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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斜杠青年”群体不断扩大，这背后体现着个体发展的一种基

本动力机制，即在与社会不断融入过程中感受消解，同时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反思。研究以自反性理

论为基础，通过描绘现代性视域下斜杠青年的无力、破碎和异化，阐释“斜杠青年”如何通过自反

性机制在无力中释放潜力，在破碎的职业身份中统一内在指向，以及在异化中寻求真实表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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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反性视域下的“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的概念源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玛希 • 埃尔博尔（Marci Alboher），她认为这是一个跳

脱传统单一职业，倡导多重职业、多元化体验的新生代群体。在现代性视域下，“斜杠青年”群体的出现

是现代社会与青年群体特征有机融合的结果。现代社会孕育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寻求多元化的职业形

式不仅成为青年应对风险社会的职业生存方式，还能够满足青年个体自我发展的需求。社会学领域中自

反性的理论视角可以为理解斜杠青年形成及发展的底层逻辑打开一扇门，它是斜杠青年面对现代社会的

冲突和消解而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此过程中，青年需要承担不确定就业环境的风险、固化雇佣

关系的冲突和自我价值的消解等困境。部分青年在与社会互动及自我对抗和消解中反思，通过释放潜力，

拓展多重职业身份，获取真实的价值，从而化解冲突性和消解性，再次以较为平衡的状态嵌入社会，这

个过程可以理解为斜杠青年的自反性过程。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笔者以斜杠青年的身份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济南、成都、

石家庄、保定等城市进行田野调查，接触到艺术、健身、餐饮、教育等不同领域的斜杠青年共计 86 人，

笔者收集的资料包括观察对象的日常口述、个人日志、朋友圈等。笔者的斜杠工作是健身行业，通过工

作进行参与式观察，收集观察对象的工作点滴，且日常通过社交平台与他们保持线上互动和线下的交流，

并将观察和体验记录下来，形成田野日记。此外，还对 30 人追加了半结构式访谈（女性 18 人，男性 12



2020 年第 5 期　总第 368 期

　　　　　   · 102�· 　　　　　   · 103�· 　 　　　　  

人）。访谈数据经专门机构转译为文字，并由笔者进行相应的编码与分析，从中整理出相关主题和核心数

据。调查发现，与一般职场青年相比，斜杠青年呈现出三方面突出的特点 ：首先，斜杠青年对于现代社

会和职场环境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较为敏感，能够在观察体验中反思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和可以转化的机遇 ；

其次，他们能够结合自身的潜力和职业特性，整合已有的能力和资源，试图改变工业时代“一个萝卜一

个坑”的单一工作模式，以水平拓展（职业关联）或者垂直深入（职业无关）的方式开辟新的职业领域 ；

再次，斜杠青年将工作视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渠道，因而他们对于斜杠工作的期待与追求，不仅满足

于拥有多份收入，还会在工作中融入自我认同和真实的价值表达。那么，面对风险社会和不确定的职场

环境，斜杠青年被消解的感受是什么以及如何在反思中对抗消解？他们在多重职业身份下如何反思能力，

寻找内在的认同？如何反思和平衡不同职业身份所带来的异化和真实的体验？

二、现代社会的自反性与斜杠青年的自反性

（一）现代社会的自反性

自反性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一种是指贝克所关注的自我对抗和消解，另一种是吉登斯和拉什倡导的

个人理性的“反思性”。 [1] 吉登斯、拉什和贝克关于个人自反性机制产生的背景观点基本一致，即自反性

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结果，个人的自反性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的缩影。工业化的深入、技术的变革引

发了现代性的激进化，时空分离和脱域使个人从中介组织中抽离出来趋于个体化  [2]，从而变得脆弱、渺小，

他们亟待以全新的方式再次嵌入新的社会。然而三位学者和而不同之处在于，贝克强调了个体化过程中

的自我对抗与消解，而吉登斯和拉什则认为，个体在消解中伴随着反思和改变自我，可以再次嵌入现代

社会实现自我认同。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正经历一些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事物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指涉到个体层面则表现为自我对抗和冲突。伴随工业社会的深度发展，这种超越了常规

安全理解范围的风险使集体资源和个体意义枯竭，从而导致自我消解。 [3] 吉登斯和拉什的自反性概念主

要聚焦个体内在指涉层面，即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反思。吉登斯认为，人类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惯常地保

持着联系，在此过程中，个人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自我监测完成个体的自反性，同时个体的反思与自我

认同相互关联，他们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自我询问、自我反思，渐渐习惯于提出“我该如何改变自己”，

并获得与社会的再次融入。拉什的自反性更具有美学的维度，相比贝克和吉登斯自反性之“社会结构”说，

他注重自反性文化维度的阐释，将焦点放在社会制度之外的社会生活和普通大众，从个人的语义世界中

阐释自反性关系。

自反性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它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进程。现代

社会的不确定性充满了风险，个人在面临冲突和对抗的同时也在禁锢的组织中逐渐被释放出来，获取更

多的权利。个体的自反性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深度发展、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自我对抗、自我

消解、自我监测、自我反思，使个体具有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全新的形式再次嵌入社会，达到自我叙事

和自我认同的统一。自反性恰恰背离了个体主观和客观对立的知识，暗含一种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这个

社会世界是我们从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出发，从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特性出发，从我们的预先判断出

发来进行反思的世界。

（二）斜杠青年的自反性

“斜杠青年”从外在形态来看是具有多重职业身份、多份收入的青年群体 ；从内在指向来看是对于风

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应急机制反应及包涵全新职业观的新生代群体。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是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现代化潮流的产物 [4]，斜杠青年代表全新的职业形态，多元化的人生体验 [5]。工业社会

专业化标准化运作下的物质资料已不仅是青年职业追求的唯一动力，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带来了脱离标

准化的功能主义和对科学与经济增长的热情，赋予青年不同的审美和体验。 [6] 当代年轻人不满足被“稳定”

束缚，他们感受到不确定性赋予个体从固定组织中抽离的能力，一部分思想开放、掌握多元技能、具有

较强的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的青年开始释放个人潜力，挖掘核心能力拓展本职工作以外的领域。因而，

他们不再满足于朝九晚五的固定单一的工作方式和职业形态，基于兴趣爱好或技能，尝试从事其他领域

工作，拓展第二职业，赚取更多利润，抑或完全“个体化”，开启自由职业生涯，运营以“我”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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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资源，衍生不同的工作领域。多重职业身份之下暗藏的是具有跨界整合能力、快速学习能力与较强

的适应能力的多向分化潜能者。 [5]

马奇（Marci）认为，斜杠青年普遍具有一个固定的主职， [7] 之所以对主职和副职进行划分，是因为斜

杠青年对于两者的态度有所不同，且对于研究斜杠青年自反性的内在动机是一个重要的维度。马奇认为，

斜杠青年将主职视为“上班”而不是“工作”，是“惯例”而不是“个性”，他们从事主职主要限于客观

条件和社会压力，对主职的情感粘性较低，而对斜杠工作，这些青年愿意主动地、有激情地付出时间和

精力。斜杠工作是自发的而非被迫的，在审视和反思工作环境和个人能力的基础之上，基于天赋、兴趣

或技能分化出来的，当然，这不能代表所有斜杠青年的情况，但是可以借此区分斜杠工作和兼职工作的

差异，不同于迫于经济压力从事多份职业的青年群体， [8] 自反性机制下的斜杠青年是主观能动性推动下以

个人价值为导向的新型职业群体。

从自反性的概念框架理解斜杠青年，他们在多元职业身份下隐藏的是拒斥所有的“假定”， [9] 在对抗

和消解中自我审视、不断反思，尝试挣脱固定、单一职业的禁锢的新型职业群体。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

和不确定性，对于斜杠青年来说，工作不仅是为了“生存”，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就业的不确

定和结构性失业往往使他们需要遵守既定规则，而个体化进程中个体性的实现需求又撕扯着他们不甘于

规则，或是沦为规则下的“工作奴”，在逐渐加深的自我对抗和自我消解进程中，他们开始监测工作环境，

反思职业状态，通过挖掘自我潜力，为爱好、技能赋能，拓展主职以外的工作领域，甚至有些人完全脱

离传统工作框架和模式，展开以“我”为核心的个体化的自由职业生涯，这就是斜杠青年的自反性。因而，

自反性机制下的斜杠青年是被现代社会激发的多向潜能的分化者，他们不拘泥外在职业形式和分类，而

是根据不确定性、变动的社会环境和职业发展不断反思，通过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对现有规则和资源重

新改组和利用，重新嵌入社会，获得新的平衡，这是一种自我能动性的生产、上演和聚拢生活经历的过程。

三、在消解中反思的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的自反性是在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现代性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他们感知到外在的社会环

境及职业环境的风险与机遇，结合职业经历、自身潜力、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内在的认同和价值表达，反

思消解、反思能力、反思体验，通过释放个人自主性和潜力，找寻统一的内在认同，将真实价值融入到

斜杠工作中，而消解框架，再次嵌入社会。

（一）反思消解 ：无力与释放

斜杠青年的无力感主要来自不确定的风险社会及主职的限制，他们在感知被无力感消解之后，拒斥

权威和确定，反思现有职业状态的突破点，释放主动性和个人潜力，保留对爱好和特长专业化的学习空间，

为拓展职业领域，以多重职业身份再次嵌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得个体逐渐独立于固定结构，因此风险和限制越来越多转嫁到个人身上。

青年在“个体化”进程中会产生“无力感”，表现为一种被外部的侵蚀力所支配的吞噬过程，这将不断消

解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控制力。无力感主要来自职业选择、职业局限以及职业环境。具体来说，很多年

轻人由于专业所致进入了某个行业，但在工作中发现力不从心，经常表现为过度的自我消耗而失去对工

作的自主控制能力 ；而工作模式的固化、组织内部的限制与他们较强的个人自主性相冲突，这部分人在

工作中难以控制和超越工作中的既定规则。受访者 A（咨询 / 健身教练）工作 5 年且获得了行业最高级别

的资格认证，但是碍于“论资排辈”的晋升空间，她时常有无法被认可的无力感 ；有些创意行业由于更

新迭代的速度对于任职者常常有较高的要求，当个人发展与其发展速度不匹配时，个人会感到无力。受

访者 B（平面设计师 / 花艺师）和受访者 C（建筑师 / 动画师）从事艺术创意行业，他们深感这个行业对

于新鲜的追求，而个人选择和个人能力在市场环境下也十分渺小。此外，还有部分自由职业青年由于完

全离开固定工作，这也就意味着被完全释放到全球性风险社会的骚动中，工作中的冲突、风险和矛盾等

原本可以在固定工作组织中得到解决的却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自身，因而他们的无力感常常来自一个人

独自承担工作中所有的压力和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

主职的不可控性和职业环境中不确定的焦虑让青年感受到被吞噬的无力，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要求更

多自主性的青年开始反思。持续跟踪和调查发现，这群人之所以可以开启斜杠人生，是因为他们在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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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余仍为自己保留发展爱好和技能的学习空间，释放能力。不同于消费爱好和蜻蜓点水的了解，他们致

力于用更专业的知识武装潜力，发展为严肃爱好和深度技能。受访者 A（咨询 / 健身教练）工作之余是一

名健身房的团操教练，斜杠工作源于她读书期间的兴趣。他在读书期间作为学员不断跟课，钻研，从学

习者慢慢成长为教练助理 ；工作之余通过参加专业培训，获得资格认证，正式开启健身教练的斜杠职业。

无力感是现代性社会个体化进程无法逃避的心理现象，与个体所持有的目标、规划和愿望相互关联，

也和现象性世界的构成相关联。贝克认为，个体抽离的无力感和再次嵌入的重生是伴随着自反性进行的。

现代社会下的集体和组织的意义正在枯竭、解体、失去魅力，这些既定的框架和规则无法过多地界定个

人的意义，个人逐步从组织模式中抽离出来实现“个体化”。 [10] 而个体化进程中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会消解个体，从而产生面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无法掌控的无力感，只有通过能动、反思的自我生产、上

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再嵌入过程，才能够获得重生。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固定的框架让青年感

到焦虑，而“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抑或是“大锅饭”式的工作模式于青年的个人发展来说吸引力下降，

部分青年在固有组织和个性发展的对抗和消解中感到无力，在缺乏终极确定的环境中，自反性过程要求

他们在全情投入和不确定之间把握一个方向。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自己的命运，开始反思固有职业对自身消解的层面，以及某种知识的积累和自信的文化，跳脱出小圈子

的“本地知识”，寻找可以专业化某种爱好和技能的路径逐渐拓展形成斜杠工作。在此过程中，以专业知

识为表征的抽象体系成为发展斜杠工作的客观条件，技术渗透下的时空分离促使遥远的知识和技能逐渐

变得熟悉，垄断知识被过滤，青年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和获取变得透明便捷，众多“外行人”也能够掌

握专业知识，于是个人可以参与到专业知识的选择和获取的过程中，新的技能不断被创造。斜杠青年将

释放的潜力和可能发展的技能置于专业知识体系的学习和产出中，释放了显性职业能力之外的隐性潜力，

获取了将工作惯例和对某种特定的喜好相互结合的方式，从而向新的活动场所和新的身份空间迁徙。  [11]

（二）反思能力 ：破碎与统一

自反性的现代社会既是破碎的也是统一的。就个体而言，破碎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互动场景要求个

体有与之相适应的行为 ；统一是指个人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广泛的变迁时重构自我身份认

同叙事。 [12] 斜杠青年的破碎和统一的协同发展是在自反性机制下完成的。他们在不同工作场景下使用不

同的工作身份，从外在身份形态来看，呈现破碎的状态，然而从内在指向来看，他们具有统一的自我认

同的内在指向。

斜杠青年拓展斜杆工作主要分为水平拓展和垂直深入 [9]。前者是在水平方向上探索宽度，重新整合个

人资源和能力，开拓与现有职业相关联的领域 ；后者是专业化已有的兴趣或技能以达到行业的入行标准，

开拓与现有职业不同的领域。大部分斜杠青年都会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下自由切换状态和角色。受访者 D
（职员 / 教育培训）利用核心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水平拓展斜杠工作，呈现出“破碎”的多重工作身份。

“我通常根据场合对外介绍自己的职业。如果去教育部门，我会以我第一职业身份介绍自己，如果是学校，

我会以培训负责人的身份介绍自己，如果是第三方，我会依据情况来看。”

未知的世界犹如外来闯入者一样打破了斜杠青年单一工作模式和既定职业身份的惯例，当斜杠青年

卷入主职、斜杠等多个职业的不同工作场景中，会依据环境的具体要求调整自我外在工作身份。 [13] 但是，

斜杠青年并不是“杂而不专”，而是能够在统一价值指向上反思不同场景的职业身份和自我价值。他们具

有清晰的内在价值逻辑，利用核心能力、技能、资源把不同工作场景的元素融合为统一的自我整体性的

叙事，从而提高自我认同感。受访者 E（编辑 / 音乐制作人）既是图书出版行业的内容编辑，也是一位

音乐人。尽管他的工作领域从外在来看相关度不高，能够反思不同工作领域的内在逻辑，有欲求地打通，

实现职业的统一规划。“XX 音乐计划开始于高中，大学第二张专辑两个月内卖到了全国 56 座城市。学生

时代做音乐是凭热情和喜好，但是要管理品牌持续发展，还是欠缺一套成熟的逻辑。于是我大学毕业优

先选择了图书编辑的工作，因为图书是最久远最老牌的内容行业，比如选择内容、编辑装潢等运作逻辑

是我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舒茨认为，人类能够通过建构一系列通常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现实，认识到自己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文

化环境并逐渐适应它们。 [14] 因此，工作场景的多元化从表面来看确实导致了斜杠青年的职业身份呈现碎

片化状态，但他们在自反性的过程中逐渐重构身份，寻求与内在价值认同的统一与个人理想身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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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斜杠青年将看似破碎的工作身份开启了具有统一内在指向的无边界人生， [15] 不同工作身份和内容

不是间隔，反而模糊了绝对的工作界限。

（三）反思体验 ：异化与真实

斜杠青年异化体验来自职业经历，他们感受到工作中真实价值表达逐渐被交换价值异化，便极力寻

找一种可以剥离单一交换价值而实现真实自我的工作形式。他们通过反思过往职业经历和斜杠的工作体

验，将工作中的自我与真实自我剥离，选择在斜杠工作中培育真实体验、实现真实的表达。

马克思认为，劳动对于人来说不是自愿的、自觉的需要，而是被迫的、强制的，作为一种通过自我

牺牲来满足其他需要的工具。 [16] 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是个人劳动时间与物质的交易，在既定规则和框架下

完成任务，获取物质奖励，因此在交换过程中，个体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且不断调试适宜的心理状态

去换取工作的价值。一部分想要在工作中追求个人真实价值的年轻人感受到日益增加的工作桎梏和生活

压力与收益并不成正比。受访者 F（插画师 / 自媒体人）认为主职中的他成长较慢，无法感知自我真实的

价值。“主职干的不太愉快，需要为了公司利益得牺牲自己的创作坚持，比如之前一个宣传形象的设计，

完全是结合了政府、学校的意图，但是没有体现我设计的初衷。”

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在马克思的工作异化论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人们通过情绪的整饰完成工作

所付出的代价是自我与工作中自我的异化。 [17] 工作对于部分青年来说，仅仅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存在，他

们也只有在工作与获得工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中肯定自己，依据工作情境“表演”换取利润的外化

形式使他们失去了自身作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失去了真实的表达。这部分青年开始反思固定规则侵蚀下

的自我异化，他们不希望戴着面具换取工作中的微薄利润，而他们又寻求在工作中能够有真实价值表达

的空间，因而这部分青年开始将个人职业发展和个人兴趣或专长结合起来。大部分斜杠青年表示，他们

不愿意像机器一样“上班”，他们希望投入到实现自身价值和具有成长性的工作中。受访者 G（摄影师 /
自媒体写手）将摄影的爱好发展为了斜杠职业。“我一直将个人价值和职业发展放在一起考虑，摄影虽然

是爱好，我不知道它能否一直可以养活我，但是这是具有成长性的，采风的过程不仅是作品，还会在各

种人身上学到很多，每个照片拍出来，我让它去放在市场上检验，并且不断被修正，钱是水到渠成的，

现在凭借稿费和平台发图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斜杠青年在体验的自反性中所追求的真实是将个人职业发展和更广泛的个人成长融合起来，通过适

应外在不确定性、摆脱社会参照把自我推到外部世界中去，力求将真实表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注入到斜

杠工作中。这与汤姆里斯（Tomlinson）等学者提出的“自由职业生命周期”的职业概念不谋而合，即强

调将职业生涯和个人成长结合起来，满足个人对弹性自由和可持续的职业生命周期的需求和偏好。 [18] 不

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斜杠青年在斜杠工作中不仅具有主导能力，即根据自我需要安排工作内容和频率，

还具有价值驱动能力，即在工作中遵从自己的价值观。

四、斜杠青年自反性的讨论

研究将斜杠青年置于现代社会宏观背景下，探究了斜杠青年职业发展工作中的困境、冲突，从而更

深入地理解斜杠青年自反性机制下的斜杠过程。他们在现代社会和工作环境中被消解而感到无力，同时

他们反思个人潜力和能力，尝试挣脱固定、单一职业，专业化爱好或者技能，通过清晰的内在规划逻辑

和统一的自我认同适应不同的工作场景，摆脱异化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真实表达。

斜杠青年的自反性是在现代社会变迁和工作实践基础上，不断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

验和改造，使得斜杠青年的自反性进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即客观性、统一性、持续性。第一，斜杠青

年的自反性过程以社会客观存在为前提，不以意志为改变。这也是贝克、吉登斯等人关于自反性的理论

前提，通过研究也证实了不确定的工作环境、不可控的主职对个体不断消解导致传统的工作惯例变得不

那么重要，于是斜杠青年凭借专业化爱好和技能，获取了将工作惯例和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热爱相互

结合的方式，在追求个性发展中不断修正个体以及认知 ；第二，斜杠青年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下看似破碎

的职业身份指向统一的内在规划和自我认同，形成了三观自洽的完整性个体，获得了本体性的平衡和安

全感。第三，斜杠青年的自反性促使他们将职业规划放在持续的个人成长周期内，工作不再是金钱与时

间的交换、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将个人发展和个人价值的真实表达融入到工作中。因此，斜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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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反性的结果是乐观的，体现了以自我驱动、自我价值判断和自我控制展开了个性化的斜杠人生的探索，

孕育了个人对于社会环境变动及职业规划的深度思考，并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开启新的更好的可能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斜杠青年的认知和自反性有了全面的了解，个人层面的自反性根据不同的

阶段可能会引发“病变”，比如斜杠青年如何掌控无力感的边界、斜杠工作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否会导致消

费化的叙事侵入自我真实的表达等，这依旧是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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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in Decomposition: A Study of Reflexivity in Slashes Youth
Niu Tian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slash youth” group has been expanding, which reflects a basic dynamic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at is, feeling decompose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integration with 
the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constantly reflecting on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flexivity,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owerlessness, fragmentation and alienation of slas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d explains how slashes release their potential in powerlessness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reflexivity, unify their 
inner direction in their multipl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seek for true expression in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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