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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阶层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周春芳

  摘 要：本文以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化理论为基础，以职业、收入、财富为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阶层分化进行了定量评估，并采用Ordered Logit 模型对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分化为三个群体，且呈现“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其中，个体的文化程度、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是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因而，政府应提供更加均等化的教育资源，

优化制度环境，打通农民阶层流动的渠道，以提高我国社会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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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

群体的同质性被打破，原来收入相近、地位相同的农民，由

于先赋性特征和自致性因素的差异，逐渐分化为在职业、收

入、地位、权力等方面不同的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我国社会的重构以及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预见，在

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分化

将进一步加速，这不仅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必要手段，

更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

途径。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斯﹒韦伯“三位一体”社会分化

理论为基础，从职业、收入、财富三个层面，采用主成分分

析和聚类分析法对农民阶层分化进行估算，并进一步对影响

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三农”

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作为东部沿海发

达地区，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发达的非农产业，为农村阶层

分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以江苏省为例，研究农村

劳动力阶层分化及其微观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

瞻性。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 2014 年江苏省社科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与江苏省统计局的联合开展的“江苏千村调查”，主

要从村和农户两个层面的调查。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年龄在

16-65 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去除无效样本，共获得有效样

本 1283 个，以下分析均是基于该有效样本。

二、当前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定量评估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

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马克

斯·韦伯认为，社会分层是多维度的概念，除了经济地位外，

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同等重要，因而他主张采用收入、权力、

声望等多元标准，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分层和不平等。其中，

职业是最重要的分层标准（朱力，2002），职业的不同会带

来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乃至政治权利的差异，使得原本同质

的群体分离为多个社会资源占有不等的社会阶层。根据数据

可获得性，本文从职业、收入、财富三个层面，综合考察当

前我国农民内部阶层分化的状况。其中，按照职业声望的高

低，将现有职业由低到高排序，并分别赋值；收入为家庭成

员人均年纯收入；财富包括城镇、农村房产的市场价值和家

庭拥有的私家车数。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定量分

析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程度和类别。由于篇幅所限，具体分析

过程不再赘述，结果如表 1所示。

※本文为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职业流动视角下我国农民工社会分化与市民化研究”（项目批准号：71503107）的成果之一。

备注：综合得分负值说明低于样本平均值。

表 1 当前样本农户的阶层分化情况  （单位：元、万元、辆）

样本数 综合得分 职 业 家庭人均纯收入 房产价值 私家车数

第一类 763 -0.3949 1.66 19128 26.98 0.1

第二类 386 0.5689 3.06 32591 54.43 0.79

第三类 34 2.4033 4.94 71905 154.5 1.68

由表 1 可知，样本农户已经分化为在职业、收入、财富

占有等方面差异较大的群体，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及社会地

位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以农户、务工者为主体的低收入阶层，

以村干部、农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以个体工

商户、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高收入阶层，且呈现出“金字塔”

型的结构：位居塔尖的高收入阶层属于经济精英，以私营企



【农民问题】 农业经济 2016/11

-  62  -

业主、个体工商户为农村经营性人才为主，人数仅占样本总

数的 2.87%，但却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其家庭人均

纯收入、拥有的房产价值、私家车数分别占样本总数的8.25%、

11.21% 和 13.03%；一般来讲，这个群体具有良好的经营才能，

拥有较高的收入和一定的资金积累，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也较高。位居金字塔中层的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人数占

32.63%，其家庭人均纯收入、拥有的房产价值、私家车数分

别占样本总数的 42.47%、44.85% 和 69.56%，这个群体多为

村干部、教师、医生、农技人员等，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是

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位于塔底的

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和农业劳动者，占样本总数的 64.5%，

但其其家庭人均纯收入、拥有的房产价值、私家车数分别是

高收入阶层的 26.6%、17.46% 和 5.95%，他们中大多数人文

化水平较低，缺乏经营性资产，因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

较低，属于农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表 2 不同地区农村阶层分化情况的比较   （单位：人、%）

低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 高收入阶层

人 数 比 重 人 数 比 重 人 数 比 重

苏 北 399 79.01 99 19.60 7 1.39

苏 中 183 67.53 84 31.00 4 1.48

苏 南 181 44.47 203 49.88 23 5.65

总 体 763 64.50 386 32.63 34 2.87

农村社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表 2可

知，苏南地区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呈现出两头小、中间

大的“橄榄形”特征，初具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苏中、苏北

仍为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数据表明，苏南地区中等收

入阶层占 49.88%，高出低收入阶层 5.41 个百分点，且其高收

入阶层分别是苏北、苏中地区的 4.1 倍和 3.8 倍；而苏北地区

以农村劳动者、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占 79.01%，分别是

苏南、苏中的 1.2 倍和 1.8 倍。

三、农民阶层分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及模型选择

从宏观层面上讲，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非农

产业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

根本动因。对于微观农户来讲，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中和制度

条件下，其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把握

市场机会能力的不同，是促成其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研究

表明，农民的阶层分化与其市场经济意识、非农劳动技巧、

科技文化水平、对农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占有程度密切相关

（万能、原新，2009）。因此，农民个体所具有的先赋性和

自致性变量、家庭及社区特征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决定因素。

鉴于此，本文从农民个体的微观视角，检验个人特征、家庭

和区位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

变量选择及其赋值如表 3所示。

由于因变量为三维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选择 Ordered 

Logit 模型，对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式中， 为被解释变量，即第 j 类农村劳动力分化发生

的概率；X为 ，代表第 i 个解释变量，包括个

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征等变量。

在得到 和 的回归系数后，可以计算出 发生的概率为：

（二）实证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log likelihood =-705.845，LR chi2（13）

=226.01，且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成立。

从个人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1565，且

在 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那些具有较高文

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较高。

理论上讲，文化程度较高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具有较

高的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新知识的能力以及较强的改变传统

观念的能力，而且较容易与他人交往、沟通，其把握市场机

会的能力更强，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经济社会地位相应较

高。与之相比，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均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因而，在农民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农民自身所

具有的以教育为主的获致性因素比性别、年龄等先赋性因素

更为重要，且具有较高人力资本者向较高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较高。

从家庭特征来看，耕地面积、劳动力人数的回归系数分

别为 0.0044 和 0.0897，且在 10%和 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说明，拥有足够多的耕地资源和丰裕的劳动力资源

是农村劳动力实现由弱势阶层向强势阶层转变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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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位因素来看，区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2422，且在

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理论预期相吻合。一

般来讲，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高，

农民间职业、收入、财富、社会地位等的不平等程度较高，

因而农村社会结构较为复杂。江苏经济呈现由南到北依次递

减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程度也呈现出由南到北依次递减的

情况。

从社区因素看，行政村的村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

响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村固定

资产总额、公交车情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003、0.00004

和-0.2680，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村固定资产总额、通公交车且正

常运行的行政村中，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分化水平较高。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分化为在职业、收

入、财富占有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且呈现“金字塔

型”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地区的、文化程度较高、家

中拥有足够多的土地资源和丰裕劳动力资源的农村劳动力，

更容易拥有声望较高的职业、较高的经济收入和较多的财富，

且其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因而他们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地

位较高。

国际经验表明，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是现代化

社会的重要特征，且其对上进心的呼唤，要强过空洞的政治

说教千百倍（朱光磊，2002）。因而，应打通农村阶层流动

的通道。为此，要提供更为公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加

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保障落后地区、弱势群体拥有平等

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向上层流动的能力。同时，

优化制度环境，彻底消除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约农村劳动

力阶层分化的制度藩篱，降低农民阶层流动的社会成本。另

一方面，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必须考虑农民群体已经

发生分化、且分化还将进一步加快的事实，尽可能提供多样

化的制度供给，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平衡，以真正推动我

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及社会稳定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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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的选取与赋值

变量 取值范围 均值 赋 值

因变量 阶层分化 1-3 1.38 1= 低收入阶层；2= 中等收入阶层；3= 高收入阶层

个体特征

性别 1-2 1.51 1= 男；2= 女

年龄 16-65 42.28 连续变量，按实际年龄计算

婚姻状况 1-2 1.94 1= 单身；2= 有配偶

文化水平 1-7 3.51
1= 未上学；2= 小学；3= 初中；4= 高中；5= 职高；6= 中专；

7= 大专及以上

家庭特征

耕地面积 0-660 9.27 连续变量

劳动力个数 0-6 3.01 16-60 岁家庭人口数

学龄前儿童数 0-2 0.24 6 岁以下儿童

需赡养老人数 0-2 0.08 80 岁以上老人

经济发展

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6600-32158 16001 用 2013 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衡量

村级集体资产总额 8-11548 1208 连续变量

公交车情况 1-3 1.43 1= 通了，运行正常；2= 虽通了，但不正常；3= 没通

区位因素
到乡镇距离 0.3-20 4.94 连续变量

所处地区 1-3 1.92 1= 苏北；2= 苏中；3= 苏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