较健

康，教育成就也比较高。和大多数城

市儿童一样，都是受过了高等教育。

有很大一部分福利院长大的孩

子，本人残疾程度比较高，受教育程

度比较低，人力资本很低。达到他们

的最低目标：离开福利院，获得的正

常生活，也非常困难。大一些的儿

童，在求职中遇到了困难，才认识到

教育的重要性：

智力正常的孩子就应该接受正

常教育，这个特别很重要，本人对社

会的认识就会不同，要是自己有真本

事，即使是孤儿又怎样。如果没有教

育，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会拖

累社会。

3. 缺少人际交往的技巧

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因为没有家

庭生活背景，缺少人际交往的技巧。

长大成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缺

憾。Q是一个在福利院长大的孤儿。

她从小到了福利院。她现在有了自己

的孩子，回想自己的经历：

福利院的老师，肯定不会像父母

一样，言行举止都能照顾到。在生活

细节上，比如说一句脏话，父母能够

随时提醒。在福利院，也能提醒，不

可能像在家里一样时刻被提醒。所以

我小时候跟野小子一样，天天打架，

经常被人们说没有家教。

在工作的时候，也觉得和其他沟

通有问题：

我朋友不多，可能因为我从小

比较封闭，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对我

好。别人对我一次不好，就会想：别

人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差劲啊。这种感

觉现在也在影响我的家庭。

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在人际关系

沟通的技巧方面，有一定的欠缺。这

是生活经验和技能的欠缺，会影响他

们的一生。

4. 社会资本问题：社会孤立

由于福利院的特殊性，使得

福利院长大的孩子的社会交往的网

络结构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与主流

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莫瑞

斯（1992）称这种现象为社会分割

（social segregation）或社会网络分

割（segregation of network），威尔森

（1987）称之为社会孤立。值得注意

的是，这种社会分割和孤立现象不仅

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地方社区

层面。福利院的孩子的生活空间和交

往范围都比较小，集中在熟人圈，呈

现区隔化的特征，院内的孩子特别容

易抱团，内部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

也相对较深，交往的方式比较直接，

不仅保持感情的联系,也提供实际的

帮助，呈现内倾性的特征。这样的社

会交往模式从童年上学时就已经形

成，受访者Y告诉我们：“福利院的

孩子们很团结，受欺负了就一起打回

来。”S也对我们说：“平时在学校

里面，福利院的孩子们容易在一块

玩，经常扎堆，一下课就找上了。”

而在成年之后，福利院的孩子也一般

都是自己组织活动，很少参加其他社

会活动。因为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情

归属，使得福利院孩子的交往相对封

闭，而由于缺少稳定工作和经济基础

等原因，也缺少参与其他社会交往活

动的途径和机会。

相对孤立的社会网络，使福利院

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获得外界帮

助的机会减少，在社会阶梯中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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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减少。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社

会网络更大一些。K是被养父母抚养

长大的孤儿，他在找工作中，更积极

一些。

5. 面对高风险的劳动力市场

福利院内大部分成年孤儿都没

有稳定的工作，福利院2011年开始就

报给市政府28个孩子，想解决就业问

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因为没有相关

国家政策的支持。调查中了解到，仅

有一人从部队上转业，幸运的进了民

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其他人都是自

己进入劳动力市场，跟其他求职者一

样接受市场的筛选和风险，得不到政

策的支持和保障。由于孤儿的标签、

缺少社会资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

的劣势，往往受到就业歧视和劳动力

市场排斥，大龄孤儿很难找到合意的

工作。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

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福利院孤

儿外出寻找工作，经常被欺骗，自己

缺乏维权意识，也没有可依赖的社会

资源和维权途径寻求帮助，往往对这

种欺骗无能为力。例如在访谈中，内

向的W就提到自己的经历：“曾经找

过几个工作，都是干一段时间，就不

让干了。”W不太善于沟通，说话比

较慢，口齿有些不太清楚，旁边的访

谈者说他出去工作几回了，每次都干

不长，被骗了好几回了，就是看他老

实。其他参加座谈的访谈者除了两位

视障人士从事盲人按摩以外，其他人

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大多都是在福利

院做临时工，吃住在福利院，拿一点

工资，可以说他们一旦离开福利院，

由于缺乏一技之长和稳定的工作，是

很难活下去的。因此他们并没有脱离

福利院，真正走向社会。

6. 经济资本的问题

今日的中国社会，儿童长大成

人之后，在刚刚开始独立生活时，父

母一般会给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在

农村，这主要是给盖上住房，取个媳

妇，这是一个传统。在城市里，虽然

不这么明显。但是，男孩的家长给提

供新婚的孩子提供购买住房的首付资

金，和一定的经济支持作为安家之

用，也是比较普遍的实践。孤儿的情

况则不同，他们脱离福利院独立生

活，没有任何资本支持，因此，刚刚

开始独立生活非常困难。

小结：儿童的人力资本，经济资

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是他们实现自

己生活目标的重要障碍。这种障碍的

存在，也对他们自我认同的形成产生

负面的影响。

六、建立自我认同的成功个案

以上分析了社会排斥对孤儿成功

获得自我认同的负面因素。在各个方

面存在社会包容的因素，则对孤儿成

功获得自我认同，有积极的影响。在

福利院养护的儿童中，我们发现了几

个比较成功的个案。因为一些机遇，

这些儿童进入了对他们非常包容的环

境中（如特殊教育学校和事实收养家

庭）。在这种包容性的环境中，孤儿

通过工作和学习，对自己重新建立了

信任，完成了自我认同的过程。虽然

这个过程比Erikson讨论过的年龄要向

后推迟很多年。但是，获得了自我认

同的儿童和年轻人，更自信和感觉幸

福，也更容易获得独立的、正常的生

活。

七、讨论

大龄孤儿向成年过渡，可能遇到

的认同危机比其他儿童群体更严重。

由于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他们在自

我认同的各个方面，都可能遇到挑

战。

首先，在确认自己的身份时，

这些儿童对幼年被父母遗弃的事实，

很容易产生悲观和自卑的心理。在称

呼方面，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

得标签化的名字，有从小就不被尊重

的体验（只被叫绰号，而不是被叫名

字），对儿童在对“我是谁”这个方

面形成自我认同，非常容易产生混

乱，难以获得自我认同。

其次，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在

社会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时，这些孩

子的主要体验是福利院内的支持（院

长和老师，同伴群体），福利院之外

的社会歧视和被欺骗。这是社会排斥

对自我认同的第二个方面的重大的打

击。有些孩子选择了消极的应对：不

再上学，放弃外面的工作，退回福利

院，如果不能应对这个方面的挑战，

这些孩子可能永远不能走出福利院

（他们事实上的家）。在调查中，我们

发现了积极的影响（如贾奶奶以平等

的态度对待所有的孤儿）。但是，负

面影响更大。百分之八十的访问福利

院的成年人，都没有履行自己对孤儿

的承诺（下次再来看你们），使这些

儿童感觉到社会上好像充满了欺骗。

对第三个问题：我将来准备成

为什么人，多数孤儿表达了“希望获

得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样的愿望。

这样朴素的愿望，反映了这个边缘化

群体的心声。有少数儿童，表达了更

强烈的个性化的愿望。如进入民政部

门，成功的经营自己的企业，成为歌

手或幼儿教师等等。但是，这些儿童

可能缺少实现自己人生目标必要的资

本。这需要把对他们的支持纳入社会

政策的视野，对他们提供支持。

感谢儿童乐益会对这项研究的支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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