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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机食品消费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ＣＳＨ０２７）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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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费 偏 好（２　０　０　３－２　０　１　３）＊

王甫勤　章　超

摘　要：以往社会分层与消费研究重点关注消费如何体现不同社会阶层地位之间的

区隔，或实现阶层地位的再生产，对社会分层与消费之间关系的链接机制缺乏系 统 的 讨

论。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３年两次截面重复调查数据，将不同社会阶

层群体之间消费偏好差异置于阶级／阶层分析和历史变迁的框架下予以考察，研究发现：
与２００３年相比，表面上人们在物质消费、文化消费和闲暇活动等方面的偏好都有明显的

增加，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种趋势并不明显，反而出现“明升暗降”。尽管如此，
社会阶层与消费偏好之间的关系在两个年份间仍然持续而稳定，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常

规非体力人员的消费偏好明显优于工头／技术人员、个体户／小业主、非技术体力工人等阶

层，形成了明显的边界或区隔。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层仍然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而

消费偏好的区隔可能进一步固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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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阶级分析作为理解社会不平等的路径

阶级分析是理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路径。２０世纪晚期，随着个体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盛，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个体化进程导致反思性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化的生活史，作为集体的阶级身份已

经不再是区分社会群体的维度①。后现代社会学家则认为阶级已经消亡②。另一些学者认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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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不论是雇佣集合范式的阶级分析①，还是文化路径的阶级分析 ②，相关研究从

不同方面揭示了社会群体在某些社会境遇、态度或日常实践领域的差别。阶级分析争论的焦点首

先在于对阶级的界定，贝克（Ｂｅｃｋ）从集体的阶级意识来界定阶级，戈德索普（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依据职业

的划分，布迪厄以资本构成和场域位置来区分阶级，虽然用的都是阶级概念，但指代的含义不同，正
如阿特金森（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指出：“不要强调不同学者之间虚假的对立会更有成果。不同范式的阶级分

析事实上阐释的是不同形式的但又相互关联的不公正。”③ 不仅如此，阶 级 分 析 也 从 注 重 阶 级 形

成、阶级结构和流动、阶级行动的宏观层面向阶级对个体生活状况、机会和选择的影响这一微观层

面发展，强调冲突、对立、矛盾的阶级意涵加入了“边界”的释义。

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土地产权

制度，与西方国家都有明显的不同，因而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并不适用于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析，因而转向基于消费模式差异的阶层分析 ④ ，并比较消费分层与其它

分层指标（如教育、职业、收入等）之间的关联性 ⑤ 。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３和２０１３年两个年份 的 重 复 调 查 数 据，采 用ＥＧＰ
阶层分类，探讨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消费偏好是怎样的；与２００３年相比，２０１３年不同阶层之间的

消费偏好是否有变化以及如何变化。通过此项研究，作者力图揭示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偏好和水

平；更进一步，探讨并检视社会分层和消费分层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分层与消费

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讨论。马克思根据生产领域中生

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握与否，认为当时的社会正在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阵营，二者

之间的对立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相较于马克思基于生产领域的阶级划分标准，

韦伯用阶级处境这一概念探讨阶级和市场的关系 ⑥ 。阶级处境是人们获取物品、特定的外在生活

条件和内在满足的机会，具有相似阶级处境的人便构成了阶级。地位群体是韦伯提出的另一个对

于社会分层理论富有启示的概念。地位是社会建构的关于荣耀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是与生活方

式相关的荣誉或声望。地位群体则是共享某一生活方式和社会荣耀追求的一群人。地位可能建立

在阶级基础之上，但又并不完全由阶级所决定；同时，地位也可能制约阶级，但并不与阶级位置完全

一致。与倾向于“唯名”的阶级相比，地位群体构成了共同体，为保持地位的权威性和排他性而行

动。韦伯关于阶级和地位群体的区分，是日后学者们研究社会分层与消费之间关系产生争论的理

论起源。

１９世纪末期凡勃伦提出的“有闲阶级”理 论 则 在 理 解 消 费 和 社 会 结 构 方 面 提 供 了 新 的 洞 见。
“摒绝劳动不仅是体面的、值得称赞的，而且成为保持身份的、礼俗上的一个必要条件”⑦ 。有闲阶

级揭示了１９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阶段，不参加劳动的有闲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炫耀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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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休闲是资本家展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方式。这种展示，不光是物质上的奢侈和浪费，还表现在

道德、体格、智力、审美、礼仪方面的歧视性对比，达到社会所公认的那个阶级的消费标准。凡勃伦

将炫耀性消费的解释机制和个体动机、社会结构动力结合起来。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竞争性优

势维持自尊，各个社会阶级摹仿更高社会阶级的生活方式，努力实现“得体的生活样式的理想”。与

凡勃伦相似的分析还有德国学者埃里亚斯关于文明进程的论述。埃里亚斯也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

相互参照，较低阶级向较高阶级的摹仿，是推动礼仪和生活方式进化的重要因素①。
上述学者的观点建立了探讨消费、生活方式和社会分层的早期学术基础，无论是韦伯、凡勃伦

还是埃里亚斯都认同消费和地位的关联性，但并未触及消费是否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分层因素

这个议题。他们的观点留给学界以讨论和发展的空间，比如炫耀性消费的动机是主体有意识的，还
是无意识中给他人留下了炫耀的印象？② 摹仿作为一个表达外形相像的概念，可以解释“尊贵的生

活方式”在社会中自上向下的渗透吗？更进一步，比如看起来进行同一项体育运动、看同一本文学

作品的两个人，是否存在不同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以及对于消费意义的建构？随着２０世纪后半

叶大众传媒和各式消费品更多更深地进入日常生活，对文化和消费的讨论力图解读文本的意义、行
为背后的社会结构。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这一大的背景下，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

厄建立了品味的结构性分析，从消费的社会区隔出发揭示了阶级关系的文化纬度③，为学界研究消

费与社会分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思考和方法上的指导。
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理论，布迪厄用场域和场域位置阐明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品味的

确立和日常消费实践都离不开场域。场域指代结构化的社会空间，如同足球场④一样具有边界和

竞争性，主体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行动。“竞争性”是场域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体运用不同的策略，
通过积累和改变资本来维持或者改变在场域中的位置。

用分析性的语汇来说，场域可以被定义为有关不同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者构

成。这些位置存在着，对位置的占据者、主体和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这些位置

由特定权力（或者资本）的分布结构中当下和潜在的形势客观地界定。拥有这些权力和资

本能够获得事关场域里成败攸关的特定利益。另一方面，这些位置也由和其他位置的客

观关系（主导、从属、同源等）所界定。⑤

以上论述阐明了资本对于场域位置的关键作用。布迪厄提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以及作为最高形式的象征性资本，其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数量以及结构配比对于场域位置具

有决定作用。那些在社会空间（场域）中占据相似位置的人，拥有相似的惯习，成为特定的阶级和阶

层。惯习是客观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的连接机制，是一套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早期社会化

和场域轨迹中形成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是社会规范、理解和行为模式的身体化，是内化了的精神

结构，使得人们的行动合宜地、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惯习表现为一种“实践感”⑥ （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游戏感”⑦（ｔｈｅ　ｆｅ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ａｍｅ），指导人们在不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有意识的决定

的前提下，能够因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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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根据法国国立统计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职业类型和数据，将社会群体分成支配阶级、中间

阶级和普通阶级，分析了他们在音乐、绘画、书籍方面的文化趣味以及在饮食、服饰、体育运动等方

面的偏好。虽然这些消费行为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却有着相似的逻辑。他发现不同社会阶级的品

味具有明显的差异，并用高雅趣味、中等趣味和大众趣味来归纳品味的阶级分层。通过多元相关性

分析，他绘制了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图示，以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作为轴线，展现了文化参与和日

常消费偏好的社会分层。品味的层次体现了必需和非必需、粗糙和精致、简单和复杂之间的不同纬

度。从大众趣味、中等趣味到高雅趣味，审美和消费对象的必需品属性降低，结构上更为精巧、细

致，意义更为复杂、深奥。形式和功能之间的相对性关系是辨别趣味层级的重要标准。基于具体用

途的功能性的判断在整体选择中所占的比重越低，而注重其形式以及形式背后意义的，那些趣味的

层级往往越高。要掌握这样的趣味，个体需要了解风格的寓意，系统地把握风格所处的语境以及艺

术史的知识，从而对审美对象的位置和所包含的符码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解读。因此，文化资本

和品味息息相关，品味是文化资本在消费领域的外显性指标。文化资本不仅表现为个体所拥有的

教育文凭，也包含了审美鉴赏能力和文化感知力。
《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所用的“品味的判断”代表了品味的合法性的建立，这种合法性寓意着更

高社会阶层在消费中所形成的较之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区隔，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分布不均衡的

表现。由此，消费中形成的区隔实现了社会不公平的再生产，品味的层级成为揭示社会空间中不同

位置的分类标准。
布迪厄所揭示的消费差异，既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消费实践的不同，“区隔”也是阶级主

导和排斥的一种象征性秩序，“是一个……状况及地位的差异转换成意义差异的体系”① 。通过在

趣味判断中包含对其他群体消费实践的比较性认知，一个群体将一系列意义、观点和符号强加给另

一个群体，由此象征性暴力便产生了。此外，借助惯习这一理论工具，某一社会阶层与某一惯习的

耦合，以及个体在不同消 费 领 域 的 内 在 一 致 性 逻 辑，都 得 以 成 立。德 塞 托（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写

道：“在分析方面，布迪厄的论述很精彩；在理论方面，他的论述是好战的……详细地检视了实践和

实践的逻辑……论述最终将实践化约为一个叫‘惯习’的神奇的现实，并以此将实践置于再生产的

法则之下。”②

近年来，布迪厄的消费区隔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消费的广度才是

区分较高社会阶层和较低阶层的消费差别之所在。由此，学界提出“文化杂食”理论，并认为传统意

义上只进行高雅文化消费的精英已经很少，随着流行文化的兴盛，对高雅和通俗文化兼有消费成为

中上阶层人群中一种显著的现象③。与消费区隔理论的“竞争性逻辑”不同，文化杂食理论认为对

不同文化风格的开放性是一种自我实现，由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杂食理论采取的是一种介于消费

区隔理论和个体化理论的中间论调。
国内对社会分层和消费的研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而兴起，尤其是中产阶层

队伍的壮大，使得大多数研究集中讨论这一社会阶层的消费趣味和消费模式，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西

方中产阶级的议程设置对于国内学界的影响。大部分研究以职业划分为出发点，认为中国中产阶

级在消费上体现出一定的模式和追求，并且和其他社会阶层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以品味来形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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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文化视域中的阶级与阶层———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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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①，有的学者从更加注重发展性消费来表明中产阶层的消费特性②。另外，也有学者从更加

理性、客观的角度指出，在依据职业和收入划分的中产阶层中，只有那些对中产阶层这个身份有主

观认同感的个体才会拥有相似的消费模式和趣味③。
已有研究对社会阶层的消费分化的系统讨论较少，如王宁指出，由于中国消费供给模式体现为

“长于市场化制度，短于社会化制度”，导致了中国居民（和家庭）消费的结构性私民化，家庭承接了

一部分应由国家承担的公共责任，并因此承担了额外的生活压力。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和身份的人

来说，他们对国家责任的亏欠所要做出的自我弥补力度是不同的④。这也是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消

费行为或模式差异的制度化原因。其他一些研究，主要以支出费用和消费结构来衡量不同社会阶

层的差异。如李培林和张翼以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考察了重

庆市不同家庭的消费水平，并将其划分为七个阶层。研究也指出，以恩格尔系数作为指标的消费分

层，与人们在服装、住房、电子通讯、闲暇时间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并不具备同源性；该指标所获得的

消费分层模型与职业分层的相关性也较低⑤。张翼以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来考察不同阶层的

消费倾向。前者指为消费者个人及家庭其他成员为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发生的基本消

费，比如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及红白喜事等支出；后者指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未来

发展机会而发生的消费，包括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讯、交通等开支。数据分析显示农民阶层、
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倾向主要集中在生存性需要的满足，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

向发展性消费转型。该研究还分析了边际消费倾向，即一个家庭当期消费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弹性

变化状况，认为新中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随后从高到低分别为老中产、工人、农民和业主。事实

上，在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门类里，比如饮食、衣着、住房、娱乐、交通等方面，都存在是处于

生存性的、基础的水平，还是处于发展性的、追求品质的水平的模糊性。诚然，撇开生存性消费还是

发展性消费这样的归类，在这些方面花费的高低仍然可以揭示出阶层间的差异⑥。这一点，从模型

中参数估计高低的实际情况来讲，也可见一斑。但由于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都是总体性的结

构概念，难以反映不同阶层的消费倾向或偏好。
本研究借鉴布迪厄关于消费分层的研究思路，在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数据的基础

上揭示中国社会分层与消费偏好之间的关联。旨在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在消费偏好上的差异性关

系，并且通过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１３年数据分析的对比，探明这种差异性关系的趋势。本研究提出以下两

个相关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１：社会阶层地位对人们的消费偏好有显著影响。高阶层地位的人／群体，在物质消

费、文化消费和闲暇活动等方面，更加倾向于追求能够展现自己地位的消费偏好。
研究假设２：社会阶层地位对人们消费偏好具有持续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

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以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发生巨变⑦。一方面，人们

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动力和信心不断

提升。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社会成员代际流动呈现固化倾向，社会下

层成员的消费受到限制。

９６

社会科学　!"#$年第 %期　　　　　　　　王甫勤　章　超：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许荣：《品味：中产的符号生活》，载周晓虹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李春玲：《中产阶级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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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社会阶层地位对消费偏好的影响以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采用重复调查设计，
根据一系列消费指标构建了消费偏好因子，作为因变量，引入时间变量及时间和阶层的交互变量，
构建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判断社会阶层地位对人们消费偏好的影响以及不同社

会阶层关系的变化。
（一）变量设计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是消费偏好。消费偏好是人们对待特定物品和行为的态度和消费意向，
是品味的直接体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３和２０１３）根据人们的日常消费内容共设计了８项与

物质消费、文化消费和闲暇活动相关的指标，具体内容见表２。根据该８项指标，研究构建了消费

偏好这一因变量，涉及到文化、出行、外食、物品、健身五个方面。这些问题表达的是正向的语义，询
问受访者的态度和行为与之符合的程度，提供了“很不符合”、“不符合”、“较符合”和“很符合”四个

选项，编码分别为１－４。根据对量表项目的可靠性分析，Ｃｒｏｎｂａｈａα系数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３年分

别达到０．６６２和０．８１７。对两期数据进行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ｌｌｅｔ球形检验结果均表明，适合对该８项

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过程不赘述）。通过方差极大旋转法分别从两期数据中各抽取一个消费偏好因

子，所抽取因子对两期数据的方差贡献率分别是４１．５％和４６．１％。为了保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

性，研究还计算了８项指标的标准分之和。综合来看，这８个项目体现出了追求舒适的、愉悦的、文
化的和品质的生活趣味。其中，第４项“我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小汽车”体现出了对舒适的追

求。第６项和第７项有关艺术品和音乐的消费则体现了将文化艺术消费纳入日常生活的倾向。第

２项提及生日和节日要外出就餐包含了对愉悦的共同追求。第１项、第３项、第５项有关非生活必

需品和名牌产品的消费包含了对品质的追求。第７项关于锻炼要选择体育场或健身房体现了对舒

适和品质的共同追求。对８项指标进行类型化的边界并不完全是平滑且利索的，比如第１项、第３
项、第５项除了对品质的追求外，非必需品和有档次的商品也可能带来心理的愉悦；外食除了带来

愉悦以外，由于没有涉及到从买菜、清洗、烧菜到收拾的体力劳动，也会带来身体上的舒适感；艺术

品和音乐消费除了表明文化消费中对带有某种风格、样式的文化内容的鉴赏之外，也传达了对审美

的愉悦的追求。
此外，必须注意的是，量表中的问题并非询问受访者的实际消费情况，而是让受访者勾选与自

己的消费偏好相近的选项，所以这里的消费偏好和实际消费实践中所体现的消费偏好可能是有差

距的。由于问题均采用正向描述的方式，所以较为明显的可能性是消费偏好指数会高于受访者的

实际消费能力和消费趣味。

２．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社会阶层地位和时间。社会阶层地位通过职业地位来测量，根据

ＥＧＰ１０分类职业阶层框架来测量，并合并为六类，即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ＥＧＰ分类中的阶层Ｉ
和ＩＩ）、常规非体力工人（一般办事人员，阶层ＩＩＩ）、小业主和个体户（阶层ＩＶａ和ＩＶｂ）、工头／技术

工人（阶层Ｖ和ＶＩ）、非技术体力工人（阶层ＶＩＩａ）和农业劳动者（阶层ＩＶｃ和阶层ＶＩＩｂ），编码依次

为１－６，在实际分析中仅使用了城市样本，因而剔除了少量农业劳动者样本。时间变量根据调查

时点确定，即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３年，并将其转换为虚拟变量，以２００３年为参照。

３．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１）性别，男性为１，女性为０；
（２）年龄（及平方除以１００）；（３）户口，非农业户口为１，农业户口为０；（４）教育程度，根据已完成的

最高学历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同等学历（包括中专、职高、技校等）和大学专科及

以上，编码依次为１－４；（５）个人年总收入，以１９７８年作为参照，扣除物价指数，使得两期数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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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比较。分析模型中对年总收入取自然对数。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模型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３年两期调查数据，该系列

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各地学术机构，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对

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①的成年人口进行随机抽样。其中，２００３年主要针对城镇地区进行访问，共

获得样本５８９４人；２０１３年则针对所有城乡地区，共获得样本１１４３８人。由于中国特殊的 城 乡 差

异，本研究首先剔除了２０１３年样本中的农村样本４４１６人，从而保证两期调查数据具有可比性。接

下来，研究根据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缺失情况进行筛选，剔除无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

本７８２７人，其中２００３年为３００３人，２０１３年为４８２４人。两期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城镇样本分布描述统计

变量 取值
２００３（Ｎ＝３００３） ２０１３（Ｎ＝４８２４）

样本数 百分比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男

１３９２

１６１１

４６．４

５３．６

２１７７

２６４７

４５．１

５４．９

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８６

２９１７

２．９

９７．１

１１４４

３６８０

２３．７

７６．３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同等学历

大学专科及以上

３９０

９０４

９９４

７１５

１３．０

３０．１

３３．１

２３．８

８７９

１３０４

１３１４

１３２７

１８．２

２７．０

２７．２

２７．５

职业阶层地位

专技／管理人员

常规非体力工人

小业主／个体户

工头／技术工人

非技术体力工人

１０９１

３１５

７４

５８２

９４１

３６．３

１０．５

２．５

１９．４

３１．３

１４１９

１４８２

２００

７１５

１００８

２９．４

３０．７

４．１

１４．８

２０．９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１７，９７］ ４４．０　 １２．６　 ４７．３　 １５．８

年总收入 （１４，１２８２０６） ２３４７．０　 ２３７８．２　 ６０４３．８　 ６８０４．９

年总收入的对数 （２．６４，１１．８） ７．４　 ０．８　 ８．４　 ０．８

消费原始得分 ［８，３０］ １３．５　 ４．１　 １４．９　 ４．１

消费模式因子 （－１．５，３．８） ０　 １　 ０　 １

消费标准分 （－８．５，１８．６） ０　 ５　 ０　 ５

２．分析模型

为了比较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３年人们消费偏好的差异，本研究设计了两期数据的混合交互模型（参

数变化模型），模型如下：

１７

社会科学　!"#$年第 %期　　　　　　　　王甫勤　章　超：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

① ２００３年未包括海南、西藏和新疆；２０１３年未包括青海、西藏和宁夏。



Ｅ（ｙ）＝α＋βｉＸｉ＋δＴ＋λｉＸｉ＊Ｔ＋γｊＸｊ（混合交互模型）
上述模型本质上是一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Ｅ（ｙ）表示不同人口的消费偏好因子得分（或标准

分之和）的期望。Ｘｉ 表示社会阶层结构虚拟变量（ｉ＝１，２，…，４），Ｔ表示时间变量（Ｔ＝０表示２００３
年，Ｔ＝１表示２０１３年），Ｘｊ 表示控制变量（ｋ＝１，２，…６，包括性别、年龄及年龄平方、户口、教育程

度和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Ｘｉ＊Ｔ是社会阶层地位与时间变量的交互效应。α、β、δ、λ和γ分别是

模型截距、阶层变量、时间变量、交互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应的参数估计。通过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判

断社会阶层变量对人们消费偏好的影响作用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四、数据分析

（一）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偏好变化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表２中汇报了被访者在各项指标中回答“很符合”和“较符合”的百分比及平均值。比较分析发

现，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３年１０年期间，人们的消费偏好有明显的变化，追求生活舒适和生活品味的比

例明显提升 ①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人们的消费偏好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表２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消费偏好指标
２００３（Ｎ＝３００３） ２０１３（Ｎ＝４８２４）

百分比 均值 百分比 均值

１．我和家人会轻易购买非生活必需品 ２３．５　 １．８９　 ３４．７　 ２．１９

２．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总是去餐馆聚餐 ２０．８　 １．７８　 ３９．８　 ２．２８

３．我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 １６．４　 １．７０　 １７．１　 １．７９

４．我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小汽车 ８．１　 １．４３　 １８．７　 １．７６

５．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高档 １１．４　 １．５５　 １０．５　 １．５９

６．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 ８．１　 １．４４　 １１．１　 １．５７

７．在休息时间，我总是要听些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 ４２．２　 ２．２１　 ３７．８　 ２．１７

８．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 １２．３　 １．５１　 １２．５　 １．６０

　　注：除了第７项之外，其它７项指标的均值ｔ检验结果的显著性ｐ都小于０．０５。

（二）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的相关性趋势

对８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和计算标准分之和后，本研究对各阶层的消费偏好得分进行了均值

分析，见表３和图１－２②。研究发现，不管是２００３年还是２０１３年，无论是因子得分还是标准分之

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０１），尽管这些差异并未呈现出线性变化。另外一个

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消费偏好梯度的变化。与２００３年相比，除了常规非体力工人

阶层，在因子得分和标准分之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③，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因子得分和标准分

之和都略有下降，两个阶层之间的梯度明显缩小；而小业主／个体户和非技术体力工人两个阶层的

因子得分和标准分都明显下降，与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常规非体力工人阶层之间的梯度明显扩大。
消费偏好梯度的变化暗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消费区隔正在形成，这与部分研究认为随着中国人

口社会流动的快速增加，打破趣味的等级界限，难以形成结构化趣味④的相关结论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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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除了第５项指标“耐用品消费”的比例略有下降以及第７项指标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６项指标均有明显升高。

由于篇幅原因，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偏好（标准分）图被删减，标准分图和因子得分图总体趋势接近。

工头／技术工人阶层的因子得分上升，但标准分下降。

郭星华、韩可一：《趣味区隔功能的流变》，《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图１　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偏好（原始得分）　　图２　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偏好（因子得分）

表３ 社会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之间的双变量相关

消费偏好
２００３（Ｎ＝３００３） ２０１３（Ｎ＝４８２４）

因子得分 标准分之和 因子得分 标准分之和

１．专技／管理人员 　０．４０ 　１．９７ 　０．３９ 　１．６４

２．常规非体力工人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６４

３．小业主／个体户 －０．１３ －０．７１ －０．２１ －１．４５

４．工头／技术工人 －０．２５ －１．２７ －０．２１ －１．４４

５．非技术体力工人 －０．２７ －１．４２ －０．３１ －１．９５

Ｆ检验 Ｐ＜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三）社会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的关系及变化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为了进一步确认不同社会阶层与人们消费偏好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趋势，本研究构建了包括阶

层和时间交互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分别以消费偏好因子和８项指

标的标准分之和作为因变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４模型１－４。
模型１－４中各参数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偏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且在

两期数据中呈现基本类似的模式。

就控制变量的效应而言，以模型１为例，男性和女性对于物质消费、文化消费和闲暇活动等方

面的消费偏好明显不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追求高端消费以展现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与已有的

一些研究发现相似，比如在芬兰，Ｈｅｉｋｋｉｌａ¨等发现说瑞典语的中上阶层女性，更倾向涉猎剧院、艺术

和设计等作为身份的标识 ①。孙秀林和张璨发现女性较男性更有可能购买奢侈品 ②。一方面，在
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自主权，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时间和收入；另一方面，女性也更

有可能在家庭消费中，担任代理者的角色 ③ 。
年龄与消费偏好之间呈 Ｕ型曲线关系，但通过对抛物线年龄拐点的计算，被访者年龄实际上

处于抛物线的下行区间（－∞，９７），也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追求高端消费的偏好逐渐下降。这

种趋势并不难以理解，尤其对于退休人口而言，虽然闲暇时间增多，但退休收入相对于工作收入有

明显的下降，消费倾向受到抑制 ④ ，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勤俭节约，老年人受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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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Ｒｉｉｅ　Ｈｅｉｋｋｉｌａ̈，Ｋｅｉｊｏ　Ｒａｈｋｏｎｅｎ，“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ａｓ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４３－１６３．
孙秀林、张璨：《上海青年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研究》，《青年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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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０５，ｐｐ．Ｓ３０５－Ｓ１０．



响更深。消费偏好在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人口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比农业

人口在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更加追求生活质量，居住在城市的农业人口主要以流动人口

或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城市并不是他们的主要消费场所。

表４ 社会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的关系及变化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３）（ＯＬＳ，Ｎ＝７８２７）

常数项／变量

消费偏好因子 消费标准分之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ｂ　 ｓ．ｅ．

常数

年份

性别

年龄

年龄的平方／１００

户口

教育程度

－２．５３０＊＊＊

－．２４４＊＊＊

－．１２３＊＊＊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３４＊＊＊

．１２９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０

－２．５２７＊＊＊

－．２３２＊＊＊

－．１２２＊＊＊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３８＊＊＊

．１３０

．０４１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２．５７７＊＊＊

－１．５２９＊＊＊

－．６０６＊＊＊

－．１２０＊＊＊

．００１＊＊＊

．７７９＊＊＊

．６５２

．１２６

．１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０

．１５１

－１２．５４４＊＊＊

－１．４９５＊＊＊

－．６０６＊＊＊

－．１２２＊＊＊

．００１＊＊＊

．７９３＊＊＊

．６５９

．２０８

．１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０

．１５２

　大学专科及以上

　高中及同等学历

　初中

全年总收入（自然对数）

阶层地位

．４６６＊＊＊

．３１１＊＊＊

．１３１＊＊＊

．３７７＊＊＊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１３

．４６２＊＊＊

．３１０＊＊＊

．１３２＊＊＊

．３７６＊＊＊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１３

２．４２４＊＊＊

１．６０７＊＊＊

．６８３＊＊＊

１．９０４＊＊＊

．１９８

．１６９

．１５９

．０６６

２．４０９＊＊＊

１．６０３＊＊＊

．６８９＊＊＊

１．９０２＊＊＊

．１９９

．１６９

．１５９

．０６６

　专技／管理人员

　常规非体力工人

　小业主／个体户

　工头／技术工人

阶层地位＊年份

．２４２＊＊＊

．１５２＊＊＊

．０６０

．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５５

．０３１

．２７１＊＊＊

．０９９

．１２３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５５

．１０２

．０４５

１．２０７＊＊＊

．７５３＊＊＊

．３１５

．０３４

．１４５

．１４９

．２７７

．１５４

１．３２０＊＊＊

．４６９

．６２６

．０２９

．２０２

．２８０

．５１７

．２２７

　专技／管理人员＊２０１３年

　常规非体力工人＊２０１３年

　小业主／个体户＊２０１３年

　工头／技术工人＊２０１３年

－．０５１

．０６１

－．０９０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６５

．１２１

．０６１

－．１９０

．３３７

－．４３３

．００６

．２６０

．３２９

．６１３

．３０８

Ｒ２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７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其中年份以２００３年为参照；性别以女性为参照；户口以农业为参照；教育

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阶层地位以非技术体力工人为参照。

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的消费偏好有明显影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在消费偏好方面更倾向于追求有品质的和舒适的生活。其消费偏好不仅表现于日常消费中对

音乐、艺术品等文化内容的参与，购物方面不拘泥于大众生产的标准化同质性产品，而注意品牌和

档次，还可能表现在对自我身体的管理，比如定期去健身或锻炼。布迪厄认为趣味是文化资本的体

现：一方面，教育程度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更好的文化追求，因而至少在文

化消费方面要超过教育程度低的人。另一方面，教育还代表了信息获取能力，因而对消费信息的掌

握具有主要影响。经济资源的多少决定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阶级处境以及在社会空间中的位

置，进而决定人们的生存条件和惯习，最终影响人们的消费偏好①

４７

社会科学　!"#$年第 %期　　　　　　　　王甫勤　章　超：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地位与消费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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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效应来看，在前文分析中，我们发现８项指标的原始得分在２０１３年比２００３年具有一定

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回归模型中，在控制其它变量情况下，消费偏好得分和标准分之和都出现明显

的下降，２０１３年的消费偏好得分和标准分之和分别比２００３年下降０．２４４和１．５２９（见模型１和３）。
反映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人们的消费偏好出现了“明升暗降”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①，２００３年

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８４７２．２元，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６５１０．９，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

入的７６．９％；２０１３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２６９５５．１元，是２００３年的３．２倍，人均现

金消费支出为１８０２２．６元，是２００３年的２．８倍，虽然２０１３年人均收入和支出都有明显的上升，但

２０１３年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只有６６．９％，比２００３年低１０个百分点。由于物价指数的上

升，尤其是城镇房地产交易价格的快速上升，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和偏好。
尽管人们的消费偏好出现了“明升暗降”的趋势，但就社会阶层变量对消费偏好的影响而言，各

社会阶层之间的消费偏好仍存在明显差异，与以往国内研究的结论都非常吻合，研究假设１得到了

支持。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比非技术体力人员的消费偏好因子得分平均

高出０．２４２（ｐ＜０．００１），标准分之和平均高出１．２０７（ｐ＜０．００１）；常规非体力人员比非技术人体力

人员的消费偏好因子得分和标准分之和分别高出０．１５２（ｐ＜０．００１）和０．７５３（ｐ＜０．００１）。而小业

主／个体户、工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体力工人相比，其消费因子得分和标准分之和虽然略有升高，
但统计上并不显著。综合来说，在各社会阶层中，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阶层与常规非体力工人阶层

表现出了较高的消费偏好，而小业主／个体户、工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体力工人阶层的消费偏好则

相对偏低。
阶层和时间变量的交互相应均不显著，见模型２和４，从时间效应来看，各社会阶层地位之间

的消费偏好没有扩大或缩小的趋势，研究假设２也得到支持，反映社会阶层变量对人们的消费偏好

具有持续稳定的解释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消费偏好的差异得到维持和巩固，如果根据消费偏好

的差异来刻画阶层边界的话，我们可以在非体力工人阶层（包括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阶层与常规非

体力工人阶层）与体力工人（包括小业主／个体户、工头／技术工人和非技术体力工人阶层）之间画一

条阶层边界线，这条阶层边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阶层之间的差异仍旧明显。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社会分 层 与 消 费 偏 好 之 间 的 关 系 置 于 特 定 的 历 史 发 展 阶 段，通 过 比 较２００３年 和

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在这１０年期间，中国民众的消费偏好上（绝对值）更加追求

高端消费和高品质的生活，但实际上（相对值）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如此，不同社会阶层

之间的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并具有持续的显著性。非体力工人阶层和体力工人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

消费（偏好）不平等，形成了明显的阶层区隔；另一方面，这种阶层区隔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并
再次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非体力阶层和体力阶层之间的边界得到巩固。非体力阶层和

体力阶层在消费偏 好 上 的 共 同 取 向 使 他 们 成 为 吉 登 斯 意 义 上 的“分 配 性 消 费 群 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将成为阶级关系结构化的重要来源②。消费偏好的阶层差异模式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发

生变化，也回应了阶级消亡的假设。说明阶层分析在社会主义中国仍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在人们消

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中，阶层地位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变量。
本研究所揭示的区隔建立在将某一社会阶层视为一个总体性构成的基础上。一方面这由于变

量操作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于研究问题聚焦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对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一个阶层内部的群体间都是同质性的，这种异质性可能体现在消费动机的不同，也可能体现在具

体的对某一消费物品的理解和消费方式不同。由于该问卷中没有涉及到这些细致的问题，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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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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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也缺乏专门针对消费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专业问卷和数据库，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定

性研究的方式进行补充。另外，本研究所揭示的消费偏好的差异，是不同阶层间的一种相对性差异

关系，并不能推断某一阶层的消费偏好中不存在与之相反的一面的可能性。这对于理解社会中上

阶层的消费实践尤为重要。研究所提取的消费偏好传达的是一种追求舒适、愉悦、文化和品质的生

活，那么对于专技、管理人员和常规非体力工人来说，是否存在同时消费通俗、大众文化的文化杂食

倾向？由于篇幅和研究问题所限，本研究并没有讨论这部分内容，这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细

化的方向。
综观社会分层和消费实践的研究，往往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揭示社会不平等，其二是讨论

是否存在相对稳定的消费模式和理念，从而对阶级认同带来影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

加速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的阶层分类范式①所依据和意指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是

显著的，但是否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并且得到其阶层成员的认可，进而成为一种阶层

共识，答案是不确定的。无论是布迪厄的《区隔》，还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都揭示了

阶级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决定物而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化而存在，也作为真实历史时

期中、拥有彼此文化认同的自在阶级而存在。如果说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当下中国不同阶层间消费

分化的图景，作者也希望能够再激发国内学界“阶层分析”的活力，在宏观分析的同时，洞察中国社

会消费分层中微观、细致的差别以及分化肌理。
（责任编辑：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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