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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视角下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
创业意愿研究

———基于对台湾 8 所大学的调查

■ 刘澈元 陈泽光 王辉辉
( 广西财经学院 桂台合作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7;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当前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是岛内特殊政治环境建构的产物，李扁

岛内执政以来的文教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工具职能。对台湾 8 所大

学 1 627 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可以一窥其复杂身份认同在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

中的投射。身份认同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影响体现在:“中国人”身

份使得台湾青年认可大陆成就并愿意参与其中，“台湾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

对在大陆工作心态谨慎，身份认同的困惑使得台湾青年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
应在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与“中国人”身份重构之中建构起相互促进的互

动循环机制，实现二者的正向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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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 2017 年 3 月，广西师范大学桂台合作研究中心与台湾义守大学、云林科技

大学、政治大学、逢甲大学、台北大学、金门大学、侨光科技大学、醒吾科技大学等 8 所高校合作

开展了一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 67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627份。样本生源地包括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和金马地区，学历层次包括本科生( 1 366
人) ，硕士生( 237 人) ，博士生( 24 人) ，男女性别比例为 4∶ 6，来过与未来过大陆的比例为 4∶ 6。
结果显示，台湾青年在总体上保持较高的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同时仍具有程度不同的游移心

理。如果将台湾青年的上述意愿及其背后折射的心理与民进党当局对台湾青年“天然独”的身

份定位进行比较观照，一个悖论隐然呈现，一个天然主张台湾独立的岛内群体何以对大陆就业

创业趋之若鹜? 显然，当赴大陆就业创业已成为岛内青年群体性选择的时候，民进党对岛内青

年的“天然独”身份定位无疑已成为一个弥天大谎。但是，如果就此将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

业的较高意愿等同于其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话，则是对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于是，一个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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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且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岛内青年的身份认同究竟处于何种状况? 其身份认同究竟是如何

形成的? 岛内青年的身份认同及其形成过程究竟如何影响其赴大陆就业创业的意愿? 基于对

上述问题的探究，本文尝试就如何促进台湾青年身份认同重构，进一步提升其赴大陆就业创业

意愿，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形成过程

身份认同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的社会认知。人的认知是社会的产物，这是任何关于人的理论

和学说都无法否定的普遍原理。正是因为背离了这一普遍原理，民进党当局关于台湾青年身份

认同的先验主义论调才显示出其荒谬无知和欺骗本质。可以认为，无论采取何种视角观照台湾

青年的身份认同，当前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都是其社会化过程尤其是教育参与的结果。在此意

义上，建构主义基于环境影响的身份认同理论解释就体现出较高的合理性。
( 一) 建构与解构: 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

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内涵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如主体、语言、心理、
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别、种族等［1］。在一定意义上，身份认同是个体对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感与归属感，虽然具有多面向、多层次，但都寓于某一特定文化形态之内。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学

者、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堪为代表。霍尔认为，身份认同建

立在共同起源或共享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理念以及建

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2］。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人们特定地会形成

一种区别于其他圈子、但在内部具有共通性的身份。不过，这种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

们“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

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3］。
当然，霍尔也不否认，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个体会拥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观念来塑造自

己的身份感，但他们的自我力量远不如外界环境对他们施加的影响，这就表明“身份可以是矛

盾的且总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都陷入了一系列围绕断裂的和去中心的身份的政治游戏之

中”，“身份建构在权力的游戏之中”［4］。因此，个体身份的形成以及身份认同的确立，是在特定

环境下主体性与客观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角力中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又占了上风，它以政

治力量为主导，通过对群体意识形态的塑造，逐渐建构起一个为政治所驯服的个体身份认同。
不过，既然身份认同是由环境建构起来的，环境又是在权力与政治之下生成的，那么，随着权力

的更迭、政治力量的转换，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可能发生转向甚至是反向变化。事实上，霍尔关于

权力更迭、政治转换所孕育的身份认同解构正是其关于身份认同理论解释中最为珍贵的养分，

因为，这就意味着其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包含着“建构 － 解构”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这

一理论框架为个体随社会场域转换而进行身份认同重构提供了理论根据。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应地，身份认同的解构对个体而言也是一个矛盾甚

至痛苦的过程。随着自主意识的萌芽，个体会不同程度地产生一种对外界加诸于自身的思想文

化理念的怀疑、批判与抗拒，他们会在不同外部环境力量博弈的缝隙之中，寻求“第三条道路”，

转而观照自身内心世界与个体利益。当周遭政治环境在个体心中占据着唯一、确定的地位时，

个体才会认同环境所给予的身份; 一旦既存环境受到冲击，个体内心关于自身身份的矛盾与困

惑就会随之产生，建构起身份认同的基石趋向崩解。这一现象的发生意味着个体的既有身份认

同解构的开启，此时个体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残缺状态，观照自我就成为个体在解决身份重构

中外力博弈困境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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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特殊政治环境建构下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将这一身份认同形成的理论机理对应到当前台湾青年群体就可以发现，在他们所处的成长空

间内，政党势力的更迭、政治权力的操弄、政治舆论的反复，共同构成了霍尔所言的“权力的游戏”。
在这场博弈游戏中，台湾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受政客操控的棋子，政治对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建

构的作用不容忽视。基于此，对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的历时性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
1988 年，台湾《联合报》对岛内民众身份认同的民调结果显示，仅有 3% 的民众“倾向台

独”，把自己当作“与中国无关的台湾人”，1998 年该机构民调则显示，岛内民众这一倾向已跃升

至约 30%［5］。历史推进到 2012 年，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民调数据显示，认为自己是

“中国人”的民众占比只有 1%，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比 29． 3%，认为自己是

“台湾人”的占比 68． 7%［6］。同年，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 TVBS) 民调显示，在只有“台湾人”与

“中国人”两个选项时，20 － 29 岁年龄群体选择是“台湾人”的比例远高于整体水平。可见，自

1988 年李登辉上台，期间经历陈水扁执政，后有马英九“拨乱反正”，台湾青年对于自己身份的

认同已有了明显的分离趋势，逐渐将“中国人”与“台湾人”看作两个平等对立的概念。可以说，

造成当前台湾青年对自身身份认同困惑与矛盾、倒退与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辉、陈水

扁“台独”意识驱使下的有意建构，以及马英九对青年世代身份认同重塑之努力不逮所致。其

中，岛内文教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无可替代的工具。
李登辉于 1988 年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大力推行“台湾主体性教育”，规定各级“政

府”机构持续推动乡土教育目标并加强编纂乡土教育教材，将大学必修的“中国通史”改为选修

的“本国史”，淡化“中国概念”。推出《认识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把台湾

史与中国史相区别，否认中华历史文化主体性，强化“台湾主体性”［7］。以“台湾主体性教育”为

幌子，李登辉试图将台湾青少年对国家、对身份的认识限制在台湾这一政治范畴之内，强行把政

治意识的对立转化为身份认同上的对立，在强化台湾青年“台湾人”身份的同时逐渐疏离其“中

国人”的身份。
在 2000 － 2008 年陈水扁岛内执政期间，“在各个方面强化建构台湾主体性，宣称要抛弃‘一

个中国的思维’，突破所谓‘大中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来建立所谓的台湾自身的‘国家’、制度与

文化认同”［8］。这一思想在其文教政策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在台“教育部”公布的“2005 － 2008
教育施政主轴”中强调为培养“新国民”，要落实“台湾主体性”，使教育回归到每个人所生活的

时空环境，深化台湾认同［9］，并“要求社会领域‘国中小’教材、‘国中’基本学力测验包含台湾生

活时空环境素材的比例不得低于 50%”［10］。通过对 2006 学年度岛内出版的社会学领域“国

小”三年级至六年级教科书的分析发现，闽南文化内容占全书比例的六成，原住民文化约二至

三成，客家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例皆占一成左右［11］。陈水扁一系列看似是加深学生对台湾认

知与情感的本土化教育政策，实则是为了实现其“台独”的政治目的，将广大学生带入“只认台

湾不认中国”的歧途，台湾青年成为了彼时政客谋求政治目的的牺牲品。
2008 年马英九在岛内执政后，试图对李扁错误教育政策进行“拨乱反正”，但因其改革未与

社会各界力量达成协调，收效甚微。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 2013 年的“课纲微调”。马英九

“拨乱反正”的出发点是为台湾青年重新建构起“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因执行不力遭到多方

反对，尤其是学生的反对运动表明了李扁“台独”文化教育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之深重。但是，台

湾青年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被建构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课纲微调”中学生的反对不只是因为青

年内心业已成型的“台湾人”身份使然，也是他们对前后矛盾的教育内容所引起的身份困惑的

不满宣泄，表明个人在主体意识引导下的自我身份建构已经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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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青年复杂身份认同在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中的投射

( 一) 矛盾身份认同的体现: 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不甚强烈

调查显示，台湾青年对于赴大陆就业创业具有较高的意愿，选择“愿意”与“非常愿意”的占

被调查总数的三到四成( 就业 39%、创业 32． 8% ) ，说明相比创业，台湾青年更愿意去大陆就业。
“不愿意”与“非常不愿意”的仅有一成多( 就业 14． 2%、创业 14． 6% ) 。不过也有近半( 就业

46． 7% ) 或过半数( 创业 52． 5% ) 台湾青年持“一般”的中间态度，没有明显的选择性偏好，因

而，从这一占比最高群体的态度来看，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整体意愿不甚强烈，尚未形成

占绝对多数的态势。这也正是台湾青年矛盾身份认同的体现: 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青

年意愿强烈，认同自己为“台湾人”的台湾青年意愿低迷，而认同感介于两者之间的大多数台湾

青年则是在两种身份之间犹豫徘徊，就业创业意愿不置可否。
( 二) 身份认同重构的推力: 台湾青年认同大陆经济发展

调查表明，无论是赴大陆就业还是创业，经济是他们的重点考虑因素。在“非常影响”台湾

青年赴大陆就业的众多因素中，与经济有关的选项频数占比总计 67． 8%，在“非常影响”台湾青

年赴大陆创业的因素中，与经济有关的选项频数达 66． 4%。可以看出，近年来大陆在经济、政
治、外交等方面的优秀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青年所关注，也得到了理性台湾青年的赏识，表

明大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在区域内外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使得台湾青年感同身受，愿

意参与到大陆的经济建设中来( 见表 1 ) 。虽然目前尚难定论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的积极

性是出自“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还是以“台湾人”身份在外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就其较

高的就业创业意愿及其经济理性程度而言，很难否定台湾青年愿意以大陆为主要场域进行自身

“中国人”身份重构的意愿，而在这一场域进行身份重构的最重要推力，就是台湾青年对大陆经

济良好发展态势的较高认同。
表 1 促使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因素

非常影响就业的因素 N 百分比 非常影响创业的因素 N 百分比

大陆薪资和待遇 726 18． 6 大陆市场成长性 555 12． 3

台湾薪资水平 605 15． 5 大陆国际影响力提升 509 11． 3

大陆市场成长性 593 15． 2 台湾市场空间 491 10． 9

两岸关系动态 421 10． 8 大陆支持台湾青年创业 456 10． 1

在大陆的人脉关系 420 10． 8 台湾创业压力 405 9． 0

家庭支持 417 10． 7 两岸关系动态 399 8． 8

大陆台商经营绩效 370 9． 5 大陆产业链完整 389 8． 6

台湾政治经济环境 353 9． 0 大陆一带一路倡仪前景 358 7． 9

大陆台商经营绩效 343 7． 6

家庭态度 341 7． 5

台湾政治环境 273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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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身份认同重构的阻力: 台湾青年对大陆陌生环境的担忧

对于抑制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因素，调查显示，在“不愿意”与“非常不愿意”赴

大陆就业创业的青年中，其考量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在多个社会维度上表达了自己的顾

虑( 见表 2) 。当“人身与财产安全”“两岸意识形态差异”“大陆交通与生态问题”“对大陆缺乏

了解”“大陆同龄人的包容性”等作为“非常影响”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时，

我们不难看出，台湾青年在社会治安、意识形态、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认知、人际关系等方

面都在以一种“审视”的态度来看待大陆，与台湾进行比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大陆社会发

展与公民素质的一种怀疑或质疑。可见，生长于岛内的台湾青年一旦意识到要脱离其熟悉的社

会环境而到大陆谋求发展，其内心潜意识的“台湾人”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就会因对大陆陌生环

境的担忧而被激发出来，这一潜藏于内心的固有身份认同将是对台湾青年进行身份重构的最大

阻力。
表 2 抑制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因素

非常影响就业的因素 N 百分比 非常影响创业的因素 N 百分比

人身与财产安全 714 15． 0 人身与财产安全 632 13． 3

大陆职场潜规则 501 10． 5 大陆创业风险大 524 11． 3

大陆房价、消费水平 466 9． 8 两岸意识形态差异 424 8． 9

两岸意识形态差异 419 8． 8 大陆市场竞争激烈 412 8． 7

大陆交通与生态问题 396 8． 3 大陆交通与生态问题 382 8． 0

对大陆缺乏了解 356 7． 5 对大陆缺乏了解 358 7． 5

大陆同龄人的包容性 355 7． 4 陆生竞争力强 354 7． 5

家庭因素 343 7． 2 家庭因素 354 7． 5

陆生竞争力强 313 6． 6 大陆同龄人的包容性 350 7． 4

教育背景差异 313 6． 6 两岸交流机制顺畅度 323 6． 8

大陆市场竞争激烈 300 6． 3 大陆经济增长趋缓 321 6． 8

两岸交流机制顺畅度 291 6． 1 教育背景差异 316 6． 7

( 四) 身份认同的分化: 台湾青年的多元诉求与信任缺失

表 3( 见下页) 显示，台湾青年在许多方面都清晰地表达出自身诉求，让大陆了解他们需要

什么、看重什么，更希望大陆为其“创造归属感”、提供“平等升职机会”、“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

岗位”、“培训机会”等就业服务引导类支持的占比达 72． 5%。希望大陆提供“与台商协会的对

接管道”、“产业基础较好区域作为创业试点”、“提供实习实践机会”等创业服务引导类支持的

占比达 56． 9%。相比奖助保障，台湾青年更看重服务引导［12］。上述差异性诉求既反映出两岸

青年在就业创业中的诉求反差，也凸现出台湾青年在面对大陆时刻意保持“自尊”的潜在心理，

生怕奖助保障是大陆变相的统战政策，也担心以大陆奖助保障而取得就业创业成功会受到岛内

同龄人排挤乃至当局打压，心态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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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湾青年在就业创业上希望大陆提供的支持

希望提供的就业支持 N 百分比 希望提供的创业支持 N 百分比

为台籍员工创造归属感 673 21． 9 建立台青与台商协会对接管道 919 20． 1

平等的升职机会 650 21． 2 选择产业基础较好区域作为创业试点 899 19． 7

较高的薪资成长幅度和频率 588 19． 2 提供实习实践机会 780 17． 1

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和

平台
462 15． 1

较好 的 住 房、养 老 和 医 疗 保 障、公 平

环境
722 15． 8

有利于发展的培训机会 438 14． 3 提供创业贷款 523 11． 4

住房安置 258 8． 4 消除资格认证壁垒 500 10． 9

设立创业孵化器 230 5． 0

表 4 显示，台湾青年在大陆最希望就业的单位是外企和台企，比例达到 66． 5%，而希望在

大陆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等就业的人数占比仅为 17． 2% ; 在创业方式上，希望与

台湾青年合作的比例( 24． 3% ) 略高于希望与大陆青年合作比例( 23% ) ，加上希望借助台商支

持其创业的人数( 21． 5% ) ，三种选择没有显著区别。说明台湾青年一方面在努力追求大陆市

场高成长性所创造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又对大陆企事业单位缺乏信任和信心。总之，台湾青

年对希望大陆提供支持的多元化诉求，以及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对大陆企事业单位的信任缺失，

共同呈现出其在身份认同中的分化趋势: 一方面，台湾青年希望在得到大陆政策扶持的同时能

够保有自己个体独立性的“自尊”; 另一方面，台湾青年又在希望共享大陆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对大陆企事业单位“区别对待”。
表 4 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的单位类型取向和创业方式选择

希望的就业单位类型 N 百分比 希望的创业方式 N 百分比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544 33． 9 与台湾青年合作创业 394 24． 3

台资企业 524 32． 6 与大陆青年合作创业 372 23． 0

中外合资企业 263 16． 4 借助台商支持其创业 348 21． 5

国有企业 143 8． 9 与外企人员合作创业 295 18． 2

行政事业单位 78 4． 9 自主创业 211 13． 0

大陆民营企业 55 3． 4

综合以上主要指标，台湾青年复杂身份认同所产生的矛盾心态跃然纸上: 扭曲意识形态建

构下的台湾青年对岛内低迷的经济环境倍感失望，充满迷茫，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以“中国人”
身份对大陆抱持一定程度的向往，却又在向往之中以“台湾人”眼光来审视大陆。

三、身份认同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影响

台湾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导致台湾青年在身份认同上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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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在当前的两岸关系语境下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于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心理意愿与行为取向。
( 一) “中国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认可大陆成就并愿意参与其中

尽管台湾青年在考虑赴大陆就业创业时将经济因素置于首位，其动机更多出于对大陆市场

高成长性、产业链完整、一带一路倡议前景等的追求，但是，台湾青年为了谋求自身在大陆更好

的发展机遇，也非常坦诚地向大陆提出了多样化诉求，以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融入大

陆社会，实现他们的个人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台湾青年是在以“中国人”的身份认可大陆

发展，以自己人的姿态表达诉求，并愿意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大陆建设。
客观地说，相比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情感会更加深厚。这是 5 000 年

华夏文明一脉相传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休戚与共产生的强大心灵纽带，也是儒家文化和而

不同思想的时代延续。这使得台湾青年不可能将大陆与台湾视作两个政治主体进行绝对区分。
身份从属于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因此政治力量虽可扭曲个体的政治身份，但受共同中华文明长

久浸淫而在文化意义上形成的“中国人”身份已然在台湾青年心中生根发芽。
( 二) “台湾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对于在大陆工作心态谨慎

李扁执政期间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刻意强化，使台湾青年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降低了对

大陆的认知与认可，强化了“台湾人”身份的自我意识。在此意识下，岛内青年逐渐将大陆视为

一个异于台湾的“圈外环境”，在赴大陆工作时的种种考量更为谨慎。反映在统计结果上，愿意

选择的就业单位类型中，外企或台企的比例均高于大陆行政事业单位和陆资企业的比例之和;

愿意选择的创业方式中，希望与台湾青年合作的人数高于希望与大陆青年合作的人数; 希望大

陆企业提供的就业支持方式中，最希望大陆为台籍员工创造归属感; 希望大陆提供的创业支持

方式中，最希望大陆建立台湾青年与台商协会的对接渠道。可见，台湾青年对自己“台湾人”身

份的认同感相对清晰，而对大陆方面则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他们更愿意在大陆的台企与外企

工作，更喜欢与台湾青年一起创业，更希望在大陆台商协会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 三) 身份认同的困惑使得台湾青年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

尽管自李扁岛内执政以来岛内相关政治势力一再推行“去中国化”，但政治强力无法消除

中华文化作为岛内文化根基的事实，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在台湾仍保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与此

同时，台湾社会在政治运作、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合力作用下所力图灌输的“去中国化”“新台

湾人”等“台湾主体意识”乃至“台独”意识时刻冲击着台湾青年的内心，使他们困惑于自己所属

的群体、民族、“国家”，而陷入了霍尔所言“身份可以是矛盾的且总是由环境决定的”［13］这一认

同困境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建构与自主意识的博弈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

显，尤其是大学时期，学生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对个人身份认同会逐步自我

内化。该阶段接受到的外部社会信息如果与之前一致，这一身份就会固化，如果产生了冲击，就

有可能重新反思、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14］。处在大学阶段的台湾青年在复杂环境影响下思想

意识时有波动，身份认同困惑迷茫，进而在其赴大陆就业创业中提出希望就业单位为自己创造

归属感、获得平等升职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等诉求，体现了他们对于自我价值与身份的观照，是

处于认知困惑阶段青年的正常心理反应，应受到就业单位的关注。从另一个侧面看，在影响台

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诸多因素中，“两岸关系动态”“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所占

比例均较低，分别为 10%与 9%左右。说明他们并未随两岸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而纠结于

自己“中国人”或“台湾人”身份的困惑之中，而是将个人发展置于诸多考虑因素首位，试图在两

种身份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是台湾青年对自己身份认同困惑自主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自己

身份进行定位的折中处理。可以认为，外在环境与内在自我共同建构出了现在台湾青年更加注

重个体发展的心理基调。

·36·



四、互动的循环: 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与“中国人”身份的重构

霍尔关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认同形成提供了理论路径，

即认同“是由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国家的政治意愿所创造，是政治精英们培育的结果，是一种人

文的产物和文化的创造”［15］。面对岛内台独政治势力继续以“天然台独”之名行“建构台独”之

实的局面，立足大陆影响力尚难直接向岛内投射的现实，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并在大

陆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对台湾青年进行“中国人”身份认同建构，形成“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

创业———‘台湾人’身份的解构与‘中国人’身份的建构———增强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

愿———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
( 一) 依托市场吸引，落实政策保障

因循台湾青年的经济利益诉求，以大陆市场的高成长性吸引台湾青年是身份重构的前提。
当前的重点是有效落实《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惠台 31
条”) ，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提供政策保障。首先，地方要根据中央对台工作精神以及

“惠台 31 条”要求，因地制宜地开展对台工作，杜绝盲目从众。其次，中央要做好在地方落实

“惠台 31 条”过程中的统筹协调工作，缓解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时的地域不均衡、不对等问

题。最后，要在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意愿明显的行业与地域做好平台搭建，使其在就业创业过程

中对大陆社会环境的满意逐步迁移到对大陆的整体性认可、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 二) 构筑共有知识，唤醒集体记忆

“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建构起行为体

的身份和利益。当共有知识被行为体接受、形成共有观念之后，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会得到重

新界定［16］。“集体记忆”是指集体所保存的关于过去全部认识的记忆，体现在风俗、节日等文化

实践活动中或博物馆、纪念碑等物质形式中［17］。集体记忆不仅是在群体中传递与共享其共同

的认知、价值与情感，更是指引群体成员行为、维持群体凝聚力的重要力量。从两岸同源的中华

文化中挖掘可供建构两岸共有知识、唤醒两岸集体记忆的材料，以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所

接受的形式来呈现，其身份认同也就得以自我重构，从“中国人”的身份中找到民族情感的归

属。如组织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如端午节赛龙舟、中秋节赏月) 、两岸共

同编写史书( 如中华民族抗战史) 、邀请台湾青年参加或是观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

( 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 等。
( 三) 重视信息传播，拓宽渠道路径

新闻传媒对人们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得当代社会日益媒介化，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人们确

立自我意识、建构身份认同产生深远影响［18］。台湾的新闻媒体业高度发达，充斥于日常生活之

中的诸多不实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台湾青年形成有偏差的大陆认知与身份认同。目前自媒

体已成为台湾青年接受大陆信息的主要渠道，信息来源是影响其大陆认知的重要因素［19］。大

陆应更为重视对台信息传播，拓宽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信息传播形式，推动台湾青年形成对大陆

的正确认知，改变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对台湾青年“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自我重构施加正向影

响，促使他们在正确认知之下提升赴大陆就业创业的积极意愿。就拓宽信息传播渠道而言，鉴

于目前大陆信息难以通过传统媒介进入台湾舆论环境的现实境遇，形式多样、受众广泛、传播及

时的自媒体平台可以为大陆对台传播另辟蹊径，大陆可以挑选行业内权威、专业、严谨的媒体，

在台湾青年广泛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Twitter、Instagram、Facebook 等设立官方账号，推送关于

大陆社会发展、惠台措施、在陆台胞生活近况等方面的真实信息。就信息传播形式来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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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节目都是传播大陆信息的有效形式，尤其是近年来大陆邀请台湾知名歌手作为嘉

宾的一些电视节目如《中国好声音》《经典咏流传》等受到台湾青年热捧与欢迎，大陆应积极做

好此类传播形式的对台推广。
( 四) 树立青年榜样，发挥示范效应

在青年经验缺乏、理性不足但社会转型的情况下，多元化影响对个体选择与判断提出较高

要求，青年示范群体就成为其同辈进行人生道路选择的参考对象［20］。因此，能够在信息交换过

程中对台湾青年施加较大认知影响、促使其产生赴大陆就业创业积极意愿的，还是台湾青年本

身。通过树立在陆台湾青年的榜样，建构起在陆台湾青年对岛内台湾青年的示范效应不失为一

种可取之策。榜样示范是一种自觉的道德情感认同，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之上的模仿者将榜样

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并由心理上的认同，发展为情感上的认同，继而发展为行为上的模

仿［21］。发挥在陆台湾青年的榜样示范效应，需要大陆在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建立全国

统一标准、地方自主评测的在陆台湾青年工作评价体系，对就业创业先进青年进行表彰与奖励;

第二，拍摄关于在陆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的宣传片、纪录片，并以自媒体渠道投放到岛内舆论平

台，供岛内青年获取大陆就业创业的真实信息; 第三，支持在陆台湾青年回岛进行大陆就业创业

宣讲与招聘活动，以其自身经历鼓励、引导岛内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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