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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骆锦强需
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再换乘公
交车。不堵车的话，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
这个“家”，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也是他工
作的地方。

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
的火车，再加9个小时大巴，“折腾一整天”。

来自河北的彭彭，这个90后年轻人常
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
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地铁
里，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岁的杨龙一张口，就是一口地道的
北京话，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小
学四年级时，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
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

近20年过去了，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
个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里的“新工
人”，是“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

他们身上贴着标签——— 打工者二代。
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从农村走进城市，想
要扎下根来。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
大，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他们当中有些
人已经结婚，开始养育打工者第三代。

但这些打工者二代，也经历着更加明
显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
深刻的社会排斥。“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
问题之外，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
裂感。”

对他们来说，家很远，家乡更远。

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在工
地上干活。2011年，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
了。他在北京当了两个月保安，就老老实实
回家上学去了。

后来，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在各式各
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到处打工或实
习。2016年，他参加了“新工人影像小组”。

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北
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他来北京
时刚满18岁，刷过碗，送过水，发过小广告。
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见证了
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
元，高楼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

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1 . 5代，住在不
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半是床，另一半是
书架。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镜头对准了打工
者二代。2016年，他和宋轶一起，完成了剧
情片《移民二代》和纪录片《野草集》。

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
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新生代农
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
的农业户籍人口”。打工者二代，是新生代
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回不去家乡”
的一代，又是“难以进入城市”的一代。

杨龙爱看书，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小
时候“最疯狂的梦想”是当作家。他还记得，
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他把《三重门》
读了好几遍。

如今，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初中
毕业后，杨龙去当了快递员，很少再拿笔
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积蓄攒了攒，承包
了一个快递站点。《移民二代》里的几个年
轻人，最后选择的出路，同样也是承包了快
递站点。

“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里拍
的，”杨龙回忆，“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
的，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

他在那场戏里客串，出了镜，而这部电
影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是和他
一样的打工者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
子弟学校的同学。

《移民二代》制作完成之后，“新工人影
像小组”组织了几次试映。他们在杨龙的快
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摆了一排排椅子，请
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第一个场景
是男主角骑着电动车，在城郊的村落里穿
行。主题曲悠悠地唱着：“没家回的人，就跟
河里的水一样多。”

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把这个
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
一半就离场了。

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
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第二代。
而那些提前离场的，虽然和“二代”们的年
龄都差不多，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长大后
才到城市来打工的，他们表示，比起看电
影，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
挂钩的事。

“相比来说，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
代，会显得更懒散一些。”宋轶发现，在打工
者二代看来，那些碎片的时间，就算都拿来
赚钱也没什么用，房子还是买不起，城市的
户口仍旧得不到。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

更何况，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
关的电影。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很多人没下过田，
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
干年后回到农村。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
在乡镇的名称。他们的双脚，更习惯踩在水
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如同一
条看不见的线，无论相隔百里千里，仍然远
远系在他们的身上。

不愿意再重复父辈的经历

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和父母
一起，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称
为“大杂院”，地面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相
隔一条马路，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他
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在城乡结
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对北京，他曾经哪
儿都不认识，也谈不上喜欢。

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都曾在
他身上贴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
北漂……到现在的打工者二代、移民二代。
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在他看来，这些标
签很无聊，且“具有伤害力”。“每个人都在
经历自己的生活，谈不上好坏。”

2017年回老家时，骆锦强发现，村口的
大喇叭里，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村
官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劝说所有适
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说让我生我
就生吗？”他带着点讽刺地说。在城市里，生
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会大妈不会因
此找上门来。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已经离
他很遥远。

骆锦强现在25岁，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
亲。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没有北京的
医疗保险，从产检到生育，全部都是自费。
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况且“来回折腾
还是那么多钱”。

有了孩子以后，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
影响越来越大。孩子得个小感冒，成百上千
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这些他只能自费。

有时，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提到再
生个孩子的事儿，但骆锦强觉得，生活成本
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

杨龙选择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儿9岁
了，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小女儿
1岁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
儿子，但他也“没有那么执着”。有两个女
儿，杨龙觉得“也挺高兴的”。

生二胎时，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承包
了快递站点后，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那
些年他前前后后，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
万元。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还赶上过几次

“双十一”，好几天顾不上回家。
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但由于种

种原因，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黄了”。杨龙
心灰意冷，“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
业，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
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尽管城市里“现
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但老家显然

“更没有什么机会”。一样是打工，相比之
下，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杨龙的父亲也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员，
1996年就离开村子去了北京，在一个煤厂
卖蜂窝煤。一年后，母亲也一起去打工了。
等杨龙也被接到北京，一家人搬到了香山
附近，父母开始卖菜卖水果。

如今父母年岁大了，农村仍然是他们
的退路。母亲带着杨龙的小女儿在老家住
着，父亲还留在北京，当起了快车司机。

但对杨龙来说，农村并不是他的退路。

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拍摄《野草集》时，彭彭还是新工人影
像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
孩子聊天，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

一个孩子对着镜头问彭彭：“如果政策
越来越严了，我们都被赶走了，这些房屋是
不是没人住了？”

“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彭彭回答他，
“因为还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

半年以后，宋轶回到这所学校，想补拍
一些画面，却发现这个地方，完全被改造成
了一个生活区域。另一拨打工者在这里居
住下来，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改造成了一
个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门口码
放着鸡蛋。昔日校园里的花池中，现在长出
的是大葱。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堆满了生
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
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感
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能感觉它在
打动我，可为什么打动呢？这是我问自己的
问题。”这种触动，促使宋轶给纪录片起了

《野草集》这个名字。
前几年，骆锦强也想过回老家，但他现

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家乡，老人们认
为“年轻人就该去外头闯荡，挣钱”。

如今，父亲已经回了乡下老家，不再打
工了。母亲还留在北京，帮他带孩子，成了
另一个话题群体“老年漂”中的一员。

教育是两代人面对的问题

9岁的大女儿在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为
了让女儿顺利入学，杨龙折腾了一个多月，
辗转在许多个办公部门之间。工作证明、社
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房东的房产
证。最终，杨龙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
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紧了，小女儿上学时该怎
么办，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宋轶注意到，最近几年有些打工者二
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廊坊这些北京周边
城市上学，“钻了一点点空子”。这个“野路
子”甚至形成了产业，一位家长辞职创业，
帮那些处境相似的家长联系学校，赚取中
介费。

但宋轶不确定，这条“野路子”还可
行多久，他听说，那些地方“最近也开始
收紧了”。

在宋轶的镜头之下，一些采访对象谈
起了自己和同学的经历。他们当中许多人
都曾进过看守所、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向宋轶提到，他第一次被
抓进去、放出来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信息里从此留下了永久的记录。有一回他
开车过收费站，交了钱往前开，没开多远，
后面出现两辆警车，把他拦住盘问。他这才
明白，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别人不一样了。

骆锦强觉得，这不但是教育的问题，也
是打工者“原生家庭的问题”。一方面，打工
者往往太忙于生计，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
另一方面，许多打工者一代甚至二代，对教
育方式没什么概念，管教孩子的方法，除了
打，就没别的了。

骆锦强在电大读的专业是幼教，如今
他正在创业，发起了一个社区育儿互助中
心。“举社区之力培养孩子”，这个口号时常
被他挂在嘴边。

女儿如今读的是他自办的幼儿园，再
过两年就该上小学了。骆锦强想好了，要么
努力赚钱，送她去读私立小学，要么就扩大
创业规模，把小学教育也囊括进来。

他想尽自己所能，给女儿提供最好的
教育，不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没能拥有
一张踏实读书的书桌。

北京更像老家

对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彭彭既不愿
意追捧，也不觉得排斥。永远留下或彻底离
开这两种念头，他都没有产生过，他也没有
想要定居的地方。他在城市里认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块打游戏，一起谈
理想。有的想“做乐队”，有的想升职加薪走
向人生巅峰。

杨龙的生活目标要明确得多——— 养
家糊口。2016年他的快递站点还经营着的
时候，他在开封市一个“位置很好”的住宅
小区，预定了一套房子，交了5万元的订金。
现在站点倒闭了，他赔了钱，还欠下了外
债。杨龙想过把房子退了或转卖，却发现

“退不掉了”。
杨龙现在只想找份稳定的工作，贷个

款，把首付交了，再慢慢还几十年月供。他
开着货运车在城市的夜色里穿行，这些念
头就在他心头盘旋。

像杨龙一样，很多打工者二代，都选择
在老家附近的三四线城市买房。那些房子
大多会闲置很多年，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他
们养老的保障。一部分人会把孩子送过去
读书，那些孩子，就成为地级市里的留守儿
童。

有时杨龙也会想，去老家附近的城市
发展。但他很快又会问自己，回去能做什么
呢？既没有人脉，也没有资金，“挺迷茫的”。

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这些打工者二代，
虽然会表示自己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但
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是

“老家那边的人”。
“这种扭曲的身份认同背后，是他们对

以户籍制度、高考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地
域排他性制度安排的深刻感知，和强烈的
被剥夺感。”

骆锦强正在为此努力。他把梦想紧紧
攥在手里，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劲头。在刚刚
过去的圣诞节，他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
跑遍了自己正在创业的社区，一家一家送
小礼品。

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几年，偶尔回老
家一趟，骆锦强也会有几分期待。可回去
后，他又觉得住不惯，起居住行，样样不方
便。

等他从老家回北京，火车马上要进站
的那一瞬，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在车窗外划
过，像一帧帧卷动的幻灯片。

铁轨如枝杈一般，从一条分裂成数条，
指向前方的车站。

骆锦强从心底激动起来，他说：“就像
北京才是老家似的。”（应采访对象要求，杨
龙、彭彭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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