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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女研究生数量攀升、高校生育口径的放开和适婚年龄的到来,女博士在求学期间结婚生育现象

也越来越普遍。本研究以9位高校在读“博士妈妈”为研究对象,采用自传社会学与深度访谈结合的质性研究

方法,探究她们生命历程体验中的学术障碍与突破路径。研究发现,“博士妈妈”普遍经历了双重角色的困顿

与不安,并且在家庭与学生的角色冲突中不断遭遇情境障碍、制度障碍与性格障碍;但在充满矛盾与挑战的

学术与生活面前,她们凭借多样性的社会参与和个人心性品质努力进行正向的意义生产、自我生产,以及新

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打破了母职惩罚下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实现了自我和学术的突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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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治理层面维护女性平等

权益,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并加以贯彻落实,短
短几十年里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女博士追求平等的教育机会提供了制度保障。
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带来了入学规

模的扩张,更促进了性别结构的显著改善。教育部

数据显示,2020年女博士195361人,占博士总人数

的41.87%[1],女性已然托起博士大军的“半壁江

山”。与此同时,随着教育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撤销了原规定中“在校期间擅自结婚

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2],
大学生只要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即可选择结婚。
不断放宽的适婚条件与年龄条件使得在读期间选择

结婚生子的女博士越来越多,然而,学校科研压力和

社会职业门槛不会因此降低对女博士的学术要求。

本研究以“博士妈妈”为研究对象,探析她们在学业、
情感与家庭及社会舆论压力下,如何克服障碍成功

应对学业与生活,不仅可以为同类经历的女性研究

生群体提供成长范例,还能以此为切口,探索“母职

惩罚”背景下职业女性平衡事业目标与家庭职责的

可能性,回应终身学习背景下成人继续学习、在职学

习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突破可能。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女博士队伍的壮大与新闻媒体的

舆论构建,此类群体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学术界

也围绕女博士的媒体形象、性别压力、科研、就业与

婚恋生育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总体来看,在以男

权社会的价值为标尺的评判标准下,作为文字符号

的“女博士”在获得群体性涵指之后,经由电视媒体

的视觉再现,一种始终未超越男权想象的视觉形象

得以生成,她们长期背负婚育中的弱势群体,事业发



展中的“第三种人”等消极刻板的社会印象,遭受社

会污名和性别歧视[3]。事实上,女博士选择读博这

条精深的道路,完全基于个体的志业和志趣,她们想

要通过学术经历与成就昭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和自我价值的实现[4]。在婚恋问题上,女博士也并

非婚恋“困难户”,她们没有放弃婚姻,只是暂时延迟

了婚姻,追求亲密关系、经济独立、自我实现等高质

量的婚姻生活[5]。即便如此,女博士依然未能逃脱

来自学习与工作、情感与家庭、人际与沟通的性别压

力[6],她们的学术地位、学术权利和学术成就不尽人

意,并且琐碎的家庭事务还牵制了女博士的大量精

力,影响了她们的事业发展[7]。有研究对比了男、女
博士毕业生的年终落实率和求职过程,发现女博士

获得第一个工作机会所需的时间远远长于男博

士[8],并且近10年来,工学女博士进入“985工程”
高校的累积比例也显著低于男博士[9]。

综上所述,当前大多数研究已经关注到性别模

式下女博士的婚恋观念、生育问题以及事业志向等

问题,但还缺乏对“博士妈妈”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
尤其未对她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学业问题进行

深入研讨。随着高校中“博士妈妈”数量的增多,学
职和母职的双重身份使她们面临更多的学业困境、
社会压力和心理冲突。因此,对此类群体的学术障

碍与突破路径进行深度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研究生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还能站在社会整体层面,深入发

掘学习型社会背景下成人终身学习的动力与挑战,
为国家教育制度提供反思。

三、研究设计

质性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

中,以自己为研究工具,通过亲身体验理解研究对象

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化

的”“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10]。由于研究者团队都

是已婚已育的高校女研究生,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生

命成长历程、心理体验、学术障碍等有着深刻的体

会,这种双重身份有助于共情与意义解释。
(一)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

3所大学选取了9位已婚已育女博士为研究对象,
升学情况分为直升和工作后继续考学两种,生育状

态分为升学前已生育、升学过渡期生育(休学)和求

学过程中生育(未休学)3种不同类型,当前亲子状

态分为3类:一种是孩子与母亲同在求学所在地;一
类孩子在家乡,而母亲在求学所在地;还有一类母亲

与孩子同在家乡(表1)。
表1 受访对象基本情况表

受访者 年龄 学籍状态 升学情况 生育情况 亲子状态

D1 29 在读博士 直升 升学期间生娃 孩子在老家,母亲在外地上学

D2 29 在读博士 直升 升学期间生娃 孩子与母亲同在上学所在地

D3 34 在读博士 工作后考博 升学前有娃 自己与孩子同在老家

D4 27 在读博士 直升 读博期间生娃 自己与孩子同在老家

D5 28 在读博士 直升 读博期间生娃 自己与孩子同在老家

D6 26 在读博士 工作后考博 考博期间生娃 孩子与母亲同在上学所在地

D7 35 在读博士 工作后考博 升学前有娃 孩子与母亲同在上学所在地

D8 28 在读博士 直升 读博期间生娃 自己与孩子同在老家

D9 31 在读博士 工作后考博 升学前有娃
前期与孩子同在上学城市,
后期与孩子共同返回老家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两种研

究方法:自传社会学是通过“一种自我描述、自我生

成的书写,将一个人生命史中的一些过去,写成文字

或书”[11]。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ingMerton)
率先提出了社会学自传的概念,他认为“自传作者能

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我”[12]。程猛

认为,自传作为一种自我展现和自我剖析的方式,最
能反应传主本人的主观世界,让读者知晓那不为人

知的心路历程[13]。通过邀请信的方式,有3位研究

对象详细地描述了从妊娠到求学至今完整的“成长

故事”,提供了共计3.3万字的叙事资料。“自传”帮
助研究者窥见行动者的主观世界,但“自传”中的世

界是按照行动者的逻辑搭建起来的,从研究的角度

看,往往并不聚焦。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本研究

还采取了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根据自传的叙事逻

辑,研究者提取了“博士妈妈”学术成长的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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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为什么选择求学与生育并举的艰难之路”“生
育以后进入学习场域的角色适应与心理冲突”“正常

进入硕博学业阶段以后,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如何解决的?”等问题,拟定了访谈提纲,对研究

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四、研究发现

(一)“恰当时间”的争议与困扰:双重角色的主

体困境

生命历程理论既是一种理论取向,也是一种研

究社会问题的切入面向,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生命历

程是由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共同形塑而成[14]。在

研究中,生命历程理论特别关注人的某种转变,即个

体在某方面生命轨迹的变化,经常以结婚、工作变动

等“转折性事件”为标志。女博士在升学或求学期

间,同时经历向母亲这一角色的转变,学职与母职的

交织碰撞必然带来独特且难忘的生命体验。但如果

仅从社会事件分析其可能遭遇的困境与冲突,难以

全面洞察“博士妈妈”独特生命历程的内在张力。依

据生命历程理论,“博士妈妈”不仅单纯扮演了学职

与母职双重角色,更在“此时”之外,经受着“彼时”与
“未来”两种时间观下“个体”与“社会”意义交融与矛

盾的巨大考验。而三种时间观的汇聚点,在于传统

生育文化、婚姻制度与现代社会需求、教育制度在个

体生命时间观上的重合,即“恰当时间”。包蕾萍指

出,“恰当时间”包含了社会路线、个人路线与发展路

线多重含义,企图建立“一种将社会需要与个体生命

历程轨迹结合的视角”[15]。而“恰当时间”在“博士

妈妈”个体与群体生命历程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恰当年龄观”带来的角色期待模糊,“恰当转变观”
所产生的生命价值重构,以及“恰当历史观”所强调

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交互影响。
1.“恰当年龄观”下的“身份悖论”与“接纳困难”
首先,从“恰当年龄观”来看,“博士妈妈”选择生

育与她们所面临的“年龄期望”有关,本质而言,这种

“年龄期望”反映的是社会时间概念。9位“博士妈

妈”的年龄分布在26~35岁之间,她们面临着适学、
适婚与适育三阶段的重合,也“自然而然”身负多重

社会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文化观念的包容接

纳,较为青涩的学生身份与成熟、慈爱的妻子身份、
母亲身份“格格不入”,“博士妈妈”为此遭遇难以言

喻的“苦楚”。
犹豫一周左右,我还是硬着头皮、哆嗦着声音,

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到后沉默了很久,
带着恐慌的语气对我说:“我就说不要这么早结婚

吧,你不听,现在如果你想问我怎么办,我只能说打

掉,你要明白,‘针不可能两头尖’,你去看看,有几个

人是带着孩子上学的?”(D2-20211021)
尽管三种身份都有合法合理的社会规约,而一

旦重合,其引发的个体内心动荡与社会多方质疑纷

至沓来。“恰当时间观”又滋生了特殊背景下的“身
份悖论”,并由此产生诸多难以启齿的心理焦虑与现

实挑战。虽然高校对女学生婚育年龄的门槛已逐步

放开,但总体上仍采取既不禁止,也不提倡的立场;
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公众对女学生结婚生育的态

度仍比较“暧昧”,这间接导致社会缺乏对怀孕生子

的女大学生的保障制度;除外在影响外,“博士妈妈”
的恐慌与不安也与自我发展认知有关,2011年的一

项调查研究发现,有73.5%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在校

生育“弊大于利”[16],在前期判断上,她们也有着类

似的困难想象与心理预设。
然而,双重角色对“博士妈妈”产生的消极困扰

并非绝对,相比而言,工作几年后考博的女研究生在

这个问题上尽管也有顾虑,但整体表现更加从容。
某天在手机上查小腹痛和生理期延迟的原因,

猛地想起,天,不会是中奖了吧! 虽然我是适龄结

婚,但真要当妈妈,我还是心慌不已。不多时,我便

买回试纸,跑到卫生间测,果然是自己既担心又期待

的结果。我是个乐于分享的人,得知结果后,我赶紧

告知了诸多亲朋好友这一喜讯。(D1-20211020)
工作后重返校园求学的女研究生,从年龄上高

于直升学生,不仅在心智和思想上更为成熟,而且也

更加接近传统思想中的“适婚适育”年纪,周围的人

对新生命的到来并不感觉意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焦虑。由此可以看出,“恰当年龄观”下多重身

份的悖论,或多或少受到了社会伦理观念制约、高校

生育立场的暧昧倾向、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前置

性或持续性影响。但本质来说,“博士妈妈”遭遇的

心理障碍与现实挑战,源于该群体杂糅三种社会期

望后形成的“社会路线”,与传统社会文化模式中的

“社会路线”产生了偏离与融合困难,亟待合适的调

解与转变。
2.“恰当转变观”下的“价值重构”与“生命可期”
“恰当转变观”仍然强调在个体生命历程的时间

维度上,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和社会环境契合

的可能性,以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的各种“转变”。
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变”带来了个体“生活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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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不仅以全新的意义和视角解释以往的生命历程,
也将新价值、新视角与新可能带入当下或即将开启

的生活轨迹中。“博士妈妈”经历了身份冲突后,她
们不得不进行个人生活史的“重写”,以实现过去与

现在及未来的良好延续与有效对接。“博士妈妈”的
“转变”,不是简单的从“学生”角色跳到“母亲”角色

再回到“学生”与“母亲”身份兼顾的角色,而是无数

次身份调适与冲突适应后的生命价值的重构。
因为我在生娃以后重新进入学校,对于这种身

份角色的调试与内在冲突,自我调解的动力来源于

我前面一年“荒废学业”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深刻反思

与自我开导。在一年的“空白期”里,我全部的时间

都投入到了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上,但照顾孩子本身

真的非常辛苦。有多少个日夜,我都在那里渴望和

回想学校生活的美好和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

我是做了无数次心理憧憬与困难建设回归到学习状

态中的。(D1-20211015)
“博士妈妈”从初遇孩子的身心俱疲、学业搁置

的痛苦焦虑,到学业与家庭得到较好兼顾的自我满

足,其间的心态“转变”和角色“转变”,与其自身不断

在两种生命状态中的反思与尝试有关,并且在取得

优异成绩与妥善照顾家庭之间,对自我生命价值的

诠释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外在条件支持也促成了这

些有益的“转变”,孩子的成长变化、父母的娴熟帮衬

以及学校教育的辅助支持提供了多种有利条件。
丢弃或损失任何一方,我都无法接受,所以我只

能在现有情况下,尝试去突破些什么,以自己独特的

生活经历来塑造更好的“我”,甚至对身边的人带来

正面鼓舞,打破些成见,比如在“宝妈群”里我想变成

优秀且负责任的妈妈,在“学生群”里取得让人羡慕

的学业成就,总之,把自己的劣势、遭受的非议变成

自我突 破 的 可 能,让 未 来 变 得 值 得 期 待。(D5-
20211021)

个体的“转变”往往与社会、历史层面的重要事

件相结合,“博士妈妈”自我“转变”的主要动因,还与

其对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认识有关,受到了个人

选择与社会、历史、现有环境的多重制约,但软性制

约与个体努力之间尚存的成长空间,也为她们迸发

“内在张力”,实现“恰当转变”提供了方向与目标。
3.“恰当历史观”下的“内驱动力”与“成长突破”
人总在一定的时空中参与社会生活,而在此过

程中发生的意识与行动形成了我们常言的“历史”,
因此,历史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生活及其相互渗透

的影响。“恰当历史观”强调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

交互影响,“博士妈妈”的角色调适、个体转变、自我

突破都受到了“恰当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该

群体对社会参与的主动性与社会存在的重要性的深

切关注,为她们后来突破重重困境提供了可能性。
转折点的奥妙,可能还是在我的学习和学校生

活里。它不是具体某个事件,也不是具体某句话、某
个人所带来的,而是我在学校坚持做的学生事务,比
如做我导师的助管,做学部团委副书记,班级班干

部,等等,这些角色拯救了我,让我找到了活着这件

事情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和快乐,让我体察到了我还

是一个实实在在存活着、被人所需要、能够做好事的

人。所以,在很用心地做好这些角色的过程中,我的

生活产生的转折,我的“病情”也逐渐康复。(D7-
20211021)

具象的人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并且指向了人

的“社会性”。学校生活成为“博士妈妈”实现社会存

在价值的重要实践场所,频繁的社会参与不仅帮助

她们与师生产生了更多亲密联结,也使他们获得了

放松身心、加强心理建设的诸多契机。这种在深思

熟虑下做出的行动选择,有着独特的个人见解与思

考,并在加强与社会生活、实践联系的过程中,实现

了生命价值的深化与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处理事情的效率更高,经验

更丰富,面临这些时间冲突的情况也逐渐减少时,我
内心慢慢变得平和下来,开始发自内心地赞同自己,
也感谢自己,使我回归学习场域的角色适应越来越

自然,越来越得心应手,心理调适自然也做得越来越

好了。(D9-20210923)
积极参与学校生活的“博士妈妈”也不得不面临

时间管理困难、身体负担过重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心

理上经受重重考验,但个体“顽强”的意识帮助她们

逐渐度过“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生活混乱期。虽然韦

伯斯特指出,阻碍性压力会催生焦虑感、挫折感、愤
怒感等消极反应[17],但是,挑战性压力对自我效能

感和成就动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有助于激发个体

的内在驱动力,有效调节心理情绪[18]。对于“博士

妈妈”而言,母职惩罚是不折不扣的阻碍性压力,而
当她们适应这种生活时,学业与科研反而激起了她

们内心的斗志,在更加积极的学校生活实践中,实现

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生活重构与价值突破。
(二)“学习障碍”的发生与缘由:多重障碍诱发

的结构困境

克罗斯(KathrynPatriciaCross)在1981年提

出了成人学生学习障碍的概念框架,他认为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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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返校园的成人学生想要顺利完成学业,必须面

对并突破情境、制度和性格三重障碍[19]。从现象学

视角看,“博士妈妈”也描述了她们如何克服困难,坚
持学习。因此,本研究沿用了克罗斯的概念框架用

以分析“博士妈妈”在家庭—学生角色冲突中的

障碍。
1.情境障碍:母职惩罚与社会融入不足

情境障碍,是指由某人在特定时间的生活情境

而产生的障碍。近年来,“母职惩罚”逐步成为新型

热门话题,它指“女性在进入婚姻后,尤其是随着孩

子的出生,因承担更多照料责任,从而使收入与同龄

男性或非母亲的同年女性拉开显著差距”[20]。有研

究者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为研究对

象,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即使获得了就业机会,女性一旦结婚生育,母职的

密集 劳 动 就 会 影 响 其 职 业 发 展,构 成“母 职 惩

罚”[21]。陈衡哲曾因妊娠反应太大而不得不中断上

课,胡适在日记中对这件事这样评论道:
“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她很觉得羞愧,产后曾

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就因孕辍学,确使

很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

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

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

陷,愧悔是无益的。”[22]

这也证明了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

安排已经深深印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即便接受

了高等教育、拥有一般女性难以企及的职业地位和

声誉的高知女性,仍需面对生育带来的职业发展困

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虽然对性别角色分

工有所不满,在对母亲身份的认可下,她们还是选择

接受“母职惩罚”。鲍威尔(Powell,S.)曾经研究了

本科以后重返高等教育专业人士,认为他们之所以

无法坚持,并非由于学术能力,而是他们无法平衡生

活[23]。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承认了平衡学业和照顾

家庭所产生的压力,当她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照

顾孩子上,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就比非母亲少,从而

降低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此外,由于家庭责任的环

境因素,“博士妈妈”拥有更少的时间在校园里进行

社会融合,而缺乏社会融合已被证明对学业有持久

性的负面影响[24]。

2.制度障碍:修学限制与异地求学困难

制度障碍,包括那些排除或阻碍有工作的成年

人参与教育活动的实践和程序———不方便的时间表

或地点、兼职学习的全日制费用、不适当的学习课程

等。我国的博士学制经过几次改革后,从2000年开

始“实行弹性学制”,但高校最长修业年限一般是6
年,延期过久的博士生面临被学校清退的窘境[25]。
与此同时,“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

受 研 究 生 国 家 助 学 金 ”[26]。 内 维 尔 和 陈

(Nevill&Chen)指出“家庭责任,如那些与结婚或生

育有关的责任,可能会限制毕业生的时间和他们申

请、注册、完成研究生学位项目的可能性”[27],学制

和研究生资助的限制进一步增加了“博士妈妈”的学

业压力。
我看到一些研究生妈妈延毕的案例,心里就很

害怕。时间不等人的,很多全心全意在读书的学生

他们都有各种原因没有按时毕业,我们这种身份的

人延毕的风险应该更大吧。(D1-20210921)四年,
你说很长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很短了,读博前

期孩子很小,我有很多时间都用在照顾她身上去了,
后面还有小论文发表的压力,博士论文也不是那么

好做 的,我 觉 得 我 的 时 间 都 不 够 用 了。(D7-
20211017)

相对而言,国外研究生的培养学制没有非常严

格的限制,学习年限也比较灵活。有研究发现:过去

30年,美国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习年限基本稳定在

6~7年,工程类博士获得学位用时基本保持在7~8
年,社会学类平均用时7.7年,人文学科类的博士获

得学位的时间尽管近20年呈递减趋势,到2012年

竟然有9年,教育类博士用时最长,长达12年甚至

更久[28]。我国研究生学习期限的灵活度不高,主要

是受到了资助制度的限制,研究生奖助学金一般由

学校或学院统一评选发放,有名额限制,且一般只有

学制年限内的研究生才能享受,学制意味着资源保

障[29]。除了学制带来的制度障碍外,一些“博士妈

妈”还提出了由学籍和户籍引发的困扰,当前,我国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政策,不少受

访者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或者与孩子一起返回家

乡,大多由于适龄子女上学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这两

种情况对“博士妈妈”的心理和学业都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
3.性格障碍:家庭问题与自我效能过低

性格障碍是指与学习者的态度和自我感知相关

的障碍,尤其指心理压力对学习者态度和自我感知

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研究生是心理问题

的高发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像一股潜伏的暗流,制约

着研究生的发展[30]。由于地域差异、文化隔阂、消
费观念、家庭微观权力争夺等原因,“博士妈妈”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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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问题,加上读书期间对工

作机会成本的丧失,往往使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处于

劣势地位,由此引发经济不安全感,造成焦虑、抑郁

等心理问题。除了家庭问题、经济问题造成的心理

压力外,这一群体在身份转化后普遍产生过低的自

我专业能力认知,也成为影响学业进步的重要障碍。
我一直比较佛(系),生完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更

佛了,反正只要能毕业就行了。(D6-20211017)尽
管我在硕士期间很顺利,但在博士期间,自己的学术

信心还是产生了动摇。读博很难,做妈妈也很难,博
士妈妈难上加难! 尽管一直在努力追寻,还是会担

心这件事(指生孩子)会影响我。(D1-20211015)
自班杜拉(AlbertBandura)1977年在《自我效

能:行为改变的统一理论》首次提出了“自我效能

感”,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习和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受到

了广泛认同。从广义上说,自我效能感是相信一个

人有能力成功地完成各种任务或有挑战性的生活情

况,“博士妈妈”在学术上自我认知不高是其自我效

能感较低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各种心理暗示下产生

较为顽固的心理障碍,由此经受着比其他研究生更

多的心理压力。
(三)“文化生产”的过程与意义:突破“限制性樊

笼”生成的自我内驱力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提出了“文化生产”概念,
他认为文化的特性表现在“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
的积极过程,尤其在理解自身处境,包括经济地位、
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

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31]。程猛认为,
这种意义的生产表现为意义生产、自我的生产以及

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13]。那么,“博士妈妈”
从理解到认同并建构自我身份,又经历了怎样的文

化生产过程呢?
1.意义的生产:“重新解读生命之旅”
文化生产的本质是澄清某种生活中内隐或外显

的意义和价值,对这段特殊生命体验的意义的理解,
影响了“博士妈妈”整体的认知。当提及“今天的你

如何评价自己这一段经历”时,她们的回应彰显了行

动者通过主动创造赋予的行动意义。
(生孩子)肯定有很大的影响,改变了多少人生

轨迹呐。但这种影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因为如果

孩子没有提前到来,我可能读博期间就不会这么卖

力了,我的时间观不可能这么紧迫,我的行动观不可

能这么高效,我的人生观不可能这么通达。因此,今
天的我,很感谢自己提前“偶遇”了自己的孩子,感谢

自己没有做任何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也感恩上天让

我冥冥中走向了更好的方向,这个方向是我所向往

的美好的方向。(D2-20211020)
爱比克泰德曾说:“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

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32],每一种生活样态本

身都是一种“材料化”的体现,而如何使这些材料加

工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则离不开行为主体自身

的行动。对于生育事件的意义创造是通往学术成长

的内在心理基础,当以正面眼光对待时,往往更加有

利于个体在学业上的进步。
2.自我的生产:“点燃生命的内驱力”
在社会学的视野下,自我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的

作用,生育作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它背后包含

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对人的影响不言而

喻。从调查结果看,“博士妈妈”并不认为有孩子是

故事的终点,怀孕生子事件重新塑造了她们的自我。
“重新”进入学校,我不仅感觉自己和别人不太

一样,我还感觉我和硕士时的自己也完全不一样了。
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来自于我对学习机会的无比

珍惜。博一的每节课,我都是最早到达教室的,我永

远是坐在第一排最显眼的位置,上课永远是那个最

喜欢互动的同学。(D3-20211020)
与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同,母职责任加上

年龄和心理不断成熟,使得“博士妈妈”对自我的认

知更加清晰。当然,人的自我分为真实的自我和表

演的自我,前者需借助某种基本的运作才能被定义

和发现,后者则是由无数的符号和意义搭建起来的

面具所组装起来的。对于“博士妈妈”而言,生活远

比想象的曲折,但“至少可以在前一晚痛哭过,第二

天自信满满地回到学校处理各色各样的事情。也许

这是一种‘表演’,但正能量的‘表演’好过堕落而无

助的‘真实’,至少能够因此给自己好的暗示和心理

建设,也 能 够 让 别 人 感 觉 到 舒 适 与 开 心”(D2-
20211020),这对于她们而言,也是重塑自我道路上

一种重要的价值追求,看似虚假的“表演”,反而促成

了更加坚韧的新自我形成。
3.学习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硬核妈妈的求

学路”
“学习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集中表现为对学

术之路的渴望和追求,“博士妈妈”在经历前期的母

职惩罚以及相应负面效应后,当她们重新投入学习

时,对学习机会的无比珍惜与对学术生活的强烈认

可,促使她们更加主动地摸索高效的学习方式和宽

阔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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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带孩子太辛苦,太累了! 每天晚上等孩子

睡着后,我开始投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前后的

对比,我发现读书简直太幸福了,后来,我发现就在

那段期间我阅读过的文献堆起来大概有两米高,这
在以前简直难以想象。(D4-202101017)

从前文对“博士妈妈”生命历程的描述,以及对

她们肩负的双重角色和多重障碍的分析,可以发现,
长时间休学的落寞、抚养幼儿的疲倦、家庭关系的困

扰、教育制度的压力及女性角色的弱势,使得学习的

意义和价值再度凸显,她们对学业表现出的热爱比

以往都要强烈。此外,母职和学职的冲突要求女研究

生必须建立做事的优先顺序,“博士妈妈”也学会了时

间切割,高效率作业,不断挖掘自己的学术潜能。
不像没有小孩前那么自由,读博对母亲造成影

响,促使她必须把握时间有效应用,时间切割分块,
从早到晚这个时间做什么,那个时间做什么,规划明

确,否则全部用来做家务、陪伴儿子,做课题写论文

的时间都没有了,其效率之高是未读研前无法比拟

的。(D6-20210923)
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看似宏大叙事,实

则表现在每一处生活细节中,指向人的生命意向状

态。为了在学职和母职中求得“圆满”,“博士妈妈”
在平凡的岁月里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并通过

高效率作业弥补母职的影响,而这种生活方式下各

种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助力自我走出学业障碍的

重要力量。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泰特·吉利安(TettGillian)指出,理解任何社

会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局内人—局外人的视角,并在

两种视角间切换自如[33]。本研究采用自传社会学

与深度访谈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9位“博士妈

妈”的学术障碍及其突破路径展开分析;利用生命历

程理论对她们的学术生命体验过程进行研究,从而

更生动地发掘“博士妈妈”面临的真实困境,以及突

破这些“限制性樊笼”的自我驱动力。“博士妈妈”从
早期的慌乱迷失到后来的得心应手,在主动克服并

化解挑战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生命的转折与蜕变,
重新找到了自我认知与学业—生活的平衡点。

虽然“博士妈妈”的生命成长经历异于普通女博

士,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女研究生、甚至其他学

生提供了很好的成长范例。学生阶段不可避免地会

遇到学业困难以外的障碍,比如情感问题或者经济

困扰等,如何在复杂的问题情境中做好自我心理疏

解与健康人格建设,同样是解决学业障碍的重要着

力点。因此,此类群体的成长故事绝非一个小群体

的教育叙事,它也能将故事的影响辐射到其他学生

群体中,带来更加深刻的文化再生产价值。此外,
“博士妈妈”的成长案例也与职业女性如何平衡好事

业与家庭、终身教育背景下成人如何化解继续学习

障碍等典型社会问题不谋而合,她们克服重重困难,
寻求到成长可能的生命历程同样具有社会借鉴价

值。与以往研究相同,本研究证明了“博士妈妈”在
家庭—学生角色的冲突与协调中普遍经历了情境障

碍、制度障碍和性格障碍。传统男女角色分工的秩

序安排使她们不得不接受“母职惩罚”,从而降低了

她们的学业投入,与此同时,由于家庭责任的环境因

素,使她们在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中遭遇一定壁垒;
在制度层面,研究生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给“博士妈

妈”带来学业压力和延迟毕业的风险,子女在异地求

学中遭遇的户籍和学籍限制,加剧了她们的生活负

担和心理压力;家庭纷争、经济困难等造成一定的性

格障碍,在身份转化后专业自信的降低也是影响学

业进步的重要障碍。
最后,本研究揭示了“博士妈妈”在遭受学业障

碍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正向文化生产,努力突破社

会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母亲的身份赋予了她们

新的使命和任务,对母职的正向意义和功能的认可

是她们实现学业突破的前提和基础,推动她们不断

更新自我认知和自我塑造。从学业初期的“慌乱”到
后期的“稳定”,学习和学校生活成为生活琐事之外

的一股“甘泉”,重返校园后对学业的渴望加深了成

就动机,日常学习中对碎片化时间的高效利用也成

为顺利推进学业的重要保障。在这种情感定势中,
她们坚定选择了一条积极的,通往自我转型和实现

的人生道路。
(二)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帮助女性协调母职和职业发展的冲

突,西方国家曾采取了系列支持生育的制度安排,像
产假、父母假、生育津贴等政策被证明可以有效降低

母职惩罚的负面效应[34],目前,国内普遍落实了女

性生育保险、产假等制度,但由于女博士的特殊身

份,这些政策尚没有平等惠及“博士妈妈”群体。其

次,幼托服务可以分担母亲的养育责任,为女性就业

创造良好环境。国内一些发达城市已经开始提供普

遍性、高质量的幼托设施,但由于户籍限制,“博士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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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子女尚不具备或满足异地上学的条件,在今后

的制度设计中,或可考虑放宽条件限制,以减少高学

历女性在追求学业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在教育政策

上,我国当前所谓的弹性学制,教学过程依旧按照学

年统筹,课程按固定学期开放,并且学籍管理也较为

严格,学生分阶段学习的限制较多。对于“博士妈

妈”群体而言,弹性学制不仅指修业时间的空间扩

大,更需要在教学过程、课程安排、学习方式等关键

内容上增加灵活性,为研究生妈妈提供更多的学习

机会。
最后,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博士妈妈”角色冲

突调试起着重要影响,包括家庭支持、导师和朋友的

支持,以及拥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支持。除了国家制

度和教育政策上的设计与安排外,高校尚可建立相

应的关怀机制,关心“博士妈妈”这一特殊群体,积极

为她们搭建融入学术和生活的平台,及时发现并疏

解研究生妈妈的学业困难和心理压力,帮助她们顺

利完成学业,为研究生教育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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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increaseoffemalepostgraduatesinnumber,thereleaseofencouragingchildbearingpoliciesandthe
approachingoftheirmarriageableage,femaledoctoralstudentsgettingmarriedandgivingbirthduringtheirstudieshas
becomeacommonphenomenon.Withnine"MamaPhDstudents"asresearchobjects,thisstudytakesaqualitativeresearch
methodthatcombiningsociologyofautobiographyandin-depthinterviewtogethertoexploretheacademicbarriersandtheway
tobreakthroughthemfromtheirlifeexperience.Theresearchfindsthat"MamaPhDstudents"generallyexperiencethe
difficultyanduneaseofdualroles,andconstantlyencountersituational,institutionalandpersonalityobstaclesintherole
conflictbetweenmotherhoodandstudent.Whenfacingtheacademicandfamilylifefullofdifficultiesandchallenges,the"
MamaPhDstudents"strivetocreatepositivemeaningsoflife,themselves,newlifestyleandnewwayoflifebyvirtueof
multipleparticipationsinsocialactivitiesandpersonal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Inthatway,theymakeitpossibletoerase
thestereotypedimageoffemaleunder motherhoodpenaltyinthesocietyandrealizeselfimprovementandacademic
breakthrough.
Keywords:female;PhDstudents;motherhoodpenalty;roleconflict;academic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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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actorsInfluencingDropoutIntentionofPostgraduates:

AnExploratoryAnalysisbasedontheGrounde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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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Educ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2.CollegeofPublicManagement,Gui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Postgraduatedropouthasanegativeimpactonbothuniversitiesandindividuals.Thestudyofdropoutintentionasan
antecedentvariableofdropoutbehaviorcanhelpreducetheoccurrenceofpostgraduatedropout.Basedonthepersonalcases

providedbyindividualsinwritinginresponseto"whydopostgraduateswanttodropout"inthe"Zhihu"Q&Acolumn,this

paperusesgroundedtheory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theirdropoutintentionandconstructanimpactframeworkmodel,

whichshowsthefactorsthatinfluencethedropoutintentionofpostgraduatescanbedividedintothefollowingsixaspects:

externaldrivetobeapostgraduate,negativepersonalexpectationforthefuture,theinfluenceofotherswhoareimportantto
them,asenseoflowefficiencyintheirstudies,lackofacademicinterest,andtheadaptationtonewacademiclife.According
tothefindingsbyvirtueoftheinfluencingfactorsmodel,thispaperproposessomeinterventionmeasures,includingthe
cultivationofpositiveacademicemotion,optimizationofthecultivationmode,developmentofteacher-studentculture,and

provisionofguidancetonewlymatriculatedpostgraduatesintheirtransitionperiodtoacademiclife.
Keywords:postgraduates;dropout;dropoutintention;groundedtheory

·35·金马妮,等:平衡的艺术:“博士妈妈”的学术障碍与突破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