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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消费与两栖认同

两栖消费与两栖认同
——
—对广州市 J 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身体消费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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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打工妹在消费文化与资方形象规训的合力下， 激起了身体消费的欲望。

然而经济收入、日常生活程式与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制约着打工妹的消费行为 。 打工妹
的消费欲望难以得到完全满足，随之产生心理冲突与地位落差感。 为了应对这种心理冲突和地
位落差，她们采取了两栖消费的策略，这种消费策略与她们的两栖身份认同形成了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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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矛

道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乡村居

盾，就是当地居民的欲望被消费文化或消费主义所

民向城市的迁移，城市生活方式或消费文化也对这

唤起，但他们的支付能力却无以满足这些被调动起

些乡村移民产生了示范效应，导致他们早期在乡村

来的消费欲望（Belk，
1988；
陈昕，
2003）。尽管导致这

所形成的消费习惯被打破，消费欲望的增长快于可

种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之间的脱节现象的原因有不

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少，但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无疑是两个最为重要的

然而，
在中国，
尽管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兴起

宏观方面的原因。杜森贝里认为，
在一个稳定的生活

了大规模的“民工潮”
，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的失衡

体系中，消费者往往会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维持一个

现象只是到了第二代农民工身上才显现出来 （余晓

平衡。均衡的打破往往是由于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

敏、潘毅，
2008）。关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表明，农

对消费者所造成的“示范效应”(Duesenberry，
1959)。

民工的消费结构呈现出水平较低、边际消费倾向低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过程就是打破这种

的特征，其消费仍然以满足基本生存的保障性消费

消费预算均衡的力量，因为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或

为主。农民工还未受到城市消费文化过多的影响，
基

消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居民造成示范效应。同样

本上维持着农村的消费习惯。这与其收入低、
劳动时

资料来源：
《
“十一五”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
t20110302_402706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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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长、社会保障缺失以及经济型的进城动机有关（李

的影响，
本文选择对服务业中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另

淋、冯桂林，
1996；
1997；钱雪飞，
2003；李晓峰、王晓

一方面，进城农民工的性别对他们的消费欲望也有

方、
高旺盛，
2008；
李伟东，
2006）。尽管他们在城里能

影响。一般来说，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形象或身体消

赚取比在乡村务农更高的收入，但这份收入却无法

费上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为了控制性别变量，

让他们在城里维持一种城市生活水准。因此，
他们往

本文只对农民工群体中的年轻女性（俗称“打工妹”
）

往最终回到农村消费，因为把在城里打工赚到的钱

打工妹占有相当大的比
进行研究。在农民工群体中，

拿到农村来花，
能获得比城里更高的消费效用。

“十一五”
经
例。据 2011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

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退出，新一代农民工的消

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显示，
2009 年我国流

费观念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消费具有

动人口规模已达 1.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3.5%，其

向城里人看齐的特征（严翅君，
2007）。新一代农民工

中女性占流动人口的 43%[1]。在中国城乡差异的文化

不再满足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市生产，回农村消

语境中，
两种文化塑造出两类女性的身体形象。城市

费”的生活模式，而是希望今后能够留在城市生活。

女性的身体更多地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被塑造成

他们的进城动机已经由“经济型进城”转变为“经济

时尚、性感等商业化元素的载体 [2]。而农村女性的身

（王春
型进城和生活型进城并存”或“生活型进城”

体较少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保留着较多传统文化

光，
2001）。因此，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尚未与城里

与民族文化的印迹，与城市女性的身体存在一定的

人同步的情况下，他们的某些消费欲望却在追赶城

视觉差异。这种视觉差异背后体现出不同文化对身

里人。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的失衡问题变得

体的塑造。因此，打工妹进入城市后，身体形象的变

明显起来（严翅君，
2007；余晓敏、潘毅，
2008；朱虹，

化与其对城市文化的认可、
接受和吸纳不无关系。对

2004；
2008）。

打工妹的身体消费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
了解打工妹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与适应情况，以及相

尽管国内学者也注意到新一代农民工出现了消

应的消费欲望的变化。

费 欲 望 与 支 付 能 力 的 脱 节 现 象 （余 晓 敏 、 潘 毅 ，
2008），对这一脱节现象的研究依然还存在不足。其

2011 年 2 月至 3 月，本文第二作者以打工妹的

中一个不足体现在，以往的研究更多是从城市消费

身份进入广州 J 工业区，
在一个化妆品店铺作了一个

文化这个外部环境的角度（如：广告、时尚、商业促销

多月的售货员，切身体验服务业打工妹的日常生活

等）来研究农民工消费欲望的升级（严翅君，
2007），

并深入了解她们的消费情况。作者运用民族志方法，

但却忽略了生产空间这个内部环境对消费欲望升级

借助能讲贵州方言的优势，与来自贵州的打工妹同

的影响。本文的目的，
就是结合城市消费文化外部环

吃同住同工作，近距离观察打工妹的日常工作和消

境和农民工所处的生产空间的内部环境来分析新一

费生活。本文所运用的观察和访谈资料，
就是从这次

代农民工的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失衡的形成过程，

田野调查中获得的。

以及农民工应对这种失衡的方式和后果。

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分析打工妹的

要了解生产空间的内部环境对农民工消费欲望

消费约束机制；第二部分论述打工妹的身体消费欲

升级的影响，不能不考虑行业和性别的差异。一方

望的唤起机制；第三部分讨论打工妹如何处理消费

面，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环境是不同的，企业

欲望与支付能力之间失衡的策略及后果。

对农民工进行规训的方式和内容也是有差异的 （朱

一、消费的结构性约束

虹，
2008）。如果说流水线工厂对农民工的消费欲望
升级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服务行业、尤其是在前台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收入确

工作（如高档餐厅、休闲与娱乐场所、商店）的农民工

实有所提高。但是，扣除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等因

的 消 费 欲 望 却 会 受 到 服 务 业 环 境 的 影 响 （朱 虹 ，

素，农民工的收入并没有高到足以与城里的主流人

2008），这不但是因为农民工有更多的接触城市生活

群一样可以维持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方式和城市参照群体的机会，而且是因为服务业本

在笔者调查的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的工资收

身会对农民工的形象产生职业要求。因此，
为了说明

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底薪、提成和奖金。各个商铺

服务业生产空间的内部环境对农民工消费欲望升级

的底薪从 1000 元到 1500 元不等，提成在 3%-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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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果业绩良好，超出了每月的销售指标，将会得

工妹休息的时间多在工作日，她们休息时朋友都在

到 200 元左右的奖金。这三部分加起来大约有 2500

上班，一个人没有太大的兴致去市区玩。所以，打工

元左右。年前销售业绩好时可以拿到 3000 多元，生

妹很少有机会去市区的娱乐、消费场所，主要的休闲

意清淡的时候一个月也有拿不到 2000 元的情况。

活动还是在工业区内。小丽生日那天，
精心打扮过后

也就是说每月除去维持基本日常生活的住宿、

的打工妹，走在工业区的马路上引来不少关注的眼

饮食消费支出，打工妹至少能余下 1000 元左右。按

光，有的带着好奇、羡慕和欣赏，有的眼光则带着对

说 1000 元也基本能够满足身体消费所需的费用。但

“穷讲究”的鄙夷。过分的关注和别人在背后的指指

问题是，这 1000 元并不能完全算作打工妹可以自由

点点让精心打扮的打工妹感到不适。

支配的收入。笔者与打工妹交流时发现，
大多数打工

除了日常作息时间的限制，打工妹的社会交往

妹还是会寄钱回家。像小丽 一样家中有两个弟妹在

圈也十分有限和同质。农民工的社会互动关系网络

[3]

读书，属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打工妹，每月都要寄钱

主要建立在血缘、
亲缘、
地缘和业缘关系之上。虽然，

回家。即使家庭经济情况好一些的打工妹，
也需要储

业缘关系有助于农民工扩展社会关系，但是在工作

蓄部分收入孝敬父母或者以备不时之需。除去寄回

上农民工接触到的群体非常有限。从总体上看，
他们

家和用于储蓄的收入，打工妹手头持有的可支配收

交往的群体以与自己同质性很高的人群为主，与市

入非常有限。服务业打工妹，
一方面想购买各种消费

民的互动交往较少。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民工与流入

品，另一方面经济条件有限，进行消费时有一定的心

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倾向与实际交往都非常少。王春

有的打工妹埋怨过家
理压力。面对这种心理压力时，

光通过对深圳、温州和杭州三个城市的调查表明，只

庭对自己的拖累，小梅曾向笔者抱怨父母修建新房

有 21.16%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经常有交往，
48.16%

给自己的经济负担：

的人不经常交往，另外还有 10%和 19.17%的人与周
围的当地人基本没有交往和完全没有交往（王春光，

07 年我和我姐刚出来， 每个月只留 300 块
在身上， 其他全都寄回家，（姐妹俩寄回家的钱）

2001）。许传新、许若兰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至少有 2000 块。 我家修房子的钱基本上都是我

（许传新、许
视为“一种共同地理空间中的精神隔离”

和我姐的。

若兰，
2007）。

打工妹通过抱怨只能暂时发泄情绪，要解决消

这与笔者调查时观察到的情况一致。不论是工

费欲望与经济条件间的矛盾只能是在其他生活开销

厂的打工妹还是在服务业的打工妹，她们的社会交

上省出一部分钱，或者减少寄回家和用于储蓄的钱。

往群体都以亲戚、老乡为主，范围比较狭窄。正因为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无法满足其消费欲望，打工妹也

如此，从消费参照群体的层面来看，打工妹的身体消

只好先抑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不消费或者等到下次

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打工妹主要的参照群体是与

发工资时再消费。

其关系密切的打工妹和诸如店长这类的管理者，以

很显然，低收入对打工妹的消费欲望构成了硬

及化妆品公司的美容顾问。不像在市区高档服务中

约束。从逻辑上来说，
新一代农民工应该跟老一代农

心的打工妹，
有很多与城市女性互动的机会。
综上所述，打工妹面临三重消费的结构性约束：

民工一样，不应该形成过多的消费欲望，主要原因就
是可支配收入过低。然而，
正如我们在下文所要论述

收入低下、
休闲时间少、
社会交往圈同质与窄小。这些

的，收入低下的情况并没有妨碍打工妹形成一些脱

约束条件客观上应该遏制打工妹消费欲望、
包括身体

离收入基础的消费欲望。这正是令人好奇的地方。

消费欲望的形成或升级。她们应该像老一代农民工一

不仅如此，打工妹的日常生活程式和社会交往

样，
在消费上省吃俭用，
无欲无望。然而调查也显示，

圈客观上也对她们的消费欲望的形成构成了约束。

新一代打工妹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象的方式进行消

从打工妹的日常作息时间来看，她们大部分时间都

费。尽管她们并没有接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但她

广州 J 工业
在工作，
很少有闲暇时间。根据田野观察，

们的一些消费欲望和消费决策的形成，脱离了她们

区打工妹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生产劳动，每个月只

她们不再愿
的收入基础。她们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

有 2-4 个休息日。且每天要工作 11 个小时。加上服

意做消费文化的弃儿。相反，
她们在某些方面正在融

务业通常在节假日不安排员工休息，因此服务业打

入城市的消费文化。那么，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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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如何应对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的脱节问题？

1. 大众媒体。各种媒体图文并茂地将消费编织
成一幅动人的生活图景，把商品转换成意义丰富的

二、消费欲望形成的机制

符号（McCracken，
1986）。在媒体的渲染下，
消费不只

尽管打工妹面临消费的三重结构性约束，但并

是单纯的购买行为，还是一种彰显个人品味的生活

不意味着她们就跟在农村完全一样。尽管她们的休

方式（Bourdieu，
1984）。打工妹从媒体宣传中渐渐学

闲时间少，但相对于农村，她们接触商品及其商品信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
会了“如何生活，如何消费”

但
息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尽管她们的社会交往圈窄，

的生活理念与消费观念。大众媒体将消费塑造成一

她们所看到或接触城市的消费参照群体的机会还是

种享受生活的方式，试图传递消费就是享乐，享乐是

大大增加了。事实上，
视觉上的观察也会对人的行为

人生的真谛这一观念。打工妹对这些观念耳濡目染，

造成影响。城市消费文化环境的确是构成打工妹消

慢慢受到这类观念的影响。
小碧是 S 厂的工人，曾在浙江嘉兴某服装店作

费欲望形成和升级的影响因素。但如果仅仅限于这
种宏观环境的解释，难以说明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在

了半年的售货员。她说厂里同事都说她穿衣有品位，

消费上差异。要说明服务业农民工与流水线上的农

喜欢和她一起逛街，并认为她对穿着打扮比较“有研

民工在消费上的不同，还必须考虑工作环境对消费

，
她说：
究”

的影响。因此，
我们的分析框架除了考虑到城市消费

我以 前 在 嘉 兴 商 场 也 帮 人 家 卖 过 东 西 ，特

文化这个宏观环境外，还把服务业内部环境因素整

别喜欢看店里面的那些书 。 我看里面的模特是

合进来（详见图 1）。当然，
其他因素，
包括家庭、
年龄

怎么穿的。 ……女人嘛，都是靠打扮。 那些模特

时、是否有意愿留在城市等因素，都对打工妹的消费

其实长的也一般， 穿上那些衣服就显得特别有
气质……我就看不惯我们厂一些女孩子 ， 每天

欲望构成影响。图 1 是本文的整体概念框架。

只晓得上班赚钱， 也舍不得花钱买点好看的衣


服，打扮一下。 我就喜欢做做 （工作）玩玩，那么
年轻没有必要那么累，有机会就要多享受一下 。



钱是自己挣的，该花的就花。



可见，
小碧不仅从杂志上学会了如何穿着打扮，















也慢慢接受了媒体对女人生活的定位。在城市生活
多年后，她已经改变了原来一味赚钱的生活方式，更
加注重享受生活。
看到电视剧中女主角在商场疯狂购物的情节，

9:

个人因素：
&’()*
家庭状况；
+,-./
年龄时；
留
0123/
4城
5
在
市
的
678
意愿

图1



"#



$%

!

;<

在酒店工作的小梅十分得意地向笔者描述她类似的

=>

经历。
她们都说我不把钱当钱，把钱当纸用。 有一

?@AB

次 ，我 在 一 家 店 就 （总 共 ）买 了 一 千 多 块 钱 的 衣

打工妹消费欲望的形成机制及其消费策略

服，她们（同事和朋友）都说我太恐怖了。 ……我

在图 1 中，个人因素，包括家庭状况、年龄时因

觉得没必要那么计较 ， 我看到喜欢的一般带钱

素、是否愿意留在城市等等，对打工妹的消费欲望的

了都会买。 省那么多钱也没什么意思，钱挣来本

本文不打算分析这
形成起重要的作用。但鉴于篇幅，

来就是（用来）花的。

个影响因素，
而是集中分析宏观消费环境和微观职业

虽然小梅月收入只有 2500 元左右，但是正如她

环境对打工妹身体消费欲望形成的影响因素，
以及打

自己所说“钱挣来本来就是花的”
，她认同这种享乐
能不加班时她
的生活方式。平时比较注重享受生活，

工妹面对欲望与约束之间的张力所采取的策略。
（一）城市消费文化环境

宁愿休息也不愿为多挣些钱而工作。在朋友小亮的眼

打工妹接触城市消费文化的途径主要包括媒体

中，
小梅是
“懂得享受、
花钱大方的人”
。调查结束后，
小梅还常常约笔者到公园游玩，
请笔者去餐馆吃饭。

宣传、
商业促销和社会交往群体的消费示范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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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是打工妹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电视剧

济相对比较落后，这些媒体宣传的商品对打工妹来

中女主角的形象也成为打工妹讨论的热点话题。电

说往往遥不可及。因此，
她们对这些消费品的欲望并

视媒体中的城市女性形象是打工妹心中的理想模

不强烈。打工妹进入城市，
看到商店中琳琅满目的商

型，她们常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身体形象，向这

品时，
消费的欲望才被真正地调动起来。城市繁荣的

一理想模型靠拢，或通过类似的身体消费塑造相似

商品经济使她们的消费成为可能，进入城市后她们

的身体形象。打工妹对这类理想身体模型的渴望最

会更加关注媒体与商家提供的商品信息，在这个过

后衍化成对身体消费品的购买欲望。

商家的销售活动是
程中渐渐生出消费的欲望。故而，
发掘其潜藏消费欲望的重要方面。

笔者调查期间，
J 工业区打工妹常常讨论当时正
热播的电视剧《回家的诱惑》中女主角的穿着打扮。

打工妹还可以从商家各类促销活动中获取商品

女主角成功改变自己的形象、气质，最终抢回出轨丈

信息，商业促销活动也是消费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

夫的情节不仅让打工妹大快人心，
也让她们意识到身

途径。商店将电视媒体中的消费品带入打工妹的日

体形象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某天晚上，
看了这部电

常生活中，
再一次激起了打工妹潜在的消费欲望。当

视剧后，
和笔者一同住在店里的小丽意味深长地说：

然，商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播商品信息，而是唤起顾
客强烈的购买欲望，并将这种欲望转化为消费行动。

所以说女人要靠打扮， 品如 （剧中的女主
角）现在（打扮过后）比以前好看多了。 她要是以

本文中所指的商业促销活动主要包括销售员的促销

前多打扮一下，这么漂亮也不会输给艾丽 （剧中

行为与产品促销优惠两个方面。
当打工妹去商店消费时，销售员作为信息传递

的第三者）。

者，向她们灌输商品知识和消费观念，试图引导打工

通过这类电视节目，打工妹慢慢认识到身体形
象对于女人获得家庭幸福、
社会地位的重要作用。在

妹进行消费。为了说服顾客购买商品，
销售员适时采

这一过程中，萌生出对塑造身体形象的消费品的购

用各种销售策略强化顾客的消费欲望，包括传播消

买欲望。媒体除了渲染消费氛围，
激起受众的消费欲

费观念、夸大商品功效等。其中，最具说服力的策略

望外，还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信息，引导消费者选购

便是“身体问题化”策略。所谓“身体问题化”是商家

具体的商品。服务业的打工妹比加工业打工妹更加

将顾客正常的或者亚健康的身体问题化、疾病化，夸

关注媒体传播的商品信息，主动从中获取时尚与流

大不进行身体保养的后果，以说服顾客购买产品的

行的讯息。

销售策略。笔者所在店铺的店长便成功地使用这一

小英是笔者调查时所在店铺的美容师，她常常

策略劝说打工妹小乔一次花了 8000 多元买了几瓶

从电视广告和杂志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服装和发式。

口服精油。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从

一天下午，她反复翻阅店铺内的一本时尚杂志后，指

中我们不难发现商业促销对打工妹消费欲望具有较

着杂志中一位模特的发型询问笔者：

大的影响力。
为了发掘更多的潜在顾客，商家还开展各种产

你觉得这个头发好不好看？ 我想过年的时
候去做这个（发型）。 我的脸比较大，弄这个头发

品促销优惠活动。一到周末，
工业区各店铺就推出各

脸显得小一点，会比较适合我。

种形式的促销优惠活动。免费体验与特价优惠是常

像小英一样，许多打工妹通过媒体吸收时尚与

见的两种活动形式。笔者所在店铺的许多新顾客都

流行文化的元素。她们依照电视、
杂志等媒体中的女

是免费体验后第一次购买护肤品。特价优惠活动不

性形象来建构自己的身体形象，将其作为以后身体

仅对老顾客有吸引力，还可以引起一些有潜在消费

消费的参照。媒体宣传不仅告诉打工妹她们需要消

欲望的顾客的兴趣。小英从未使用过 A 品牌的化妆

费，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商品信息告诉她们应该消费

品，
一次与笔者逛街时，
正好遇上 A 品牌的特价优惠

什么、
怎样消费。

活动。原价 400 多元的一套护肤品当时的促销价不

2. 商业促销。显然，随着家电产品在农村的普

到 200 元，小英非常动心，虽然刚购买了一瓶护肤

及，
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早已延伸到农村地区。大部分

品，
思考再三后还是买下了 A 品牌的这款特价产品。

打工妹进入城市以前，在农村通过电视媒体已经对

好郁闷啊！ 本来只打算买一瓶的，早知道这

城市的消费文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农村的商品经

里搞活动就不在那边买了 。 现在买了就只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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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多 钱 了 （不 到 100 元 ），我 带 出 来 的 500 块 还

有的打工妹是在亲友反面的讽刺和排斥下产生

没有一个下午就用光了。 ……算了，反正以后也

消费的欲望。她们因为穿着“土气”
，
不会打扮而招到

要用，买了这一套今年都不用再买了。

同事、朋友的冷嘲热讽。在交往压力下，她们也萌生

服务业的打工妹处于消费空间中，每天接触各

出身体消费的欲望，希望用身体消费品改善自己的

种商业促销活动，
难免受其诱惑。试用是打工妹熟悉

身体形象，
融入交往群体中。小兰在工业区帮姐姐打

商品的途径之一。店长要求新来的员工在没有顾客

理麻将馆，周围的人常常开玩笑说她看起来像 30 多

时试用产品，
亲身感受以深入了解产品的属性。笔者

岁的人（小兰在笔者调查期时 23 岁），于是小兰便决

与另一位新来的销售员小英在试用过程中，都产生

定开始改善自己的形象。

过强烈的购买欲望。小英试用后还列了一张购买清

我从来没有来过（美容店）。 小时候脸上就

单，
准备发工资时购买部分适合自己的产品。店里做

有好多斑（雀斑）嘛，现在越长越多了。 我在帮我

产品促销优惠活动时，其他老店员也会借此机会以

姐姐开麻将馆，她们好多人说我看起来有 30 多

较优惠的价格购买特价产品。2011 年三八妇女节那

岁了，说我皮肤不好，看起来好老 。 我没那么大

天，
店里大部分商品都推出了折扣优惠。老店员小雨

年纪，说我那么大（年纪）。 我知道她们也是我朋

和小丽分别买了一些优惠商品，小雨还买了很多护

友，和我开玩笑的 ，但是我心里好难受 。 ……我

肤品准备带给在东莞打工的母亲和姐姐。小雨说：

从来没用过（护肤品），所以今天过来 ，想把脸弄

我们在店里买东西比较方便， 看到有什么

一下嘛。 ……要是有条件 ，我肯定舍得花钱 ，经

产品搞促销， 也会买一点 。 买多了以后也会用

常保养下自己。

到，自己用不了也可以给亲戚朋友带一点。

那些穿着时髦、气质高雅的城市市民则是打工

此外，
由于服务业打工妹对消费环境较熟悉，逛

妹的渴望性参照群体。在打工妹眼中，一些前卫、时

街时看到喜欢的店铺就会进去看看，详细了解里面

尚的市民是她们身体消费的正面参考对象。笔者与

的商品。与之不同加工业打工妹逛街时顾虑较多，
看

打工妹在店门口发传单时，经常听到她们讨论路过

到一些装修精致、档次高的店铺，即使喜欢里面的商

、
“城里人”的穿着打扮，这些人一定程度
的“本地人”

品，也不敢走近店里。她们担心自己的形象不入时、

上激发她们进行相似消费的欲望。诸如
“她穿的那条

买不起商品而被销售员看不起。所以，
相对于加工业

裤子好有型（有风格），也不知她是在哪里买的”这类

打工妹而言，
服务业打工妹更易受商业促销的影响。

的话语在讨论中经常听到。

3. 参照群体的消费示范。参照群体是打工妹进

一天中午笔者去吃午饭时，错过了见识某化妆

行身体消费的参考对象。参照群体分为交往性参照

品公司漂亮
“女老板”
的机会。笔者一回到店里，
店员

群体（如：同事）和渴望性参照群体（仰慕、甚至渴望

就津津乐道地向笔者描述这位难得一见的女老板。

成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群体）。交往性参照群体的身体

你 （笔者） 刚才要是晚点走就可以看到她

消费对打工妹有一定的影响，如同事、亲友对其身体

了。 她开着那个小车过来。 哇！ 超漂亮的，都可

消费的影响较直接，有时是正面的引导和鼓励，有时

以去拍电视了。 好有气质啊 ，身材又好 ，穿的衣

一些穿着靓丽
是反面的排斥与嘲讽。笔者调查期间，

服一看就是那种很贵的，特别上档次。

的打工妹会带着刚进城不久的朋友到店里买护肤

她化的妆又好看又自然， 我们都看不出她

品。正因为社会交往群体对打工妹的身体消费有一

已经 30 多岁了。 她去“超级女生 ”（附近一家化

定的推动作用，店长招收了若干兼职销售员，借助兼

妆品连锁店），那边的店长一看她的样子 （形象）

职打工妹的人脉关系，
扩大商店的顾客群。店长作为

就知道她是做这一行的。

进城多年较为成功的打工妹，是店员消费的主要模

打工妹虽然非常羡慕这位女老板，可能内心也

仿对象之一。小雨很喜欢店长新买的一双鞋，
鞋子是

渴望自己能像她一样穿高档服装，用好的护肤化妆

达芙妮这个品牌的，
一双要 300 多元。店长看出小雨

品。但是，打工妹深知自己与她们的距离很遥远，这

很喜欢那双鞋后，便答应借给她穿几天。那几天，见

样的身体消费也许永远也无法企及。所以，
她们不会

到小雨的人都夸她的鞋好看。两个星期后，
小雨专门

将这位女老板的消费作为现实中的主要参照对象，

到市桥的专卖店买了一双和店长一模一样的鞋。

而更多是模仿与自己差距不大的人群。每个月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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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司派到各个代售点的美容顾问，正是打工妹乐

工作过两年。她说：

意模仿的身体消费模型。她们会详细询问美容顾问

在工厂的时候，我们都不怎么想买衣服。 天

穿的漂亮服装、使用的化妆品的价格、品牌及购买地

天穿工衣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好买的。 又没有时

点等信息，
作为以后消费的参考。

间穿，天天都上班。 而且我是做车工的 ，对衣服

城市的消费文化通过以上三种途径，将消费信

的磨损大，不好保养。 就算不穿工衣 ，我们也不

息传递给打工妹，
唤起打工妹的消费欲望。这意味着

会穿好的衣服去上班。

城市消费文化使她们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她们

与加工业打工妹不同，服务业打工妹的身体不

在城里逐渐摆脱了早年在农村形成的消费习惯，并

仅是生产的身体，
还是被消费的身体。她们的劳动并

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有的打工妹外出打工多年、
适

非单纯的体力劳动，而且是一种融合了“情感劳动”

应了城市的消费生活后，回家乡反而不习惯农村商

（Hochschild，
1983）、
“ 互动性劳动”
（Leidner，
1993）的

品匮乏的环境。她们回家时会带一些农村购买不到

多重劳动。在服务业中，劳动者的身体动作、仪态展

的身体消费品回去使用。小亮来广州前在浙江做化

示、表情姿势以及情绪等都受管理，这些都是他们身

妆品销售工作，
每次回家她都会带一些化妆品回去。

体劳动的一部分（蓝佩嘉，
1998）。顾客消费的不仅是

我老家那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护肤品和化

她们的服务劳动，还包括对她们身体形象与情绪等

妆品） 卖， 我回家都要把我的化妆品全部带回

方面的视觉消费。打工妹的身体形象、
姿态和情感作

去，在那边买不到这些的。

为整个服务产品的一部分，
被纳入资方管理的范围。

可见，城市的消费文化不断地强化了打工妹的

小柳曾在市桥一品牌服饰店做售货员，她告诉

消费欲望，这些在农村罕见的消费品甚至已经成为

笔者品牌服装店对打工妹的要求较多。

部分打工妹的生活必需品。

我在 圣 迪 奥 那 个 品 牌 服 装 店 做 过 销 售 ，工

（二）服务业职业环境：身体的形象规训

资很高的。 我才做了 12 天就有 1000 多的工资。

服务行业（如餐馆、
休闲娱乐场所、商店等）的打

那里要求很多，眼影、眼线、眉毛和口红都要画 。

工妹除了受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还要受到来自资

走路要快，但又不能跑。 公司统一发眼影 ，其他

方的职业规训。职业规训包括劳动规训和形象规训。

的都要自己买。 ……但是业绩要求高，压力太大

如果说，不论是在服务业还是在流水线工厂，农民工

了，受不了。 那里的人（售货员）经常为争一件衣

都需要接受劳动规训，那么，在服务行业，打工妹除

服（的业绩）吵起来。 我不喜欢就出来了。

了接受劳动规训，还必须接受形象规训。道理很简

现在小柳在工业区的一个服装店重新找了一份

单，服务业的劳动不同于加工业或流水线上的劳动。

工作，她觉得“虽然工资少一些，但是压力没那么大，

在工厂中，打工妹的身体是生产的身体，是庞大生产

过得开心一些”
。工业区服务业的经营成本有限，支

体系中的一部分，
被纳入资本攫取利润的过程。工厂

付给员工的工资较低。而且，
由于面对的主要顾客群

主要是通过延长工时、增加工作强度获得更多的剩

体是社会底层的工人，所以对应聘者的身体形象要

余价值。加工业打工妹的身体在资本的劳动规训下，

求没有市区高档消费中心那么高。各个店铺门外张

成为驯顺的、高效的、适应机器生产节奏的身体。在

贴的招聘广告上，对应聘者外形的要求都是“五官端

这里，作为生产的身体，打工妹的外在形象与其生产

正”
，
当然
“外形较好、
形象气质佳者优先”
。形象较好

效率无关。因此，
打工妹的身体形象不在资方管理的

的打工妹在服务业较受青睐，大家都深知其中的道

范围之内，资方并不提倡打工妹关注自己的身体形

理。小英曾劝说笔者改变穿衣风格，
以增强在就业中

象，
太过精心地装扮在工厂也不被认可。在工厂工作

的竞争力：

的打工妹认为“上班你穿太好了，人就看了也要说

你穿衣服死迷死迷的（死板），这样不好。 穿

你，不好”
。而且，工厂从事的工作容易磨损衣服，打

衣服很重要的，你打扮得漂亮了 ，去找工作人家

工妹也不舍得穿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去上班。再加

都喜欢要你。

上长时间的劳动后，打工妹已经筋疲力尽，无心去顾

虽然资方招聘时，
对应聘者的要求不高。但是打

及自己的身体形象。劳动性质使加工业打工妹对自

工妹入职后，资方并不放松对其身体形象的管理与

身身体形象的关注较少。小丽转入服务业前，
在工厂

塑造。笔者被 B 化妆品店录用后，
老店员小丽就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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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列出了一系列的形象要求：
“不能披头散发、要把

会全部买下。

额头露出来、必须带妆上班、不能穿牛仔裤、不能穿

笔者入职不久，
店长也开始寻找笔者身上的缺陷。

运动鞋。客人进店要热情，
客人离开的时候把他们送

你的肤质还行，就是有点暗黄，缺水所以没

到门口，而且要说‘慢走，有空多来店里坐坐’……”
。

光泽感。 你（用护肤品给皮肤）补补水，看起来气

这些是对初来乍到的打工妹的基本要求。在以后的

色会好一点。 ……那款圣蜜莱雅（国产化妆品品

工作中，类似的形象规训贯穿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

牌）的睡眠面膜很好用 ，店里几乎人手一瓶 。 你

中。店长和老店员会不定期地给新店员进行护肤美

可以买一款来试试，店里的人 ( 员工 ) 都有 7 折的

容、
形体塑造和服装搭配技巧等方面的培训。档次较

员工价，现在又有特惠装，比较实惠。

高的店铺还会请专业人士对店员进行专业的训练。

资方不仅通过工作培训与管理激发打工妹的身

笔者所在的店铺，每月都会给员工安排一次美容护

体意识，还通过类似的善意劝导，建议打工妹进行身

肤课和舞蹈课。每天上午，
老店员要带领新店员在店

体消费，
以保养身体、
完善身体形象。时间长了，
被动

里练习至少半小时的舞蹈。

的形象规训慢慢激起打工妹的身体意识，树立起身

在平时的工作中，店长也会一点点地对打工妹

体保养的观念，
使打工妹主动进行身体消费。小丽觉

每次店长
进行身体形象规训。小英走路时背有些驼，

“学到的东西比较多，至少你知道
得从事美容行业，

看见都会纠正她：

什么化妆品和衣服适合自己，知道怎么保养身体，以

干我们这一行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

后年纪大了对自己也比较好啊”
。在小丽看来，进行

你这样走路，看起来像个老头，一点精神都没有。

身体消费并非只是对工作有利，更重要的是学会保

如果没有形象气质，顾客是不会向你买东西的。

养、
装饰自己，
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有利。不难想象，
在

小萍是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为了学习美容知识，

这类观念指导下，打工妹会成为身体消费品牌的忠

多挣些钱，她下班后便到店里做兼职。天气热的时

实顾客。
显然，
资方对打工妹的形象规训，意在获取更多

候，她喜欢脱下鞋，光脚踩在地板上。店长看见后非
“教训”
了一顿。
常生气，
便把她

的经济利润。打工妹进行身体消费，改善身体形象

赶紧（把鞋）穿上，以后别在店里这样。 你这

后，
资方从中得利。然而资方并不承担打工妹的身体

像什么样子，要是顾客看见你这个样会怎么想 。

消费成本，也就是未支付打工妹进行形象塑造或形

以后这样，我见了就罚你请店里所有的人吃饭。

象再生产的费用。最多是以一种施恩者的姿态，
给予

对于从事服装、
化妆品销售的打工妹来说，她们

员工一些免费商品、微薄的消费补贴或者员工折扣

的形象就是商店的招牌。较好的外形在招揽顾客进

优惠。但是这些只是打工妹身体消费中很小的一部

店、树立专业形象、获取顾客信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

分，
更多费用是由打工妹自己承担。这就形成了一种

的作用。相反，
形象的缺憾会对打工妹的销售业绩产

消费的外部性，资方从打工妹的身体消费中获利，而

生影响。资方不仅通过培训、
管理来敦促打工妹改善

消费成本由打工妹自己买单。从这个角度上看，
服务

身体形象，而且每个月规定业绩指标，给打工妹的销

业打工妹受到资方的双重剥削，第一层是对打工妹

售制造压力，迫使其改善身体形象，提高个人业绩。

身体劳动的剥削，第二层是对打工妹身体消费带来

在资方培训、管理与业绩指标的双重压力下，打工妹

的外部性的剥削。

不得不投身于改善自己身体形象的消费活动中。

在以上各项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打工妹的身体

小雨脸上长了许多青春痘，老板在录用她时就

意识被慢慢地唤醒，身体消费的欲望也渐渐植入她

要求她一定要在店里把脸部保养好才行。虽然经过

们心中。因此，
服务业打工妹的身体消费欲望通常要

将近半年的治疗，小雨脸上的青春痘得到一定的改

高于加工业打工妹，前者的身体消费欲望在资方的

善，
但是仍留有很多疤痕。一些顾客就此质疑产品的

形象规训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

“你天天用这些东西，为什么还是长那么多痘
功效，

三、两栖消费策略

痘？”小雨也因此失去很多潜在顾客，难以建立顾客
对产品的信任感。为了改善自己面部的皮肤状况，
小

尽管打工妹的消费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她们

雨非常舍得花钱。店长给她推荐的产品，
她基本上都

中的一些人在身体消费上的欲望还是脱茧而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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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客观条件的约束。她们在身体消费上的欲望与

工妹到市区休闲娱乐时，也十分关注自己的身体形

可支配收入之间显然失去了均衡。面对这种消费张

象，
进行身体消费。

力，
打工妹是如何应对的呢？

打工妹的两栖消费策略反映了她们对自身社会

面对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之间的脱节，打工妹

身份的两栖认同。如上所述，
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对打

形成了一套适应策略：
“两栖消费”
策略。这体现在两

工妹消费有一定的限制，城市只是将她们视为生产

个方面，一方面，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

者纳入庞大的生产体系，而并未把打工妹视为消费

钱满足部分消费需求，抑制住其他部分的需求；另一

者。资方支付给她们的工资只能维持她们最基本的

方面，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上满足被调动起来的欲

日常生活花费，而不负责承担其形象塑造或再生产

望，在其他时间或空间上则抑制消费。从时间上看，

的费用。她们在城市只能获得生产者资格，
难以获得

打工妹集中在生日、回家前和春节期间进行身体方

严格意义上的消费者资格。

面的“高”消费；从空间上看，打工妹更关注在市中心

在服务行业，
资方要求打工妹关注身体形象，引

“高”
消费。
和农村老家两种空间情境下的身体

导其进行身体消费，通过形象规训唤醒了打工妹的

在日常生活中，打工妹只能部分满足身体消费

身体意识，让打工妹意识到身体形象的重要性和进

的欲望，
为进行身体消费缩减其他生活开支。有时打

行身体消费的必要性。资方不断将身体消费的欲望

工妹为购买上百元的化妆品，不得不减少饮食或者

植入打工妹的意识中，让打工妹成为主动的消费者，

储蓄等其他方面的费用。一些打工妹在收入有限的

培养她们越来越强烈的消费欲望。但是，
资方在唤起

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化妆品和服装这两类

打工妹消费意识的同时却没有支付打工妹身体消费

商品中的一类，
满足自己的部分消费欲望。

所需的费用。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的工资水平较低，

打工妹的两栖消费策略在时空情境上体现得更

资方支付给打工妹的工资非常微薄，显然不足以维

加明显。小雨生日前两周，
她专门去市桥购买了一双

持其身体消费。因此，资方对打工妹进行形象规训

品牌鞋和一条裙子，
准备过生日时穿。生日当天她还

时，仍然是将打工妹视为生产者，为了从打工妹身上

一些
到理发店让理发师给她做了一个发型。回家前，

攫取更多的利润。服务业的资本不仅剥削了打工妹

打工妹也会比较系统地进行身体消费，从美容化妆

的生产劳动，还剥削了打工妹用血汗钱支付的身体

到购买服装，对于回家相亲的打工妹来说，尤其如

消费带来的正面外部性。

此。一天早上店里刚开门，就有个女孩拎着行李，急

与此同时，生产者的角色也限制了打工妹的日

匆匆地跑到店里化妆。一问才知道家里前天打电话

常生活程式与社会交往，这三项因素共同约束了打

让她回老家相亲，她买了当天中午返乡的火车票，准

工妹的身体消费。打工妹被唤起的身体消费欲望与

备在出发前将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去相亲。

现实的消费条件之间便形成巨大的鸿沟。打工妹在

回家了肯定要打扮一下啊， 而且我要去相

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产生越来越大的心理失落

亲不能丢脸啊。 你帮我化淡一点，再给我带一下

感和挫败感，其社会地位落差在这个过程中被凸显

这个假睫毛……这件衣服是昨天买完票在市桥

出来。经济、
时空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屏障使她们只

买的，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我还买了一对耳环和

能在城市消费边缘徘徊。在城市她们难以作为一位

这个眼镜 （据说在笔者调查期间这种大眼镜框

典型的消费者而存在，只能作为廉价的生产者而被

非常流行），你一会化好都帮我戴起。

整合到经济体系中去。

即使不为相亲，回家乡前特意去化妆、买新衣

但她们并不甘心如此。她们既不能不考虑收入

服、做发型的打工妹也不在少数。临近春节时，从商

低下等条件对身体消费的约束，也不甘心沉沦为纯

业中心红火的生意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打工妹都想

粹的只出苦力、不讲究形象的劳动者。她们也想消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时尚些回家。在家乡人的眼

费，
也想像城里人一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

中，她们已经不再是打工前土里土气的乡下丫头了，

收入的限制使得她们不能完全向城里人看齐。于是，

“城里人”
。俗话说
“一年土，
二年洋，
而是见过世面的

她们必须在身体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有限之间找到

三年和城里人一个样”
，也就是指打工妹打工后的转

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栖消费策略。在某些特定

变，这种变化首先在身体形象上体现出来。此外，打

的场合，她们满足自己的身体消费的欲望，按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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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逻辑进行消费。在其他场合，
她们则尽量省吃

然而，
两栖认同并不能为打工妹找到归属。她们

俭用，能省就省，按照节俭文化的逻辑进行消费，以

实际上是没有家园的人，农村是她们回不去的家园，

便把省出的资源用于身体外表形象的消费。

城市是她们留不下来的家园。她们没有了家园，
也就

当她们按照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消费的时候，她

没有了可以让认同落脚的地方。这种认同的不确定，

们仿佛在把自己当作城里人。但当她们按照节俭文
化进行消费的时候，她们又把自己拉回到现实：她们

使得她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对生活充满迷茫，只能
“先过着，
走一步算一步”
（小亮）的生活。

还是乡下人，
沿用在乡下形成的节俭习惯。当她们对

四、 结

身体消费欲望进行满足的那一刻，她们仿佛把自己

语

兑换成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但当她们在日常消费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妹，在消费文化与资方

上不得不省吃俭用的时候，她们又明白自己其实不

的形象规训下，
唤起了身体消费的欲望。但是有限的

过只是一个生产者。于是，
她们的身份认同在城里人

经济收入、日常生活程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又限制了

与乡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来回游走，而无定

她们的消费，使她们的消费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于

型。正如她们的消费策略是两栖的，
她们的身份认同

是，她们只能采取两栖消费的策略进行应对。一方

也是两栖的。

面，她们在局部领域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尤其是身

她们渴望留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是她们深知要

体消费的欲望，因为这是具有“可视性”或“显示度”

许多打工妹都不愿回
在城市生活实为不易。一方面，

的消费行为，她们试图通过身体消费来与过去那种

农村家乡，她们产生了对城市生活及市民身份的向

“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形象进行决裂，而以城里人

往和认同。小亮说：
“（我）不愿意回去（农村老家），
我

的形象出现。另一方面，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打工

就和我姐说我们要坚强点，
争取留在城里。城市的机

妹身体消费欲望的满足必然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支

会要多一点，家里什么也没有，不知道做什么 （工

出。因此，
在那些不那么具有
“可视性”
或
“显示度”
的

作）。都出来了就不想回去了，我们要在城里争取让

消费领域（如：吃饭），她们便遵循早期在农村社会化

。另一方面，制度性的限制条件构成
自己过得更好”

过程中所形成的节俭习惯，
省吃俭用。通过这种挤压

了她们融入城市的阻碍。她们无法超越她们二等公

一部分消费支出的方式来支持身体形象消费欲望的

民的身份，即她们身在城市，但她们依然是“农民”

满足。

工。因此，
尽管她们希望做城市市民，
她们明白，
她们

这种两栖消费策略反映了打工妹的身份困境。

在城市是被户籍等各种制度所排斥的一群人。

一方面，她们是“农民工”
，一种身在城里务工，但依

因此，
当她们在车间或柜台等工作空间的时候，

然被城里人当作是农民的特殊身份。尽管她们不会

她们只是以生产者和乡下人身份认同而出现。然而，

种田，但她们的服务员职业却依然被加上“农民”的

当她们回乡探亲或到市中心诳街的时候，她们便寻

前缀。她们因而是既非农民、也非市民的工作移民。

求着哪怕是片刻的身份超越。这个时候，
她们想扮演

这种边缘身份决定了她们只是以生产者的身份而被

一下城里人形象，体验一下消费者的滋味。由此，便

整合到城市经济体系中，即无法以消费者的身份而

不难理解打工妹回农村前进行频繁的身体消费，不

被整合到城市社会体系中，因为要成为一个现代意

仅穿着家乡买不到的衣服，使用家乡没有的化妆品，

义上的消费者，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具有与他人享有

而且还会带给亲戚朋友一些只能在城市买到的商

同等权利的公民。作为只具有低收入的生产者，
她们

品。在家乡村民的眼中，
打工妹是在城里赚了钱的见

其实是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来体验城市消费文化的。

多识广的准市民。在城里进行休闲娱乐时，
她们卸下

另一方面，
她们却渴望融入城市，希望留在城市

生产者的身份，以消费者的角色进入娱乐休闲空间，

工作和生活，
具有很强的城市身份认同取向。这种认

享受城市的消费生活。在这种特定时空下，
打工妹仿

同取向在她们的身体形象的消费上得到了体现。由

佛不再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生产者，而是光鲜亮

于她们不能在消费的各个方面都向城里人看齐，她

让农村人羡慕的消费者。而她们在平时为此而付
丽、

们便选择性地在身体形象的消费上模仿城里人。她

出的血汗和艰辛，则无人看得见。这时，她们与城里

们固然无法在生产空间完成这种身份的亮相，她们

人的地位落差得到了补偿，
她们获得了暂时的平衡。

便把亮相的时机选在到市中心休闲娱乐或回乡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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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打工妹的身体消费因此便可以看作是一种身

[6]Leidner, R. (1993) Fast Food, Fast Talk: Service Work and

份认同的亮相仪式。为了支持这种亮相仪式，
她们借

the Routi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

助了消费文化，但她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她们不得

nia Press.

不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支出，并在这些“不可视”的
生活领域再生产或强化她们早年在乡下形成的消费

《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
[7]陈昕：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8]李琳、冯桂林：
《试析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宜昌市农民

惯习和认同。

〔武汉〕
《社会主义研究》1996 年第 3 期。
工消费的调查与分析》，
[9]李林、冯桂林：
《我国当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研究》，
〔武

注释

《江汉论坛》1997 年第 4 期。
汉〕

[1]毋庸置疑，在城市女性中也包含着身体的差异性。本文

[10]蓝佩嘉：
《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
〔台北〕
《台湾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售货员的身体劳动》，

所指代的城市女性的身体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身体模型，以城市中

[11]李伟东：
《消费、娱乐和社会参与──从日常行为看农

产阶级女性的身体为代表，是受消费文化影响的城市女性身体特

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关系》，
〔北京〕
《城市问题》2006 年第 8 期。

质的浓缩。

[12]李晓峰、王晓方、高旺盛：
《基于 ELES 模型的北京市农

[2]本文中受访者的姓名均为化名。

民工消费结构实证研究》，
〔北京〕
《农业经济问题》2008 年第 4期。

[3] 引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笔者根据语境对被访者话语的补

[13] 钱雪飞：
《进城农民工消费的实证研究──南京市 578

充与解释。

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南京社会科学》200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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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Way”of Consumption and Double Identiti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Physical Consump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Service Sector in the J Industrial Zone in Guangzhou
Wang Ning Yan Xia
Abstract：
Fema le migrant workers' desire for physical consumption is evok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urban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image -discipline from the employers in the service sector. However,
their desires are restrict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income, daily routine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brings about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and tensions between desired status and actual status in th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o cope with those conflicts and tensions, they take a strategy of“double-budgeting”con－
sumption, and this strategy corresponds to their double identities.
Keyword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physical consumption;“double-way”of consumption; double iden－
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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