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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先后到浙江宁波、绍兴，

江苏射阳，上海，湖北秭归、武汉

等地农村调研，在每个地方都关注

了农民收入问题。恰好当前全国都

关注农村扶贫，我也就借此来谈一

谈自己的见闻与思考。

包括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农村

在内，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二、三产业，

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自在二、三产

业的务工。我的问题是，在全国已

经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

不同地区的农民都可以在全国劳动

力市场上寻找务工机会，为何有的

地方会比较富，而有的地方会比较

穷；为什么有的农户比较富而有的

农户会比较穷呢？

一

从现象上看，长三角的浙江、

上海和江苏农村是比较富庶的，表

现就是农民建有比较好的住房，消

费水平很高，生活质量也很不错，

村庄中很少有光棍，且村庄低保户

很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往往住得

较差，即使建了楼房，楼房内部装

修也往往十分简陋。山区农村多光

棍，且低保户比例很高。那么，在

全国已经形成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

情况下，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户的收

入或经济状况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

差异呢？

如果仅仅考虑务工收入，仅仅

从劳动力方面考虑，以下一些方面

会对农民收入差异造成影响：第一，

家庭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家庭劳

动力的质量；第三，家庭劳动力的

分工组合；第四，家庭劳动力的倾向，

包括生活态度、储蓄倾向、消费习

惯等等。

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

场的情况下，决定家庭收入机会的

最重要指标就是家庭有多少劳动力，

而家庭劳动力数量又是与家庭周期

有关的。一些最好的家庭周期中，

父母还不老，子女又已成人，全家

都是劳动力，父母和儿子媳妇，四

个人在城市务工，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是很轻松的事情。如果年收入超

过 10 万元，在中西部地区，大概二、

三年就可以建起一栋二层的小楼。

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几年积蓄也

是可以很快改变家庭状况的。

从家庭劳动力的质量上讲，如

果不只是在普工市场上寻找机会，

而且有一定技能和专长，年收入就

会更高一些。一般来讲，越是发达

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越是较少在普工

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而多到技工

和管理层寻找机会。其中原因一是

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二是机会也

相对较多，因为存在着各种亲朋好

友的地缘关系机会。

家庭劳动力的组合方式是指这

个家庭如何进行家庭分工。一般来

讲农民家庭都是三代，年老父母、

年轻夫妻、年幼子女，其中一种普

遍的家庭劳动力的分工模式是年轻

夫妻在外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在家

照顾子女，兼顾农业，但在一些地方，

年老父母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照顾

孙辈，而年轻夫妻中或妻或夫留守

照看子女。

劳动力倾向中最重要的是储蓄

倾向。一种标准是够吃就行，则每

年进城打工几个月，收入够了就回

家过日子；另外一种标准是有更大

的预期收入，所以投入更大精力来

谋取收入，用更多时间于务工而不

是休闲。上海市郊农村，农民务工

一般都是“八小时双休”的标准务

工模式，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

休息两天，不加班。不加班的务工

只能获得每月 2020 元的最低收入。

在上海市郊农村调查发现，大多数

上海市农民都是这种最低工资模式。

不过，只要有了最低工资，上海市

郊农民就可以由企业缴纳社保，他

解决贫困的关键
是将农户家庭储蓄转化为发展能力

 □ 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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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退休后就可以拿到社保金。而

外地来上海的农民工大多不关心社

保，希望最好将社保金连同工资一

起发给自己变现。而且，外地来上

海务工的农民工极少“八小时双休”，

而大多是通过加班来获得较多收入。

再比如，浙江人评价贵州农民工不

会精打细算，每到拿到工资的日子

贵州农民工都会大吃大喝，将到手

的钱都吃喝掉了，没有储蓄下来。

能挣能花当然也是很难存到钱的。

 二

决定农民家庭收入的，尤其是

决定不同区域农民家庭收入差异的，

不仅仅只是参与到全国劳动力市场

的家庭劳动力的状况，而是有比之

广泛得多的内容。举例来说，沿海

发达地区有众多的企业家，这些企

业家的收入主要是靠经营资本而不

是靠打工。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

富裕村庄有大概 10% 的高收入群体

就主要是办厂经商，而不是靠务工。

这部分人的收入高，对同是熟人社

会的其他村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

方面，村庄产生的办厂经商老板群

体都是村庄熟人社会成员，大家不

仅相互熟悉，而且往往存在血缘联

系，是朋友关系，亲戚连亲戚，朋

友连朋友，因此就可能更多相互帮

助。另一方面，老板群体提高了熟

人社会中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村中

其他村民造成了巨大的消费压力。

当然，即使是沿海发达地区，

绝大多数农户家庭也是要靠劳动收

入，甚至是要与全国农民一样进入

到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市

场不大认劳动力来自哪里，是什么

地方的人，而只认这些劳动力是否

符合自己的要求，能否完成劳动要

求。沿海地区农户的优势也许在于，

他们不需要远离家乡就可以在附近

找到务工机会。

决定农户家庭收入差异的另外

一个因素是人地关系。当前全国绝

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

农民家庭都已经形成“以代际分工

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年轻

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龄比较大的

缺少进城务工机会的老年父母留村

务农。土地越多，务农收入机会就

越多，农民家庭收入就越高。在人

地关系极为紧张的地方，农村老年

人缺少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机会，

家庭收入过于依赖子女进城务工，

家庭就可能比较贫困。不过，正如

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往往是

人地关系越紧张的地区，农民越是

早进城务工经商，这些较早进城务

工经商的农民更有可能致富。一些

土地比较多的农村地区，农民家庭

有不错的农业收入，因此迟迟不愿

外出务工经商，从而造成了他们对

市场的更低适应能力。人均耕地低

于一亩，高于二亩，以及高于五亩，

都可以对区域农民收入及进城务工

形成极其重要的影响。

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教育

包括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受教育

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是有

能力在务工经商中占据有利位置，

获得更高收入。相对来讲，沿海发

达地区较容易受到更加良好的教育；

二是受教育的便利程度。沿海发达

地区不仅经济发达而且也是人口流

入地区，人口密集，学校密布，接

受教育比较便利。中西部地区尤其

是山区，人口大量流出，地广人稀，

学校分布就集中到了县乡，村一级

撤点并校，甚至小学生也要到很远

的地方上学，中学则可能只有乡镇

才有，好一点的学校都在县城。为

了子女接受教育，年轻父母就必须

远程接送甚至要陪读，这样就失去

了一个本来可以进城打工劳动力的

务工收入。而且，中西部地区农村

教育资源的稀缺，以及与分散农户

家庭对接的困难，造成了教育的低

质量。中西部农村受教育程度比较

低是与沿海地区造成就业收入差距

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还可以罗列出更多农民

收入差异的区域原因来。

 三

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标准很难

简单划定。若从外在指标看，比如

家庭储蓄、住房、日常消费水平，

低保户的数量，光棍的多少，都是

很重要的指标。不过，最重要的指

标则在发展能力上面。贫困更多不

是收入与消费水平，而是是否具备

发展能力，尤其是代际之间传承的

发展能力。

从住房上看，北方农村的农民

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

栋高大的楼房，是农民几乎终极的

目标，生活却十分节俭以至到了苛

刻的地步。2004 年到陕西关中的武

功县调研，农民说他们不喜欢吃肉，

一个农户，住高大楼房，全年却只

买了五斤肉。现在关中农民不吃肉

的消费习惯依然未变，不是真不喜

欢吃肉，而是“天天吃肉，再大的

家当也要吃垮”。西南地区的农民就

会对北方农民的节俭不可思议，认

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

再困难也得吃好一点。所以贵州农

民到浙江打工，一到发工资的日子

必要大吃大喝。前不久到湖北秭归

农村调查，一对老年夫妻都已 70 多

岁，一个 45 岁的儿子是光棍，刚杀

了两头各重 300 斤的年猪，问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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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猪是不是太多了？她回答说，两

头还多？人均还不到一头呢！的确，

在靠近重庆的鄂西南地区的湖北恩

施、宜昌，一户杀两三头年猪的消

费习惯一直如此。再穷也得吃肉。

在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农村，农民

生活上比较节俭，精打细算，但绝

对没有到了像关中农村生活苛刻的

地步，而是吃得不错，穿得不错，

住得也不错。

在湖北秭归调查发现，秭归很

多农户都花 10 多万、20 万元建了

不错的楼房。吃得又好，又建楼房，

应该是不贫困了。不过，几乎所有

农户手中都没有多少存款。秭归农

村是山区，农业收入当然不高，但

正因为是山区，所以更早出去打工，

打工是可以挣到钱的。调研的两个

村，村中年轻人主要是到城市建筑

工地上干比较脏和累的活，他们说，

这样的活比较自由，也比较能挣钱，

至少要比在工厂流水线上自由多了。

不过，在工地干活，往往日工资高，

年收入却不一定高，因为工地干活

没有保障，往往是一段时间有活干，

一段时间没有活干。尤其是，很多

人每年只干半年活，还有半年时间

在家休息，因为半年干活挣的钱够

全家一年吃喝了。秭归农村，农民

建房 90% 以上是要借钱的，房子建

起来了就要赶快还清借款，这个时

候，全家动员，以赚钱还债为首要

任务，这个时候的农户打工是最能

挣钱的。一旦还清了债务就不用再

拼死拼活打工，早点回来过春节，

晚点出去务工，一年外出务工也就

只半年时间了。

秭归农村不仅吃肉多，吃得好，

而且人情极多，也极大。农户收入

的几乎 1/3 用于人情开支。我们访

谈的几个村干部，几乎每年收入的

1/3 要用在人情上，一年送出去的人

情竟要 1~2 万元。一般农户一年所

送人情也要占到家庭总收入的大概

1/5，送出去的人情要五、六千元是

最少的了。调研中，有些农户办红

白事收到的礼金竟然可以达到七百

份，少的也有一百多份，农户的人

情往往是在超过一百户的范围内进

行的，所以，农户的人情频繁，农

民收入都吃了酒席。为什么要办那

么多的酒席及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人

情？秭归农民的说法是，不参加再

见面不好意思。人活着总得有几个

朋友，总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吧。这

个意义上，秭归农民是生活型的，

今天过好今天的日子。在秭归农村

调查，发现有不少农户买 3 万多元

的面包车作为代步工具，而他们的

家里几乎没有积蓄。他们买车仅仅

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

在长三角，农户买车一定要买好一

点的上档次的车，不然就不如不买，

因为车的档次太低没有面子。是汽

车的消费功能而非其实用功能决定

了长三角农村的农民买不买车。成

都满大街都是作为代步工具的低档

车，这与成都人讲求生活的“安逸”

是有关系的，秭归农民也很讲究生

活的“安逸”。

秭归农民即时收入即时消费，

收入多则消费大，收入少则消费少。

农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调节机制，

从而出现了他们很少有父代为子代

积蓄，子代可以通过剥削父代来获

得发展能力的机制。其最严重的后

果是，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上，因

为子代无法获得父代经济上的支持，

而很难在婚姻市场上成功，所以光

棍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农民家庭

遭遇天灾人祸，缺乏抵抗的能力，

低保户就更多。因为即时消费，子

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对较差，从

而就更加缺少发展的能力，等等。

四

决定农户家庭积蓄的主要因素

是收入与消费的剩余，收入越多，

消费越少，储蓄就越多。目前全国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全国

农户都可以获得不差的收入，其他

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因素都不是决

定性的了，全国农村农户储蓄的差

异在于消费。上海农民几乎不在人

情上消费，秭归农民则有接近 1/3

的收入用于人情，最终吃喝掉了。

秭归农民收入是为了消费，即时消

费而不储蓄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而

长三角以及北方农村，收入是为了

更好地服务于子代家庭，为子代家

庭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才是扩

大收入的目的，因此，努力扩大收

入及精打细算就是重要的。

而最为重要的决定是否贫困的

因素在于，这些积蓄能否转化为发

展的能力，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子

女受教育的程度。与其吃掉不如建

房子，与其在村庄中建房子不如到

城市买房子，与其买房子不如让子

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样说来，当前农村的贫困问

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

题，更非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

化问题，最终是教育问题。

既然是观念和文化问题，外面

就不能在扶贫问题上过于着急。文

化的转变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国家通过低保等守住底线是重要的，

在未解决文化与观念之前，外界试

图让农民致富则是无效的。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

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