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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zhou 2012 survey data suggests that the index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neighbor 

attachment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s low.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ighly approve Fuzhou. That 

is because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wish to be social integrated in the city， but despite 

of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heir relatively poor human capitals and social capitals make them 

can not find the proper ways. Taking the Home of Fuzhou Workers for ex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NGO in promo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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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与居留意愿都较低，这不利于

他们的社会融合。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对福州的认可度却极高。两者反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在

于，他们实际上有融入所在城市的愿望，但囿于自身素质及社会资本而无法快速找到合适的

途径。本文以福州工友之家为例，通过考察非政府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

用，寻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路径，促进学界对其社会融合问题化解路径的多维探

索。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非政府组织 

 

1 引言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居住环境，也改变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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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城市治理方式（Friedmann，2005； Logan，2008）。快速城市发展带来了外来人口及

其聚居地的增加(Fan，2008； Zhu and Chen， 2010)，因住房不同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Li and 

Wu，2008)，以及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隔离(Wu，2004)。为了解决人口流动性增加和城市

空间管制难的问题，国家开始大力推进“社区建设”以加强基层服务和社会管理(Xu and Chow，

2006)。近来的政策意识到了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并试图“城

市化”外来人口，使他们与本地居民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 

本文以福州工友之家为例，通过考察非政府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寻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路径，促进学界对其社会融合问题化解路径的多维探索。 

 

2 文献综述 

 

社会融合意味着积极促进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ESFP，

2007)。它既强调适应的过程，更重视边缘群体在调适过程与控制体系中融入主流社会的结

果。 

社会融合理论源自西方国家。在众多流派中，“同化论”、“多元论”、“区隔融合论”影

响较大，西方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移民在西方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

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虽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国外存在差异，但农民工与国际移民在流入地

都属于弱势群体，在社会融合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情况

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研究

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的环境。帕克将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

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

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Park，1928）。融合过程包含经济竞争、政治

冲突、社会调节、文化融合四个层次（Park and Burges，1921）。多元论则强调，当移入地文

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

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 et al.，

1980)。区隔融合理论是对同化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它认为，移民的人文资本(比如，教育、

技能、文化)及流入地对其最初的对待方式与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流入地公共政策和社

会成员表现出来的敌意、漠不关心或诚心接纳对融合的过程及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Portes，1995；Portes and Zhou，199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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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在指代上略有不同，出现了“城市融入”（马

广海，2001）、“城市适应”（朱力，2002）、“市民化”（王桂新，2008）、“社会融入”（杨菊

华，2010；朱宇，2011）等内涵交叉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目前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四种视角： 一是基于现代性的视角，注意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农村向城市、

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的研究（蔡禾，2009）； 一种是基于社会化的视角，主要关注农民

工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并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一种再社会化的过程（田凯，

1995，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10）； 三是从社会排斥与互动的视角，认为农民

工融入障碍在于城市的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社会互动而产生的社会隔离

（潘泽泉，2004）； 四是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农民工城市

融入的重要意义或影响（刘传江、周玲，2004；李树茁等，2008）。 

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融合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多维度的。但在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评价

维度上，有众多不同的观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1）李树茁等人从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

两个维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融合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行为上的融入，二是情感上认同城市

（李树茁，2008）。（2）王桂新和罗恩立从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社会关系

融合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上海外来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融合度不高的结论

(王桂新、罗恩立，2007)。（3）张文宏、雷开春等从经济整合、行为适用、文化接纳与身份

认同四个维度提出的指标体系，而杨菊华则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

应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流动者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始于经济整合，经过文

化接纳、行为适应、最后达到身份认同的境界。（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10）。

（4）任远（2006）从外来人口的居留模式来分析社会融合的水平，展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的过程性。当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就更深入地卷入城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网络，

从而得以机会更深地融入进来。 

已有研究多注重于对社会结构或制度要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但事实上，即使是

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城市

与农村之间长久形成的文化心理隔阂与差别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文献梳理中发现，如何具体

推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路径和方式的研究极为鲜见。 

 

3 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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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抽样方法 

为深度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现状，我们在 2012 年进行了调查。2012 年，福州

市人口总数约为 711 万人。福州市共辖五区八县，本次调查范围仅限于市区。 

调查主要采用 PPS 抽样和等距抽样方法。首先，从福州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得到外来人

口集中的 16 个街道，用 PPS 抽样方法从中抽取 15 个社区，从福州市另外 30 个街道中抽取

出 15 个普通社区。在社区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样方法是随机抽出主路和小路后按地

址等距抽样。这种按地址抽样的方式力图涵盖无城市户口的进城农民。调查共发放了 1500

份问卷，收回问卷 1227 份，有效问卷为 985 份，问卷有效率为 80.3%。 

问卷中设计了有关邻里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从是否经常串门到是否一起娱乐和吃饭。从

中我们可以设计社区感指数 SCI（sense of community index）。我们采用了标准 SCI 用的四个

要素——成员资格、影响力、会面需求和共有情感连接。但因为 SCI 的问题并不完全适合于

中国，因此，本次调查有问题为直接问户主对现居住地是否有归属感，题目为“我感觉自己

属于这个地方”， 另有三个问题有关调查对象及其家庭是否参与社区社会活动、是否愿意长

期在此地居住，以及是否喜欢福州。选项按李克特 5 级量表分为“绝对同意”、“比较同意”、

“一般”、“比较不同意”和“绝对不同意”。 将这四个问题作为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居

留意愿以及城市认可度的标准。 

 

3.2 样本情况 

在福州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调查之中，共收回有效问卷 985 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为

339 人次，占总比的 34.4%，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福州市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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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占样本比重 指标 占样本比重 

文化程度  年龄  

文盲半文盲 2.9 15-24 27.7 

小学 13.0 25-34 33.0 

初中 44.2 35-44 21.2 

高中 20.4 45-54 14.5 

中专 8.6 ≥55 岁 3.5 

大专 7.7   

大学本科 2.9 性别  

研究生以上 .3 男 83.3 

婚姻状况  女 16.7 

已婚 58.7   

未婚 41.3   

 

从职业上看，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业、商业人群占比最大，为 166 人次，占有效百分

比的 60.8%；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17.9%）。从行业看，从事商业（零售贸易）、物资供销

业的占大多数，为 115 人次，占有效百分比的 43.7%；其次为社会服务业，为 47 人次，占

总比的 17.9%，第三为建筑业，34 人次，占比 12.9%。可见，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集中于服

务业和商业。 

 

4 福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情况 

 

4.1 制度性障碍减少并不自然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 

学界普遍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已十分陌生，他们的就

业经历和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市民身份有着更强烈

的向往，他们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也使其有着较强的融入城市的能力，因而在城市

的定居意愿也明显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王春光，2010；刘传江，2010；郭建玉，2011]。一

些研究甚至认为，第一代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间存在前者以农村为归宿，后者以城市为

目标的截然分野[陈如，2009]，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城里”[陆学艺，2010]。

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以及由户

籍带来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各方面的缺失，随着这些制度障碍逐渐移除，

会使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长期居留[王春光，2010；刘传江，2010；郭建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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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步伐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城镇的定

居，是解决其在流动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根本措施。但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主要由户籍制

度导致的各种制度性障碍的的移除并未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 

以福州为例，在户口方面，福州一套商品房可以享受一次外地户口购房落户，按人均 25

平方米迁入直系亲属。在养老保险方面，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异地转移接续。子女教育方面，

2011 年，福建省允许省内户籍的考试可以在学籍地和户籍地中任选一地参加高考。从 2014

年起，凡在福建高中有 3 年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

允许参加本科、专科层次录取，并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福建成为全国率先实现

“异地高考”的省份之一。作为配套政策，目前，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泉州、厦门、福

州的一般高中学校已全部对随迁子女开放，泉州所有一级达标校、厦门和福州部分一级达标

校也已对随迁子女开放。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福州的外来务工人员可望在 2013 年内申请公

租房。可见，福州的户籍政策相对北上广来说是比较宽松的，但我们却发现，新生代农民工

的居留意愿并不强，这更多地是由非制度性的因素而导致的。 

 

4.2 居留意愿低但城市认可度高 

这部分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做出初步交叉分析。表 1 记录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

社区参与、居留意愿与城市认可度，以作为其真实居留意愿的反映。 

如表 2 所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居留意愿都较低。基本没有归属

感的占 51.6%，明确自己属于这个地方的只有 21.8%。78.3%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从未参

加过社区公共活动，参加过社区活动的仅占 7.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区活动参与

程度极低。经过访谈了解到，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城中村主要是私人出租屋，

因此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较少；其次，社区活动很少针对农民工的需求，农民工对其认可度较

低，觉得没什么意思；三是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信息交流不畅，很多农民工并不了解正在开展

哪些社区活动；四是工作时间较长，缺少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这些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

社区、融入城市的阻碍。 

从居留意愿来看，并不像有些研究所言，有着“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强烈留城意愿[许

传新，2006]。希望长期居留（15 年以上）的比例只有 19.9%，短期居留比例则很高，3 年以

下为 41.6%，表示只准备呆 1 年的为 24.8%。 

 

表 2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居留意愿及城市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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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属于这个地方 参与社区公共活动 愿意在此长住 喜欢福州 

绝对不同意 10.1 26.8 10.4 1.2 

比较不同意 41.5 51.5 32.1 4.5 

一般 26.6 14.2 28.3 43.4 

比较同意 19.4 5.7 22.6 43.4 

绝对同意 2.4 1.8 6.6 7.5 

 

 

表 3 计划在福州居留时间 

打算在福州呆几年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效 

1年以下（含1

年） 

    81    23.9    24.8    24.8 

1至3年（含3年）     110    32.4    33.6    58.4 

4年至15年     71    20.9    21.7    80.1 

15年以上 65    19.2    19.9    100.0 

合计     327    96.5    100.0  

缺

失 

系统 12    3.5 
  

合计     339    100.0   

 

与前面三个指标偏低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对福州的认可度很高，选择非常喜欢和比较喜

欢的共计 50.9%，选择一般的占 43.4%，两者共计 94.3%。既然如此喜欢福州，却不打算长

久居住，原因何在？经过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毕业及初

中以下的近 60.1%。他们喜欢福州，有融入城市的需求，但较低的文化水平和城市生活经验

的缺乏使他们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融合进当地社会。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流入地社会不

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也不仅限于有形或无形的户籍墙，

还要克服其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足等方面的困难（杨菊华，2010）。仅靠其自身力量，

就算是废除了户籍制度，多数人的融合过程也将会漫长而艰辛，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有更多和

城市居民交往的机会，需要更多有关城市生活的经验和信息交流，需要以较少的成本来提升

自己的人力资本，这些帮助恰恰是 NGO 可以做到的。 

 

5 金山工业区及福州工友之家简介 

 

福州工友之家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与福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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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公益共同发起的公益性社区教育服务机构，以外来工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从平民中来，

到平民中去，为平民服务”为口号，以“推动社区教育发展，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为使命，

以“使无力者有力，使有力者有爱”为宗旨，开展面向城市打工者的平民教育活动，致力于

推动城市劳动群体聚集地社区学习平台的建设，从而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交流沟通。 

福州工友之家位于福州市金山工业区。福建于2004年1月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后开始重点建设金山工业区，希望金山以工业开发为突破口，带动新区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通过招商项目落地，集聚人气，带动生活区配套建设。使工业集中区、生活区、

大学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实现新区的整体开发，推动经济总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已经

开发土地 8500 亩，共建专用和标准厂房 712 幢 365 万平方米。以科技和环保定位的企业 511

家入驻金山，总投资超过 100 亿元。金山工业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集中园区，而是集生

活、生产、娱乐合为一体的园区。园区中除了工厂之外，还有工厂的生活配套房和洪塘村等

4 个城中村。工业区配套房、城中村与中高档小区毗邻，工业区内既有传统制造业工厂，也

有创意园区，万达广场近在咫尺。因此，工业区的居住方式呈混居情况。这种格局为新生代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目前，福州工友之家针对工友开展的项目主要包括： 

工人图书馆：免费借阅图书，开展读书会、电影赏析、人文讲座等； 

社区文娱活动：开展各类文艺、体育活动，排演戏剧、组织合唱团、舞蹈队，举办社区

文艺晚会、卡拉 OK 大赛、相亲会等，提供互动交流平台，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人文技能课程：夯实外来工基础文化技能，提升就业能力、人文素养和公民意识；目前

已开设的课程有英语基础班、电脑基础班、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普通话培训班、电影赏析课

程。 

流动儿童项目：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每天放学后的课外辅导，还有一部分是周末兴趣

班与户外活动。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重视孩子的学习，这个项目可以减轻没有时间、精力或者

能力教小朋友的家长的压力。 

志愿者培训：培训有志于参与公益服务的志愿者更加专业的服务社会，传播志愿精神，

倡导人人可为的公益理念。 

日常活动：图书借阅、绿色网络教室、电影放映、周末课堂、乒乓球、各类棋类及阶段

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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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友之家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从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工友之家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方面有以下促进作用： 

 

6.1 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交流 

金山工业区的工人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大多数工厂基本工作天数为 6 天，少部分是大小

周制，月休 4-8 天。一线工人的基本工作时间为：早 7 点 30 分至 12 点，13 点至 17 点，18

点至 21 点；或早 7 点 30 分至 12 点，13 点至 19 点。此外，以计件工资结算的企业没有加

班工资与基础工资，有时为赶货，会直接加班加点至凌晨四五点。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

常常晚上 9 点以后才下班回家。 

由于工余时间少、经济压力大，很少有人会经常去市中心商业区休闲娱乐，绝大多数农

民工长期处于工厂、食堂/小饭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状态。由于工业区内缺少合适的

公共休闲空间，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社会交往圈子限于自己的同质群体以及同质群体内

的社会关系，其中接触最密切的是舍友和同乡。因此，即使工作于同一工厂，或者居住于同

一社区，但工友之间并不经常相互来往与交流。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社区活动这一维

度上，居住在城中村以及工人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差异，普遍很少参加社区的公共活

动。在“我和家人参与本社区的公共活动”一题中，租住于城中村的工人选择“绝对不同意”

和“比较不同意”的比例共计 75.5%，租住在工人集体宿舍的为 75.0%。 

对于刚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发觉过往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等大多消失，

新的网络尚未建立，且语言、生活习惯等与流入地的主流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出现边缘化现

象，产生无所归依的心理(Park，1928)，工友之家大大增加了农民工之间互相交往的机会和

空间。看电影、K 歌、各种课程及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不但使农民工摆脱下班之后单调重

复的生活节奏，也让其能够交往到在福州的其他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同为打工者，但这种交

往已经超越了以老乡亲戚为主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在活动中分享城市生活的感受，相

互支持与合作，去除在城市社会的无力感、无助感和疏离感，增强自我认同，形成非正式团

体，在其中寻得支持与帮助，从而共同面对来自城市的歧视与偏见，并以个人能力与需求为

基础，获得成长与发展，提升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信心。 

 

6.2 有助于构建异质型社会资本 

“弱关系”带来的异质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获取多元化信息和取得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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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嵌入在异质资源中的社会资本的网络位差越大，就越有可能克服资源的同质性、重复

性（边燕杰，2000）。从获得工作的主要途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自谋职业的占 75.4%，

高于外来人口的平均比例 66.1%，大大高于亲友、同乡介绍（13.6%），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

靠亲友老乡介绍工作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能够较自如地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得合适的工

作，从而在城市立足。但在到福州后，接受过在福州的亲友或同乡的帮助的却高达 69.7%。

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对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性仍然很高。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

活场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边界

（李培林，1996）。这样的初级社会关系网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工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

却难以靠它获取城市资源（曹子玮，2003）。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

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也就是与城市社会结成网络，来获得新的信息、

机会和资源，以及必要的社会支持。 

工友之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与异质性人群交往的机会。这里的义工不仅有来自周边

各大学各专业的学生，还有附近小区的居民及在创意园区和万达上班的白领们。流动人口适

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过程（田凯，1995）。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

工友之家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承担起了这种功能，弥补了他们单纯依赖初级社会关系的资源不

足和依赖政府、社区资源效率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有效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

因此，应在城市制定鼓励政策，开展多种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

之间的多元化交流，增加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

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王桂新，2010）。 

 

6.3 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 

有研究认为，即使有很强的居留意愿，但现行的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低收入社区建

立起社会资本与邻里联系（Wu， 2012）。本次调查数据却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户口

对融入所在城市有重要作用。在问到“你认为要融入福州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时，新生

代农民工中选择户口的仅占 1.9%，有 41.5%的人认为有稳定的工作是首要条件，有 24.5%的

认为自己有能力赚钱最重要，有 12.6%选择买房。有稳定工作和有能力赚钱意味着有条件进

行经济融合，这就必须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但由于有 60.2%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初中及初中

以下学历，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成为首要的需求。 

表 4 希望工友之家能提供哪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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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提供的服务 
技能培训 

文化基础 

知识 

法律 

咨询及培训 交友活动 

社区公益 

活动 总计 

计数    75    53    67 63 61 319 

%   23.5% 16.6% 21.0% 19.7% 19.1% 100% 

 

“建构型社会适应模式”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理想模式，这种适应包括经济适应、

社会适应、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朱力，2010）。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不应局限于

职业技能培训，还要包括对城市制度、规则和理念的学习，通过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学会

适应城市的制度和规则，了解并具备城市生存和生活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和修养。由于新生

代农民工的经济和时间原因，设在工业区内的工友之家成为最方便最合适的学习场所。 

 

6.4 消除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感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但又苦于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来辅导孩子的学

习。由于工厂下班要晚于学校放学，因此流动儿童下午放学到家长下班这一段时间会成为一

个监管盲点。许多孩子在放学后要么选择在街上闲逛，要么选择去网吧上网，直到家长下班。

针对这种情况，工友之家免费对流动儿童进行学业辅导。学生下课后可以到工友之家做作业，

遇到不懂的问题可请教工作人员或义工。针对农民工子女学习基础差、底子薄的特点，还进

行语文、英语、数学等基础课的辅导，提高他们文化素质。工友之家联结起了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推进了流动儿童与城市居民及本地儿童的交流。 

 

7 结论 

 

本次调查发现，即使排除了制度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不像一些研究所认

为的那么强烈，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倾向于继续流动或向流出地（包括流出地的中小城

镇）回流。其中选择回老家的占 54.3%，不确定的占 25.6%。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

因为他们不喜欢福州，而主要是因为对城市生活规则、融入城市途径的不了解，这是影响其

社会融合的重要的非制度性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有社会融合的需求，政府有诚意消除制度性

障碍，但二者之间仍然需要一个资源平台和公共空间来联结。 

工友之家不仅在于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可以获取文化知识、进行娱乐休闲的地理

空间，同时它还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社会交往，再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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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共同的空间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志愿者、与工作人员之间、本地居民之

间都可以进行自由交流。这些交流与沟通，增加了彼此的相互了解与平等，并将在长期交往

过程中构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达到社会融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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