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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子代与父代之间的职业流动是衡量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重要指标,利用博士职业选择的调查数据,本

研究在职业代际流动视角下分析了家庭资本对博士职业期望及现实选择的影响,发现博士的原生家庭资本

整体上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博士教育能够在总体上维持或提升博士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出身不同阶层

的博士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带有不同的倾向性。在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士中,家庭文化资本相对更高,经济资

本更优越,出身高级管理者家庭的博士更倾向于选择行政管理岗位。选择学术职业的博士,其职业期望主要

受到家庭文化资本影响,而家庭经济资本则影响了现实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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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历来受到各界关注,因其往

往与社会公平程度息息相关,一个代际流动性高的

社会,公平性通常更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

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革,物质资本、文化资

本、价值观念无一不推动着社会结构迅速分化,“官
二代”“富二代”等名词热议已久,较高的社会阶层垄

断了物质与文化资源,出身社会底层的个体想通过

自身的努力向上层流动已经越来越困难,面对这一

社会现状,甚至有人认为当前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
发出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慨。职业最能代表个

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子代与父代之间的职

业流动也是衡量社会流动性和公平性的重要指标。
而教育作为决定个体职业选择及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价值在当前社会分层的背景下越来越受重视,大
部分人希望通过家庭的教育投资来维系或改变个人

乃至家庭的社会阶层。
博士作为学历教育金字塔的顶层,在培养过程

中倾注了社会、家庭和博士自身的努力,但以往绝大

部分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去向集中在高校或科研院所

的学术科研岗位。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博士选择非

学术职业的比例在不断上升,2016年美国《从研究

生院到职场之路》报告明确指出约一半以上的美国

应届博士毕业生在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寻找就

业机会,我国2015-2018年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也发现从事非学术类工作的

博士毕业生比例约为40%。当博士就业不再集中

于学术职业,家庭作为博士教育最直接的支持者,其
拥有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对职业选择起到重要

的影响。读博能否改变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 不同

的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博士的职业选择? 本文将对这

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代际流动

现代社会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1927年《社会流

动》一书的出版,索罗金在研究了大量跨国数据之后

提出了社会流动理论,认为工业社会中职业的代际



流动程度较封建社会来说有所提高,相同家庭背景

的孩子可能进入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家庭背景的

孩子也可能进入相同的工作岗位。但父辈的职业依

然会对子女的职业产生影响,出身于高级专业人员

和管理人员家庭的下一代更容易进入声望较高的

职业[1]。
此后,1967年布劳与邓肯出版了《美国职业结

构》一书,提出了“职业地位实现模型”,标志着社会

流动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布劳与邓肯

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的职业结构与职业流动

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们发现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最终

成就受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影响,并把这两种因

素分别称为先赋性和自制性,先赋性主要通过父辈

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表现出来,自制性则主要表现

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等后天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因

素。该研究发现,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教育是社会

代际流动的主要推力,自制性因素在个人的成功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先赋性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上
一代的不平等会被继承到下一代身上[2]。

布迪厄用“文化再生产”理论解释阶层代际传递

的作用机制。“文化再生产理论”也被称为“间接再

生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教育以文化为中介实现社

会再生产功能。布迪厄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资本”的
概念,“文化资本”不同于其他理论中资本的概念,文
化资本是指非正式的人际技巧、习惯、教育程度与生

活方式等[3]。他认为文化资本在维持社会经济结构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分布

不平等,优势阶层家庭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本,这种

文化资本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由于文化资本的差

异,不同阶层的子女在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就已

经出现了分化。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经费

补贴存在差异,再次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由于阶级分

化的存在,统治阶级使这种差异合法化,教育以文化

为中介实现其再生产功能。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发现家庭资本对子代教育、

职业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有选择的将

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纳入家庭资本对

博士职业选择影响的研究框架内。
(二)博士职业选择多元化

博士的职业选择大致可以分为“学术职业”和
“非学术职业”两类。“学术职业”由洛根·威尔逊于

1942年首次提出,后被我国学者接受和发展,大致

可以定义为具有“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的

存在和发展使从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特征的职

业[4]。学术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几乎垄断了

博士的职业选择,但是近年来的数据却发现选择“非
学术职业”的博士越来越多。我国的研究发现1995
-2008年间选择高校就业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总体

呈下降趋势,从59.8%下降到了46.1%[5]。基于

2014届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就业情况

的分析发现我国博士主要的就业行业是教育与科

研,但是随着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也有一些人选

择企业就业[6]。2015-2018年间32所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

博士毕业生选择到企业等非学术部门就业,40%左

右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毕业后会从事非学术类

工作,平均15%以上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就职,
理工科类院校比例则更高[7]。在英、美、法、德、日等

传统的博士培养大国中,博士选择“非学术职业”的
比例都越来越高[8],博士职业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世

界性趋势。
面对博士就业多元化这一新趋势,学者们也进

行了很多更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从个人特征因素

出发,分析了具有不同特征博士的职业选择[9-10]和

职业发展,发现家庭背景会显著影响博士的职业发

展[11]。也有学者对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认为除了学术市场趋向饱和外,学术机构从业环

境恶化,青年教师学术压力大,发展前景不稳定,也
是导致博士选择“非学术职业”的重要原因[12]。还

有学者对当前博士培养模式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

的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多元化就业的需求,必
须对博士培养模式进行变革[13]。

纵观个体职业选择的始终,我们不难发现,择业

者的自我实现、家庭期望和社会需求相统一是关键。
在博士主流就业渠道为学术部门时,家庭资本对博

士择业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面对当前博士职业选

择多元化的趋势,我们不禁思考家庭资本会对博士

的职业选择产生何种影响?

二、中国博士原生家庭资本分布

与职业代际流动现状

(一)调研设计与过程

为了解中国博士群体的原生家庭资本与职业代

际流动现状,本研究在2019年5月中旬至7月初进

行了调研。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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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常
住地、学科门类和博士就读高校类型。第二部分是

对博士的家庭资本情况进行调查,包括文化资本、社
会资本、经济资本。以父母双方中受教育程度较高

一方的学历为家庭文化资本,以父母双方中阶层较

高一方的职业代表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则使用

是否具有个人独立房间、电脑、汽车等七个指标计算

其累计得分。第三部分是对博士的职业选择进行调

查,包括博士的签约单位和意向单位类型、岗位性

质,以此判断博士选择的是学术职业还是非学术

职业。
参考《职业分类和代码》(GB/T6565-1999)将

所有的职业划分为六大职业类型,并参考陆学艺

(2002)[14]、李春玲(2005)[15]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

排序和纪珽[16](2020)对职业阶层的排序,对各职业

类型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这六个职业类型或职业阶

层从高到低依次为:(1)高级管理者(国家机关干部、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

人员(企业职员);(4)商业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工

作人员及个体工商户);(5)工人;(6)农民。

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从东北、华北、华东、
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地区中选取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他普通院

校、科研院所不同专业的若干博士。东北地区选择

了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华北

地区选择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

大学。华东地区选择的是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华中地区以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为主。华南主

要选取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和广西大学。西南地区主

要选取了西南大学,西北地区选择的是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总共涉及77个博士培养单

位,其中有31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6所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7所普通高校,2个科研院所。
问卷总访问次数2724次,初筛后完成全部题项的问

卷781份。复查阶段对答题时间小于200秒、选项

多次重复的问卷进行了无效标注,得到696份问卷。
后期清理校验阶段对每一份问卷进行逻辑校验审

核,最终确定577份有效答卷。样本基本情况如

表1:
表1 调查样本分布

个人信息

性别 年龄 常住地

男 女 25岁以下 25~30岁 30岁以上 直辖市或省会 城镇 乡村

300 277 11 323 243 89 343 145

51.99% 48.01% 1.91% 55.98% 42.11% 15.42% 59.45% 25.13%

生源地

东北 华北 华中 华东 西北 西南 华南

44 73 146 199 43 44 28

7.63% 12.65% 25.30% 34.49% 7.45% 7.63% 4.85%

高校信息

就读高校类型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其他普通高校 科研院所

317 185 67 8

54.94% 32.06% 11.61% 1.39%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18 41 10 80 11 3 87 136 77 36 74 4

3.12% 7.11% 1.73% 13.86% 1.91% 0.52% 15.08%23.57%13.34% 6.24% 12.82% 0.69%

  (二)博士原生家庭资本分布水平

1.博士原生家庭的文化资本

本研究在处理博士原生家庭的文化资本时,按

照现行的学制分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
专、本科、研究生,列表如下(表2)。同时为与普通

家庭作对比,本文选择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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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各地区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以上人

口”为参照,探讨博士原生家庭与社会平均水平的

异同。
表2 博士样本家庭文化资本与人口普查资料对比(%)

文化资本 博士样本家庭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小学以下 4.68 5.00

小学 6.41 28.75

初中 28.25 41.70

高中 30.50 15.02

大专 13.69 5.52

本科 13.17 3.67

研究生 3.29 0.33

合计 100 100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博士原生家庭文化资本

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30.15%的博士家长接

受过高等教育,其中3.29%的家长接受过研究生教

育,而在社会平均水平上,仅有9.52%的人接受过

高等教育,其中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仅为0.33%,
博士家庭父母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是社会平均

水平的10倍左右。在较低教育程度上,博士家庭比

例也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义务教育及以下程

度上,博士家庭所占比例分别为4.68%、6.41%和

28.25%,明 显 低 于 社 会 平 均 水 平 的 5.00%、

28.75%和41.70%。由此可见,博士原生家庭在文

化资本上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2.博士原生家庭的社会资本

本次调研中所得博士原生家庭社会资本的数据

如下表3所示,为方便分析本文同样将其与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得的“全国分年龄、性别、职
业中类的就业人口”进行对比,分析博士原生家庭与

社会平均水平的差异。
表3 博士样本家庭社会资本与人口普查资料对比(%)

社会资本 博士样本家庭
2010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资料

高级管理者 37.61 1.77

专业技术人员 14.90 6.84

办事人员 9.01 4.33

商业服务人员 3.99 16.19

工人 13.69 22.51

农民 20.80 48.36

合计 100 100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博士原生家庭多属于较

高的职业阶层,高级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两类家

庭的比重分别为37.61%和14.90%,明显高于社会

平均水平的1.77%和6.84%。在较低的职业阶层

上,工人和农民两类家庭的比重分别为13.69%和

20.80%,明 显 低 于 社 会 平 均 水 平 的22.51%和

48.36%。由此可见,博士原生家庭在整体社会阶层

中的位置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三)博士家庭的职业代际流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博士原生家庭的文

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一现

象似乎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相印证,优势阶

层家庭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会传

递给他们的后代,而弱势阶层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

十分有限,能够传递给后代的往往更有限。但是,教
育是否能够改变这种再生产? 本节将通过职业代际

流动矩阵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1.职业代际流动矩阵

郭丛斌[17]、周兴[18]等学者都采用了 Blau和

Duncan的方法对职业代际流动进行研究。本文以

郭丛斌和纪珽的方法为基础进行计算,了解博士家

庭职业代际流动情况。
假设存在n 种职业类型,建立从父代i职业到

子代j职业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表示为:

Aij =(aij)n×n

上式中,aij 是当父亲从事i职业时,博士子女

从事j职业类型的频数。
如果父母从事的职业与子女从事的职业彼此独

立,那么该独立假设下的理论期望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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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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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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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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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分布的实际观察值为:

a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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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式之比定义职业代际流动性指数和继承性

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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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

∑
n

i∑
n

jaij

/ ∑
n

iaij∑
n

jaij

∑
n

i∑
n

jaij∑
n

i∑
n

jaij

 =aij
∑

n

i∑
n

jaij

∑
n

iaij∑
n

jaij

其中,当i=j 时,bij 表示继承性指数;当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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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bij 表示流动性指数。若bij>1,说明父母职业为

i的子女进入j 职业的几率较大;反之,若bij<1,
说明父母职业为i的子女进入j职业的几率较小。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计算出职业代际的流入和

流出指数:

cj =
∑i≠jbij

n-1
   di=

∑j≠ibij

n-1
为了更准确地表示各职业阶层之间的距离,本文

引用纪珽(2020)计算得到的六大职业类别的平均社会

经济地位指数(fi)(表4)来代替各个职业阶层的排序。
表4 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六大职业类别 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阶层排序

高级管理者 77.14 6

专业技术人员 73.02 5

办事人员 64.40 4

商业服务人员 53.88 3

工人 52.45 2

农民 46.55 1

  职业代际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继承

三个类别。将流动方向与流动距离结合起来,代际

流动距离指数也可以分为总体代际流动距离指数、
向上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和向下代际流动距离指数。

总体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公式为:

g=
∑i≠jbij|fi-fj|

n(n-1)
向上代际流动距离指数为:

gu =
∑i>jbij|fj -fi|

n(n-1)
2

向下代际流动距离指数为:

gd =
∑i<jbij|fi-fj|

n(n-1)
2

2.职业代际流动矩阵测算结果

通过对职业代际流动矩阵的分析,我们可以了

解出身不同阶层的博士代际流动程度与方向上存在

的差异。表5中对角线上的数字是职业代际继承指

数,对角线之外的数字是职业代际流动指数。在博

士家庭职业代际流动矩阵中,对角线中的两个元素

大于1,说明在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者家庭中,
子代从事与父代相同职业的可能要大于父子职业相

互独立假设下的理论期望值,反映了这两个职业阶

层都存在代际职业继承现象。尤其是高级管理者家

庭的职业代际继承指数高达1.485,代表这一职业

具有高继承性的特点。
表5 职业代际流动性和继承性指数

   子代

父代   
农民 工人 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者 流出指数

农民 0 0 0 0 1.029 0.820 0.370

工人 0 0 0 6.363* 0.997 0.658 0.331

商业服务人员 0 0 0 0 0.956 1.448 0.481

办事人员 0 0 0 0 1.022 0.877 0.380

专业技术人员 0 0 0 0 1.025 0.852 0.170

高级管理者 0 0 0 0 0.951 1.485 0.190

流入指数 0 0 0 0 0.991 0.931

  *因为样本量限制,在父代为工人,子代为办事人员的代际职业流动指数出现极端值,本文在此不予讨论。

  从流出指数来看,父母为农民、工人、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的博士其职业流出指数均大于0.3,而父

代为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者的博士其职业流出

指数不到0.2。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资本较高家庭

虽然也存在子代职业流出的现象,但流出水平较低,
尤其是出身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博士职业代际流出

指数最低。

在具体的职业阶层流向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的流入指数最高(0.991),其次是高级管理者职业

(0.931),其它职业流入指数为零,总体上博士的职

业选择更多流入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但高级管理

者职业的流入指数已非常接近。父代为商业服务人

员和高级管理者时,子代流入高级管理者的指数大

于流入专业技术人员的指数,且都大于1,说明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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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层的子代博士更倾向于选择高级管理者职业,
反映出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博士在选择职业时带有不

同的倾向性。
总 体 上,博 士 职 业 平 均 向 上 流 动 距 离 为

10.970、平均向下流动距离为0.261、平均流动距离

为5.616,完成博士教育在总体上实现了职业代际

的向上流动。出身于农民、工人等社会地位较低家

庭的博士通过受教育完成了向上流动,成为专业技

术人员、高级管理者等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原本出

身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者家庭的博士虽然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向下流动,但幅度较小,基本维持了阶

层地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博士家庭的职业代际流动

模式总结如下:

1.博士教育可以帮助出身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群

体实现向上流动。

2.高阶层家庭存在职业代际高继承性的特征。
这一现象在高级管理者家庭最为明显。出身专业技

术人员家庭的博士在流动时存在一定的壁垒,由于

所处阶层位置的特殊性,其向上流动的难度大于其

他几个阶层,为避免向下流动,子代博士继续选择这

一职业,导致其流出指数最小。

3.父代为商业服务人员和高级管理者时,子代

更倾向于选择高级管理者职业,出身其他阶层的博

士则倾向于选择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三、家庭资本对博士职业选择的影响

(一)家庭资本对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

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属于职业阶层划

分的标准,从博士毕业时的现实职业选择角度一般

对应于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类。本研究参考博

耶、李澄锋等的观点,将学术职业具体定义为在大

学、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的工作,不包含行政管理人员;非学术职业分为技术

业务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两个亚类。将数据进一步

筛选后结果显示,已正式签约工作单位的博士中,选
择学术职业的博士占比为63.57%,选择非学术职

业的博士占比36.43%,这一比例与鲍威统计的

2016年 学 术 型 博 士 进 入 学 术 部 门 就 业 的 比 例

67.1%基本一致。

1.学术/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文化资本差异

分析

对比选择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文

化资本,高学历家庭和低学历家庭差异较大。选择

学术职业的博士中父代研究生学历占比4.49%,对
应非学术职业占比1.96%,只有前者的一半不到;
选择学术职业的博士中父代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占比

为12.92%,对应非学术职业为8.82%;而在初中、
高中和大学三个层次上学术/非学术职业博士的父

代学历相差不大,显示出家庭文化资本在博士职业

选择上的两极现象(表6)。
表6 文化资本与博士学术职业选择统计(%)

家庭文化资本

岗位性质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 总计

学术职业 12.92 22.4735.3924.72 4.49 100

非学术职业 8.82 29.4134.3125.49 1.96 100

  2.学术/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社会资本差异

分析

选择学术职业的博士中,家庭社会资本占比最

高的为农民,所占比例为39.89%,其次是高级管理

者,比例为24.16%;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士中,占
比最高的为农民34.31%,其次是高级管理者21.
57%和工人20.59%。家庭社会资本为工人的博士

职业选择的比例存在一定差别,但在其他类别中,选
择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的博士所占比例比较接近

(表7)。

表7 社会资本与博士学术职业选择统计(%)

家庭社会资本

岗位性质 农民 工人 商业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者 总计

学术职业 39.89 12.92 6.74 3.37 12.92 24.16 100

非学术职业 34.31 20.59 7.84 4.90 10.78 21.57 100

  3.学术/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经济资本差异

分析

本调查所得的家庭经济资本通过7个项目的累

计积分测量,取经济资本的平均值4.274作为分界

线,将大于均值的经济资本定义为优越经济资本,小
于均值的家庭经济资本为普通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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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经济资本与博士学术职业选择统计(%)

家庭经济资本

岗位性质 普通 优越 合计

学术职业 57.87 42.13 100

非学术职业 54.90 45.10 100

  由表8可知,选择学术职业的博士中,家庭经济

资本为普通的占比57.87%,出身于优越家庭经济

资本的占比42.13%;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士中,经
济资本普通的占比54.90%,优越的占比45.10%。
选择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经济资本略低于非学术职

业的博士。
(二)家庭资本对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

分析家庭资本在博士非学术职业两个亚类上的

差异,具体结果如下:

1.选择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文化资本差异

分析

由表9可知,在选择行政管理人员岗位的博士

中,父代学历为研究生和大学的比重分别为3.45%
和31.03%,对应选择技术业务人员岗位的博士其

父代学历分别为1.82%和16.36%,只有前者的一

半左右。而在初中学历层次上,选择技术业务人员

岗位的博士父代占比远高于选择行政管理人员岗位

的博士。对比选择技术业务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

博士家庭文化资本,发现出身高学历家庭的博士更

多选择了行政管理人员岗位。
表9 文化资本与博士非学术职业选择统计(%)

家庭文化资本

岗位性质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 总计

技术业
务人员 9.09 36.3636.3616.36 1.82 100

行政管
理人员 10.34 13.7941.3831.03 3.45 100

  2.选择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社会资本差异

分析

由表10可知,在社会资本对博士非学术职业选

择的统计中,工人家庭出身的博士更多选择了技术业

务人员岗位,占比达到29.09%,而选择行政管理人员

岗位的只占到10.34%。高级管理者家庭出身的博士

更多选择了行政管理人员岗位,占比高达34.48%,而
选择成为技术业务人员岗位的只有10.91%。显示出

父代职业与子代职业之间较强的粘性。
表10 社会资本与博士非学术职业选择统计(%)

家庭社会资本

岗位性质 农民 工人 商业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者 总计

技术业务人员 38.18 29.09 7.27 3.64 10.91 10.91 100

行政管理人员 31.03 10.34 10.34 3.45 10.34 34.48 100

  3.选择非学术职业博士的家庭经济资本差异

分析

由表11可知,在出身普通经济资本的博士中,
选择技术业务人员的博士占比71.74%,选择行政

管理人员的博士占比28.26%;在出身于优越经济

资本的博士中,选择技术业务人员的博士占比57.
89%,行政管理人员的博士占比42.11%,由此可

见,家庭经济资本优越的博士更倾向于选择行政管

理人员。
表11 经济资本与博士非学术职业选择统计(%)

岗位性质

家庭经济资本 技术业务人员 行政管理人员 合计

普通 71.74 28.26 100

优越 57.89 42.11 100

  通过上述的对比不难发现,家庭资本同样影响

着博士的非学术职业选择,综合文化、社会和经济三

类家庭资本来看,家庭资本优越的博士更多的倾向

于选择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技术业务人员。
(三)计量回归分析

1.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表12)为二分类变量,所以选

择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博士职业选择

的影响,并采用Stata16进行相关的计量检验,所采

用的二元回归方程基本形式为:

Logit(P)=ln[p/(1-p)]=α+β1X1+β2X2

+…+βnXn +ε
在职业期望回归模型中,P 表示博士具有学术

职业期望的概率,p(1-p)表示具有学术职业期望

与非学术职业期望的优势比,即具有学术职业期望

的机会比率。X1~Xn 分别表示对博士职业期望存

在影响的因素,如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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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X 的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程度,大于0表示自变量X 对具有学术职业期望有

正向影响,小于0则表示具有负向影响。α 为常数

项,ε为随机扰动项。
在职业选择回归模型中,P 表示博士选择学术

职业的概率,p(1-p)为选择学术职业与选择非学

术职业的优势比,即选择学术职业的机会比率。X1

~Xn 分别表示对博士职业选择存在影响的因素,β
为自变量X 的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程度,大于0表示自变量X 对选择学术职业有正

向影响,小于0则表示具有负向影响。α 为常数项,

ε为随机扰动项。
表12 影响因素变量列表及描述统计

维度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职业期望 学术职业期望=1;非学术职业期望=0

职业选择 学术职业=1;非学术职业=0

自变量:

家庭资本

文化资本 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

社会资本 农民;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者

经济资本 7项观测题,以0,1计分,如“你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房间吗” 4.274 2.03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2 0.50

年龄 31.07 4.12

生源地
东北地区=1;华北地区=2;华中地区=3;华东地区=4;西北地区=5;西南地

区=6;华南地区=7

常住地 直辖市或省会城市=1;城镇=2;农村=3

学术成果
人文社科:国外学术期刊论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0.8+国内一般期刊论文

*0.3;理工科:国外学术期刊论文+国内学术期刊论文*0.4[12]
3.02 1.93

学科门类 人文=1;社科=2;理科=3;工科=4;农科=5;医科=6

高校类型 “双一流”高校=1;其他高校=0

  2.回归结果

(1)家庭资本对博士职业期望的影响

家庭资本对博士职业期望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13所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研究将社会

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分别与职业期望进行回

归,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博士的学术职业

期望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如下:

1.家庭资本层面:家庭经济资本的系数在统计

上不显著。家庭社会资本方面,只有父辈为高级管

理者阶层时,其对子代是否具有学术职业期望产生

了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文化资本方面,相对于小学

及以下学历,父代学历为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博士都

显著地具有更高的学术职业期望;父代为研究生学

历的博士在学术/非学术职业的期望上相比父代为

小学学历的博士反而没有显著差异。拥有研究生文

化程度的父代可以推测其职业大多为专业技术人

员,且社会资本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回归结果也不显

著,此两项结果互相印证,反映出高学历专业技术人

员父代在子代选择学术职业的意向上,并不具有比

小学学历父代更高的期望,且低于初中、高中和大学

学历父代。

2.博士教育背景层面:博士就读的学科门类对

其是否具有学术职业期望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医

科博士来说,其他五大类学科的博士都显著具有学

术职业期望,其中人文学科博士具有学术职业期望

的概率是医学博士的四十多倍,这一结果与不同学

科的性质有关。学术成果和博士高校类型的回归结

果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3.学生个人特征层面:年龄、性别等回归结果在

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资本为高级管理者,或文化

资本为初中、高中和大学,博士就读学科门类为人

文、社科、理科、工科和农科的博士具有更高的学术

职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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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博士职业期望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注:*p<0.1,**p<0.05,***p<0.01。

  (2)家庭资本对博士现实职业选择的影响

家庭资本对博士现实职业选择影响的回归同样

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分别与职业期望进

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表14)可以发现:

1.家庭资本层面:与职业期望不同,在家庭社会

资本方面各种职业家庭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父代学历也同样不显著,原本在职业期望回归中不

显著的家庭经济资本却成为唯一显著负向影响博士

现实职业选择的因素,即家庭经济资本越强,博士现

实选择学术职业的可能性越小。结合前面对职业期

望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即便完成博士学业,在职业

选择时也需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家庭的社会

资本和文化资本尽管影响学术职业期望,但对现实

职业选择都不具备显著的影响,只有家庭经济资本

成为唯一显著的影响因素。

2.学生教育背景层面:与职业期望相同的是,博
士就读的学科门类对其是否选择学术职业具有显著

影响,相对于医科博士来说,其他五大类学科的博士

都显著地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学术成果突出的博

士此时选择学术职业的倾向非常显著;就读高校类

型的回归结果依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3.学生个人特征层面:年龄、性别显著影响博士

的职业选择,但出现了与省会和农村相比,常住地为

城镇的博士更显著地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的“夹心

层”现象。
综上所述,家庭经济资本普通,女性,常住地为

城镇,博士就读学科门类为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和

农科的博士更有可能选择学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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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博士职业选择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注:*p<0.1,**p<0.05,***p<0.01。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职业代际流动视角,通过对博士职

业期望及选择数据的分析,发现博士家庭资本对博

士职业选择的影响:
(一)博士原生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普遍

优于社会平均水平

通过对本研究样本博士家庭资本与人口普查数

据的对比,可以明显地发现博士家庭的优越性,并且

人口普查的数据反映的是当前社会各个年龄层的平

均水平,被调研博士父代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

尚且优越,如果与其同年龄段的人群相比,这种优越

性会更加明显。
(二)完成博士学业可以提升或维持其家庭的社

会阶层

通过对职业代际向上流动距离的测算可以发

现,子代博士群体普遍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但是出身不同阶层的博士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带有不

同的倾向性,如出身农民、工人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博

士更倾向于选择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出身商业服务

人员和高级管理者家庭的博士更倾向于选择成为高

级管理人员。出身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博士向上流

动性最差,面临着向上提升的阶层壁垒。出身高级

管理者家庭的博士存在较高的职业代际继承性。
(三)在非学术职业的亚选项上,依然存在家庭

资本的影响

选择行政管理人员岗位的博士无论是在家庭文

化资本、社会资本还是经济资本上普遍优于选择技

术业务人员岗位的博士,尤其是家庭文化资本为大

学、经济资本优越、父代为高级管理者的博士更倾向

于选择成为行政管理人员。
(四)家庭文化资本显著影响博士的职业期望,

家庭经济资本显著影响博士的现实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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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博士学术职业期望和现实职业选择影

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发现职业期望更多受到家庭文

化资本的显著影响,但实际的职业选择被家庭经济

资本左右,同时还受到性别、学科门类等自身因素的

影响。
总之,在博士就业多元化的趋势下,除了性别、

就读学科、学业成绩等传统分析框架内的影响因素,
家庭资本对博士职业期望和现实选择的影响已经显

现。博士教育能够在总体上提升或维持博士家庭所

处的社会阶层,家庭会通过拥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

本和经济资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博士的职业期望和

职业选择,较低阶层的家庭更希望子代博士从事学术

职业,而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却在学术职业期

望上低于一般家庭。拥有优越经济资本的家庭尽管

在职业期望上并无显著影响,但在现实职业选择时负

向影响子代博士选择学术职业,这可能与家庭可以更

好地支持子女多元化的选择就业渠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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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fluenceofFamilyCapitalonDoctoralCareerChoice
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generationalCareerMobility

HUANGWeihai,ZHANGXiaoke
(CollegeofPublicManagement,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

Abstract:Itisassertedthatcareermobilitybetweenfilialgenerationandparentalgenerationisanimportantindicatorofthe
mobilityofsocialstratum.Withthedataofdoctoralcareerchoicesfromasurvey,thisresearchanalyzestheinfluenceoffamily
capitalondoctoralcareerexpectationsandchoices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generationalcareermobility.Itisfoundthat,in
general,thecapitalthatdoctorsobtainedfromtheirnatalfamiliesismorethantheaverageinthesociety,andthedoctoral
educationtheyreceivedcanmaintainorenhancethesocialstatusoftheirfamilies,anddoctorsfromdifferentsocialstratahave
differenttendencieswhenmakingcareerchoices.Amongdoctors,thosewhochoosenon-academicprofessionsenjoyarelatively
higherfamilycultureandhavemoreeconomiccapital;thosewhocomefromfamiliesofseniorexecutivesaremoreapttochoose
administrativepositions;andthecareerexpectationsofthosewhochooseacademiccareersaremainlyinfluencedbytheirfamily
cultureandcapital,whiletheeconomiccapitaloftheirfamilyisdecisivetothecareertheiractualchoose.
Keywords:intergenerationalcareermobility;graduateddoctoralstudents;familycapital;career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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