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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
———基于对赣南Ｓ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湛礼珠，罗万纯

［摘　要］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

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

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Ｓ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

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

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

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

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

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

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

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

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

“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

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口外流；村庄内部分化；后发型农村；村庄伦理共同体；有分化无分层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７２（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８６－１６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村庄社会结构对政策实践具有重要反作用，自上而下的各类政策、法律和制度因村庄社会结

构的不同而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差异化机制和结果。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形
式的第二轮现代性的来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根本性地体现在“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

会”的转变。②在“分化”日益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流特征的现实情境下，结合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

的主要矛盾，识别不同区域农村社会之间的分化形态及其形成机理，有助于推进村庄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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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意志和主张。

作为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分化包括系统内部结构要素的增加、系统规模扩大带来的

分工，以及系统及其各部分从承担较少功能转变为承担较多功能。① 在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权力退

场后，市场化的推进使得农村社区沿着结构分化和阶层分割两个方向不断分解为若干子系统和子

群体，这些子系统、子群体因其结构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对社区整体运作和秩序具有正功能作

用。② 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分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层面，具体到中国村庄的实践场域

中，村庄内部分化即村庄作为共同文化观念有机体的裂解和农民经济均质性的式微以及由此带来

的阶层分离。需要指出的是，分化是发展的基础，系统自然分化带来的相应整合往往会促进系统

的发展，③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因。

市场化背景下的村庄内部分化使其一开始便带有显著的经济色彩，由此，学界对其研究首先

落位于基于职业和经济分化带来的农民阶层分化。涂尔干认为，“现代工业拥有日益强劲的动力机

械，大规模的能源和资本集团，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大限度的劳动分工”④。职业系统的变化使农民

逐步向非农民转变，农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日益显现即至悬殊，农民阶层分化由此

形塑。陆学艺等基于对华西、大寨等１３个村的调查，以职业类型为主要分层标准，将农民划分为
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职业者、智力型职业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

动者、雇工、外聘工人和无职业者１０个阶层，⑤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开创性。此后，考虑到职
业差异所产生的经济分化是塑造社会阶层的动力所在，经济收入逐渐成为研究者划分农民阶层的

主要标准，并由此衍生了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

弱阶层，⑥ 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贫弱阶层⑦和富豪农民、富裕农民、中等农民、

普通农民、贫弱农民⑧等农民阶层划分形态。另外，除将职业分化作为农民经济收入差距拉大，进

而促进阶层分化的动力来源外，部分学者认为土地资本⑨、家庭劳动力数量及其配置方式瑏瑠等亦构

成了农民经济和阶层分化的基本动力。

在村庄内部分化更多关注农民阶层市场性关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农村阶层研究落入“只见阶

层不见村庄”的窠臼，农民阶层间的社会关系也成为关注焦点。起初的经济分化会在农民的交往活

动中逐步转化为社会分化，瑏瑡 经济分化意义上的农民阶层也通过社会分化机制的作用趋于固化。首

先，由于纵向经济上的差别，农民之间在交往心理、空间和时间上出现较大距离，相互之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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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变少、关系变淡，横向上血缘、地缘关系分化彻底，① 村庄伦理共同体也由此式微，其对农村社

会的感召机能、整合机能和组织机能无法维系。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动员机制失效

而村庄利益密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通过贿选手段当选村级干部成为常态。在获取政治声望、拓

展高质量社会关系和扩展资源以发展企业等的驱使下，农村选举成本不断上扬，村庄政治权力逐

渐为上层农民所垄断，② 经济分化之后的资本区隔最终造就了村庄政治权力的区隔。③ 借助社会交

往的排斥机制和社会权力的垄断机制，以闲暇分化、消费分化、婚姻分化和空间分化等为代表，

经济分层的社会意义不断建构，④ 并由此完成了向社会分层的转变。

上述研究通过大量的实地截面调研，分析了以“经济（职业）—人口—社会”分化为主线的村庄

内部分化形态及其形成机制，认为市场化背景下，农民职业分化导致了经济分化，而经济分化造

成的人口阶层分割，通过社会分化机制加以确认和作用，最终实现农民的社会分层。在这一逻辑

机理下，经济分化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性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分化的产物，而村庄内部

分化的最终结果则是农民的社会分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的形成主要以农民在村的东部沿

海或中西部平原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农村为研究对象，在经济发展滞后和利益密度较低且农村人

口外流严重的广大中西部后发型地区，其是否具备适用性？中西部后发型地区村庄内部分化的过

程机理及其呈现的最终形态又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广大中西部深度贫困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

展滞后、村内就业机会较少，人口外流成为常态。受限于普遍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其在就业市

场的竞争能力较弱，由职业差异造成的经济分化差距较小。同时，村庄利益密度低使得村民围绕

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竞争的矛盾较小，村民对争取村庄话语权的动力不足。由此，经济分化难以

带来社会生活区隔，村庄共同体的裂解更多由市场性的输入和互助行为的消散而引致，一种“有分

化无分层”⑤的后发型地区农村村庄内部分化形态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性分化居于主导

地位，经济分化则相应发挥辅助作用。基于对赣南 Ｓ自然村的考察，本文将从代际间的动态视角
出发，进一步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余下部分首先阐述了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并对人口外流下Ｓ
自然村的村庄内部分化过程及其形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

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

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⑥。在中国地域辽阔且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农村政策制定“因地制

宜”和“分类指导”尤为重要的现实情况下，对“地”与“类”的属性及特质的准确把握是农村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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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质的观点类似，本文同时认为Ｓ自然村“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是经济分化不足的结果，兼具事前性特点。
参见魏程琳：《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页。



重点，而质性研究较好契合了这一需要。① 实践中，质性研究要求对数量有限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度

分析，并尝试穷尽某个特定情形或事件的所有原因，② 研究者基于从观察者到参与者、从当前个案

的时空范围到历史脉络和社会空间以及从过程到结构的扩展，实现将历史的宏观因素纳入到微观

研究之中。③

这一研究方法较好契合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资料来源。一方面，经济发展滞后、利益密度较

低和人口外流严重的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形态及其形成机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从案例选择

看，位于赣南山区的Ｓ自然村这一“地”，较好契合了后发型农村这一“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从资料收集角度看，笔者长期生活于 Ｓ自然村，在从观察者到参与者
转变、与研究对象互动和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资料等方面均具有较大优势，较好满足了质性研究的

进行条件。

（二）案例选择
Ｓ自然村地处赣南偏远山区，隶属的 Ｙ行政村属于典型的辖域面积大而村民聚居规模小且分

散的村庄。Ｙ村为国家级贫困县深度贫困村，现有的３家小卖部、１家农资店及２个村级卫生服务
站和１所小学，满足了全村１０余个自然村１０００余人的部分生活、生产、医疗和教育需要。行政
村距离乡镇１６公里、距离县城７５公里。现有通往乡镇的村级公路３条，分别于１９７１年、２００６年
和２０１６年修通。④ 因道路崎岖，加之人口外流严重，２０１６年以后，村里至乡镇（县城）的公共交通
停运，村民出行不便，村庄整体封闭性强。各自然村为村民公共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在２０１６
年大规模“精准扶贫”政策落地以前，村民与行政村的联系尤少。

Ｓ村距离Ｙ村村委会约１公里。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村仅有２２户１０７人，分为２房（厅）７支，⑤

多数家庭为３代同堂，最多的有４代（详见附图１）。村民人均拥有耕地１亩、林地８分，自然资源
占有条件较差。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务工收入成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全村劳动人口中，

除少数年长者外，绝大部分人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目前留村者不足四分之一，村内耕地抛荒严

重；留村人员除种植供自家消费的粮食、蔬菜以外，收入来源以打短工为主，如协助建房、修路

等。此外，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８人，贫困发生率为７５％。村内无集体
产业，且除少量村民集资外亦无其他集体资产，村庄经济利益密度低。总体而言，村民经济收入

水平较低，户均年收入约为４万元。Ｓ村属于典型的后发、团结型村庄，⑥ 出于集体利益的需要，
村民协商下的集体行动能力较强，村庄共同体特征突出。但近十年来，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宏观

背景下，Ｓ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村民集体行动能力大为降低，村庄共同体性质弱化。
案例１：Ｓ村村民聚居区距离村级公路约有４００米距离，其间隔着一条小河。正是这４００

米的田间小路和一座木桥，不仅使摩托车、自行车和手推车等无法自由出入，雨天村民步行

都得格外小心。为摆脱这一道路通行条件的限制，２００５年底，村民决定自发修建通往村级公
路的“大路”。为此，Ｓ村成立了修路理事会，组织村民修建道路。在按人头筹资，不足之处
向外村另行募捐的基础上，村民自己协商出让土地、自觉出工出劳。就这样，２００６年新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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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王富伟：《质性研究的推论策略：概括与推广》，《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ＢｕｒａｗｏｙＭ．，“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Ｃａ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１，１９９８，ｐｐ４－３３．
除村级公路外，各自然村与行政村委会道路修建及维护由村民自行承担。

房、支为Ｓ村的宗族单位。房又称厅，规模一般较大，同房村民共建一厅，供奉同祖；支一般指村中几位年纪最长者及其后代
组成的小群体，不同支之间可能为堂兄弟亲属，但其共同直系长辈已故。附图１中，Ｄ支由于历史原因属于不同房。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大路”、“大桥”修好了，村民出行极大便利了。（案例来源：与村民Ｃ１的交谈）
案例２：２０１６年初，考虑到村厅老旧加之周边房屋倒塌影响厅房安全，Ｓ村决定重建村

厅。经过与村民协商，Ｓ村同样按人头筹资并自愿出工。在前期门楼修理工作中，村民少有
出工出力，在个别人的“带头”下，村民才自发前往，但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厅房建设讲

究“风水”，在未商及“风水师傅”伙食、茶水费用等问题的情况下，大部分村民不愿负责其伙

食茶水。之后，由于厅房现址不符合“风水”需换地基，在与相关村民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厅房重建被迫中止，此后再无人提及。（案例来源：与村民Ｄ３的交谈）
由此可见，自２１世纪初的十多年来，Ｓ村由原先的村庄共同体逐渐分化，其结果的一个体现

是村民集体行动能力降低。从这一现象出发，本文重点以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为样本，考察Ｓ
村的分化过程及最终形态，以此丰富“后发型”村庄内部分化的相关研究。需要指出的是，Ｓ村每
户居民都有外出务工成员，而其也包含在样本选择范围内，从这一角度看，分析样本具有代表性。

三、人口外流：一个“用脚投票”的过程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得匀速发展的社会进入一个持续加速的过程，今天，包括

人类本身在内的一切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背景下，都进入高速流动的状态。① 在这一流

动性社会中，受村庄推力和外部拉力的影响，Ｓ村村民“用脚投票”，外出务工逐渐成为村民就业
的主流选择。

“用脚投票”理论始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在研究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
基础上，Ｔｉｅｂｏｕｔ，Ｃ．Ｍ．认为，若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居民会以选择居住地的方式，通过流向其
认为公共服务水平和税负组合最优的地区来表达自己对地方公共品需求的偏好。② 随着时代发展，

“用脚投票”术语逐渐大众化，指人们由于对某事的失望或抵触而选择离开或放弃。③ 在 Ｓ村，２１
世纪以来，由于村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人们不得不放弃村内就业而选择外出务工，以期获得更

高收入、改善自身生活。

Ｓ村村民的规模性外向流动始于２００５年前后，村内就业形势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深刻变化。
１９８５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浪潮中，Ｓ村完成了包产到户的工作。此后，农民生
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并于９０年代初基本解决温饱问题。随着粮食生产形势的好转，同时基于地方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考量，１９９３年，Ｓ村在政府号召下开始种植烟草，当年全村烟草种植面积约
２０亩，实现毛收入１２６００元。④ 在此基础上，随着国家烟草收购价格的快速上涨，Ｓ村烟草种植
面积亦迅速扩张。１９９７年，Ｓ村烟草平均收购价格由１９９３年的２元／斤增长至５元／斤，同年全村
烟草种植面积达１００亩。此后近１０年内，Ｓ村烟草收购价格趋稳，同期种植规模也保持相对稳定，
烟草种植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地处深山，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Ｓ
村村民伐木收入颇丰。在林场大量雇工的情况下，村民就业有所保障，且经济收入水平较高。⑤

２００５年前后，Ｓ村以烟草种植和伐木为主的就业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长期种植
烟草，耕地土壤肥力下降，在化肥投入等成本快速增加的同时，烟叶收购价格却基本保持稳定。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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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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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的管理》，《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Ｔｉｅｂｏｕｔ，Ｃ．Ｍ．，“Ａ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６４，Ｎｏ５，１９５６，ｐｐ４１６－４２４．
李贵成：《用脚投票：权利自救下民工荒的一种解释框架》，《理论探讨》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视地形情况，Ｓ村每亩地种植烟草８００至１０００株，每株一般收获０３至０４市斤干烟叶，这一生产收获形势基本维持不变。
据村民介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林场雇工价格约为４０元／天。



２００５年，Ｓ村烟草平均收购价格约为６元／斤，较之前涨幅较小。除此之外，由于小规模生产下烟
农烟草管理水平参差不齐，Ｓ村烟叶质量差距较大且普遍偏低。随着国家烟叶收购对质量要求的
不断提高，村民生产风险也日益增大。在成本增长、价格趋稳、风险增大的情况下，２００５年以后，
村民烟草种植积极性开始下降，种植面积有所回落。２００８年，全村烟草种植面积８０亩，至２０１７
年进一步减少为２０亩。另一方面，２００５年以后，Ｓ村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引发林场伐木雇工数量
快速递减，且由于所伐木材质量变差，雇工工资也有所降低。双重因素作用下，村民对村内就业

期望降低。

村内就业形势恶化使得人们将寻求就业的目光投向村外。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的

社会不断发生着结构性变迁，对就业和更高收入的理性预期促成了农村人口作出社会流动的决

策。① 事实上，早期外流人口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和新时期大众传播媒介及通讯工具的更新普及也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外流。在Ｓ村，最早一批外流人口出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
代中后期，彼时其已经成年。受城市偏向观念的影响，加之人口流动环境的转变，部分人员开始

选择外出务工。他们有的远赴广东在电子厂工作，如 Ｂ３；有的在隔壁镇上自营家电，如 Ｃ１１；有
的学徒之后在县里修理机车，如Ｂ４；还有的则从事保镖工作，如Ｄ１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群体
多为村里第二代年幼者，或第三代年长者，他们在外出务工之前基本没有种地经验，即使生计艰

难，也鲜有返乡务农者。视野的开阔、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该部分人员早期回乡过年时喜欢购买音

箱和电影光盘等物品，而其的快速传播对村内其他人员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此外，２１世纪初，
电视、电话和手机等在Ｓ村逐渐普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与家人联系沟通的便捷化也加速了
农村人口外流。

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２００５年以后，Ｓ村原在村内就业人员大部分开始外流。在２０１７年
４０～６０岁的２３人中，有１４人先后外出务工，占比６０９％，留守人员多为在家照顾小孩的妇女。外
出人员中，由于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体力劳动从业者占多数，如建筑工、矿工；也有部分技术性劳

动者，如装修工、运输司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固定类型职业，他们多数做零工，经济

收入不太稳定（详见表１）。可以说，该群体是Ｓ村的“一代农民工”，他们原先在家务农，但随着村
内就业形势的严峻，迫于子女上学等经济压力，他们选择外出务工；等子女毕业或村内就业另有着

落时，他们仍倾向于回乡，并有部分人员依靠前期积累的资本开始创业，但多数为内向型流动，② 回

乡后在村里从事其他非农行业。另有部分人员在近乡就业再度遭遇困境时，选择进一步外流，以此

实现充分就业，但仅管如此，乡土观念驱使下，年迈返乡仍是他们的心愿及最终选择。

表１　２００５年后Ｓ村“一代农民工”人口外流情况

外流人员 外流时间 受教育程度 外流地点 务工职业 是否返乡 返乡后职业

Ａ１ ２００７ 小学 县外市内 清洁工 是，２０１５ 零工

Ａ２ 不详 初中 县外市内 装修工 是，２０１５ 种植、运输

Ａ３ 不详 小学 县外市内 水果商贩 否 —

Ｂ１ ２０１３ 高中 乡外县内 建筑工 否 —

Ｂ１配偶 ２０１３ 小学 乡外县内 建筑工 否 —

Ｂ２ ２００５ 初中 乡外县内 运输司机 是，２０１２ 养猪

Ｃ２ ２００６ 小学 乡外县内 养蜂 否 —

Ｃ２配偶 ２００６ 小学 乡外县内 自由职业者 否 —

Ｄ２ ２０１３ 小学 县外市内 锅炉工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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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外流人员 外流时间 受教育程度 外流地点 务工职业 是否返乡 返乡后职业

２０１６ 外省 玩具厂工人

Ｄ２配偶 ２０１３ 小学 外省 玩具厂工人 是，２０１７ 零工

Ｄ３ ２０１０ 小学 外省 矿工 是，２０１０ 种植、零工

Ｄ４ ２００６ 小学 村外乡内 稀土冶炼工人 否 —

２０１３ 外省

Ｆ１ ２０１４ 小学 村外乡内 零工 是，２０１６ 种植、零工

Ｆ１配偶 ２０１４ 小学 村外乡内 零工 是，２０１６ 带小孩，无业

　资料来源：整理自笔者对Ｓ村的走访交谈。

　　相较于“一代农民工”的被迫性、回归型外流，Ｓ村“二代农民工”的外流更加主动、彻底。这
一代人多数出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他们比其父辈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同时成长于信息化时代，
其视野更加开阔，流动经历也更为丰富。由于传统村庄的持续衰弱，村内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加

之农业生产收益较低，他们未曾学习耕种技术或从事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城市偏向的社会舆论

导向以及长期以来外出求学或务工所形成的城市生活习惯影响下，城市就业、买房并实现自身城

市化成为他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职业分布上，该群体既有流水线生产工人、机修工，也有自营职

业者、基层教师等（详见表２），与父辈相比，他们从事的体力性工作减少而知识性工作增加。

表２　Ｓ村“二代农民工”人口外流情况

外流人员 外流时间 受教育程度 外流地点 职业类型 备注

Ａ１１ ２００８ 初中 县外市内 学徒、油漆工、电子厂 未婚

Ｂ１２ ２０１２ 大学 市外省内 自营茶具销售 未婚

２０１６ 县外市内 代理茶具销售

Ｂ１女儿 ２００６ 初中 县外市内 不详 外嫁

Ｂ２儿子 ２０１３ 中专 外省 电子厂、机电维修 未婚

Ｃ２女儿 ２００７ 初中 外省 制衣厂 外嫁

Ｄ２女儿 ２０１１ 大学 外省 私立医院体检 外嫁

Ｄ２女儿 ２００４ 小学 外省 电子厂 外嫁

Ｄ２３ ２００９ 中专 外省 电子厂 未婚

２０１５ 县外市内 家具运输

Ｄ３女儿 ２０１４ 大专 外省 英语培训 未婚

２０１８ 乡外县内 教师

Ｄ４女儿 ２０１４ 中专 外省 玩具厂 外嫁

Ｅ１４ ２００４ 中专 乡外县内 教师 已婚

Ｅ１５ ２００６ 初中 外省 电子厂 外赘

２００９ 本村 野鸡养殖

Ｆ１３ 不详 小学 村外乡内 餐饮自营 已婚

Ｆ１４ 不详 小学 村外乡内 不详 已婚

　资料来源：整理自笔者对Ｓ村的走访交谈。

　　在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村内就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本着对就业、收入等的
理性预期，Ｓ村村民逐渐外流且呈现出代际递进的特点，即“二代农民工”比之“一代农民工”流动
更为广泛、彻底，前者由于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加之受城市偏向社会舆论的影响，其最终

目标是实现个人城市化，在父辈的支持下，该部分人员已基本在城镇买房生活，如Ｂ１２、Ｂ２儿子、
Ｄ２３、Ｅ１４等；而后者受乡土观念的影响，同时难以割舍村内房地山林等，其归宿仍在村庄，２０１５
年以来，已有相当部分中年务工人员陆续返乡。受个人禀赋、后天努力和市场机遇等的影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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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人员职业发生分化，农民的经济分化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同时，大量人口长时间外流也造

成了村庄公共性的消解。人口外流打开了村庄内部分化的窗口。

四、经济均质性裂解、房支认同性弱化下的村庄代际分化

经济性和社会性是理解村庄内部分化的两个基本维度。在流动性社会背景下，职业分化不可

避免地带来了经济分化，而经济均质性的裂解则直接造成了群体分割，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经济条

件形成了差异化社会生活方式，并最终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分层。这一以经济性为关键变量的逻

辑机理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高、村庄利益密度大的农村地区的村庄内部分化过程。

以Ｓ村为代表，后发型农村的村庄内部分化却并未呈现出这一特点，经济性在该类村庄的分化过
程中更多是一种启动因素，相较而言，与经济分化过程并行的社会性分化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此外，从结果来看，后发型村庄“有分化无分层”是其基本形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学者“在农

民日益融入市场的宏观背景下，与市场的距离对农民分化具有决定性作用”①的观点互为验证，即

后发型农村由于与市场距离较远，村庄内部分化尚不及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彻底。

理解经济发达与滞后地区农村村庄内部分化过程的差异需要回归到村庄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首先，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经济分化程度较低，对农民阶层塑造的作用较小。这归因于该类村庄

外流人口禀赋和能力差异较小，同时收入水平整体较低下，村民经济脆弱性大。在Ｓ村，以“一代
农民工”为例，当其规模化外流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且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相似，该群体所受

教育大体相当，人口素质差异较小。当其规模化外流后，尽管从业类型有所差异，但是收入差距

并不悬殊。随着时间流逝和资本积累，当村民经济分化开始显现时，其脆弱性特点亦逐渐凸显，

即部分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受市场和生活风险的影响较大，职业和婚姻等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对经

济分化具有拉平作用。与此同时，子代的城市化追求也极大消耗了父代的剩余积累，经济分化难

以持续扩张。与经济分化作用有限不同，后发型村庄的社会性分化对村庄内部分化的影响较大，

且这一分化过程与经济分化平行而非后者的产物。Ｓ村作为典型的华南团结型村庄，人口规模化
外流前，以生产、生活中的“助行为”为依托，村庄共同体特征尤为明显。“助行为”是在个体难以

独自生存的背景下，人类为对抗自然威胁以谋求生存而形成的相互支援与帮助的社会性行为，它

在具有经济性功能的同时，也承担了确认和维系与他者情感共鸣，以及由地域归属意识所带来的

相互信赖的社会功能。② 伴随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输入和“助行为”的消散引

发的公共性消解，极大推进了社会性分化，并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

村庄内部分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分化。在 Ｓ村，人口外流引发的经济均质性裂解和房支认同性
弱化在村内代际间阶梯式推进，其中尤以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分化较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经

济性为辅、社会性为主的村庄内部分化路径特征在各代都有体现，并且如果说村庄社会性分化程

度在代际间呈线性趋势的话，经济分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徘徊，尤以中年一代较为显著。

（一）老年一代“故去”
老人是社区记忆人格化的体现者，现代社会老人群体的日渐边缘化使得社区记忆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断裂。③ 在Ｓ村，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一代基本没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在自然资源占有情况相

３９湛礼珠　罗万纯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Ｓ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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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战辉：《论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农民分化的视角》，《人文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冯川：《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二重构造———对助行为异化的一个解释框架》，《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似以及受教育程度都较低的背景下，其经济均质性较强。同时，该群体历经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

时期、集体经济时的普遍贫穷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从未离乡离土，长期的共同

生产、生活经历使其对村庄房支认同性尤强。Ｓ村人口规模性外流以后，老年群体在房、支各户
间发挥着重要的黏合及纽带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Ｓ村老年人逐渐年迈故去，在２００５年初在世
的１０位房（支）头中，至２０１７年底仅有５人仍然在世。老人的故去使得同支各户和各支之间交流
减少，矛盾易于积累，并最终加速了村庄内部分化。

案例３：Ｄ生于１９３６年，集体经济时期做过 Ｓ村生产队长。因性格要强，在四子结婚后
便与其妻独自生活。Ｄ与其妻晚饭后习惯到各子家中走动，闲聊之余也常对各子之间的矛盾
进行调解。Ｄ妻离世后，Ｄ身体日益变差，针对 Ｄ的赡养、生病照料等问题，各子之间时常
沟通，仍常联系。２０１３年Ｄ离世后，同支各户间的矛盾失去调解人和及时沟通的时机。２０１４
年，Ｄ３因建房地基问题与Ｄ４发生争执，此后双方不欢而散，至今关系仍较为疏远。（案例来
源：与村民Ｄ３的交谈）

案例４：Ｄ与Ｆ为亲兄弟，基于这层关系，二者都在世时两支各户间常有往来，双方外嫁
女儿亦经常相互探望老人。２００４年Ｆ去世后，双方走动减少，但Ｆ外嫁女儿节日仍会看望Ｄ，
由此，两支之间仍保持一定联系。即至２０１３年Ｄ离世后，两支各户间不再来往。２０１５年Ｄ４女
儿结婚，Ｆ支各户无一人参加酒宴，两支关系冷漠散场。（案例来源：与村民Ｄ３的交谈）

（二）中年一代“离去”
中年一代人口外流加之长期经济积累形塑了Ｓ村的农民分化。综合而言，“离去”的农民从职

业和收入水平看主要分为三类（详见表３）。
一是技术性工人和自营职业群体。其中前者由于长期从事专一且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

熟练程度高，工作稳定，收入可观；而后者多为由务工积累一定资本和技术后转化而来的自营职

业者，其收入也相对较高而且稳定。该群体典型的如Ｂ２和Ｄ４。Ｂ２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至广
东务工，积累一定资本后回到本县从事运输工作，经济条件较好；Ｄ４则长期从事稀土冶炼工作，
起初在隔壁村，后辗转至浙江、陕西、广西等地，由于技术熟练且能吃苦，收入水平较高。

二是普通工人和半工半耕群体。前者主要在外从事体力性工作，收入中等。后者一方面在村

务农，满足自家口粮的同时，获取一定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有机会时则在村内做零工，以此获取

经济收入。该群体如Ｂ１和Ｄ３，Ｂ１夫妇自外出务工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由于吃苦耐劳，收入稳
定；Ｄ３早年外出务工返乡后一直在村生活，一般通过茶油售卖获取部分收入，同时经常做点零
工，如扶贫灌溉水渠建设、道路硬化等以补贴家用。

三是基本无业群体，该群体由于身体较差等原因，多数依赖偶然性收入或从事轻微劳动获取

少量收入，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如Ａ１和 Ｄ１，Ａ１由于腿部残疾无法从事重度劳动，自２０１５年回
乡后基本无业，主要生活来源依靠政府定期和不定期扶贫补贴；Ｄ１亦由于身体多病而无业在家，
平时除种粮供自家消费外，偶尔上山采摘野山菌出售，经济收入较低。

表３　Ｓ村中年一代主要职业群体及经济收入水平

群体 年收入水平 户数及所占比重

技术性工人和自营职业群体 ８～２０万元 ７户，３１．８％
普通工人和半工半耕群体 ３～８万元 １２户，５４．５％

基本无业群体 少于３万元 ３户，１３．６％

　资料来源：整理自笔者对Ｓ村的走访交谈。

　　尽管由于职业分化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均质性裂解，但与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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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化是轻微的，农户收入集中在３～８万元，相对较高或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小。与此同时，受
职业、婚姻①等生产生活风险的影响，收入较高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由于后者经济水平已经探

底，相对而言，前者经济脆弱性较大，这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经济拉平机制的作用；而农村贫困人

口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社会保障水平迅速提高，看病就医、子女入学等支出显著降低，生活

质量有所改善。此外，为支持子辈的城市化追求以及提升其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中年一代普遍担

负起了子辈城镇购房的“义务”，原先较为有限的剩余积累再度消耗。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由职业差

异引致的经济分化难以持续扩张，因而并不足以带来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社会分层。

案例５：Ａ２在早年的务工经历中掌握了一定的水电装修技术，此后在市里从事装修、运
输工作并积累了一定财富，经济条件较好。但 Ａ２婚姻不顺，２００１年左右曾谈过一个对象，
但因母亲嫌女方身高太矮而不了了之。随着年龄增长，Ａ２开始不断相亲，形形色色的媒人介
绍和相亲活动（其中可能不乏骗婚者）极大耗费了其财力。２０１５年，因母亲年迈想返乡，而兄
弟一个身体孱弱一个外赘，Ａ２被迫跟随返乡。之后由于职业不定，加之继续相亲，随即陷入
贫困。（案例来源：与村民Ｄ３的交谈）

案例６：Ｂ２于２００５年前后开始在乡里从事木材运输工作。由于当时木材行业仍较兴盛，加
之Ｂ２能够吃苦，在Ｓ村经济条件较好，没几年，购置了村里第一台冰箱。２０１０年，Ｂ２在从事
一项木材运输工作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翻车，造成一死多伤。Ｂ２因此赔款并在看守所待了一
年，运输车辆几近报废。受此影响，Ｂ２经济条件变差。（案例来源：与村民Ｃ１的交谈）
中年一代大部分生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集体经济时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加之八九十

年代农业生产中“助行为”的长期存在，其对房、支的认同性也较强。但比之老年一代，该群体的

大规模、长期性“离去”使其村庄认同感不断减弱，社会性分化由此衍生。一方面，在积极融入市

场的过程中，市场理念不断冲击村庄传统道德观念。过去人们做事考虑的是“别人会不会讲”，而

现在，“能不能赚钱”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市场化的逐利理念使人们的理性经济人色彩更加浓重，

而其对“村庄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则此消彼长。另一方面，村庄就业形势的根本性转变使得传统

“助行为”不再必要，村民不再互帮脱秧、建房，一起放牛、雨天邻居互收衣物、忙时互帮生火等

也都已消散，村民之间联系的减少加速了村庄内部社会性分化。

案例７：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Ｄ支兄弟姐妹在操办Ｄ及其妻子建坟、迁坟事宜中，原定由各人
共同筹钱购买食材在Ｄ３、Ｄ４家开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Ｄ４将大家购买的食材占据并统
一烹制，同时告知Ｄ３不用参与。事情完结之后的算账过程中，Ｄ４却按１０元／餐的价格向各
兄弟姐妹收费。尽管觉得不太合理甚至不近人情，但大家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Ｄ３
妻子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也为此付了３０元钱，一起买的菜，做个饭还收钱，不太合理”。
（案例来源：与村民Ｄ３配偶的交谈）

（三）青年一代“远去”
职业分化更大、流动范围更广是青年一代“远去”的集中体现。随着时代发展，Ｓ村青年一代

受教育水平分化日益明显，这与中年一代普遍小学、少数初中、个别高中的受教育程度形成鲜明

对比。教育分化一定程度造成了职业分化，继而推动经济分化。总体而言，Ｓ村中专及以上学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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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Ｓ村，婚姻问题自人口规模化外流以来逐渐凸显，村里适龄男性婚配困难。由表２可知，出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一代，女
性已基本外嫁，而男性则多数未婚。

当然，这也与学历取得时间有关，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同一学历在不同时期含金量有

所不同，这对其从业影响较大。如Ｄ４女儿和Ｅ１４虽同为中专学历，且前者的幼师专业和后者的师范专业相差不大，但前者比
后者学历取得时间晚１０年左右，这也造成了二者的职业和收入差异。



群体多从事基础教育、体检、机电维修等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工作，其收入水平相对稳定。小学

及初中学历者多在电子厂、制衣厂、玩具厂等从事流水线生产工作，该群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详

见表４）。但综合来看，一方面，上述职业收入差距十分有限，收入范围基本稳定在３０００元／月至
７０００元／月。其中，收入较高者如机电维修工、私立医院体检员等多在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地
区，消费水平亦较高，基于此种职业分化带来的经济分化差距较小。另一方面，Ｓ村青年一代多
数于２０１０年以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生活成本亦较快增长，其收入所得基
本用于生活开销，剩余积累及回馈家庭较少。从这一角度看，其对村庄经济分化影响较小。

表４　Ｓ村青年一代主要职业类型及经济收入水平

受教育类别 职业类型 月收入水平 人数及所占比重

中专及以上 基层教师、机电维修工人、体检员、茶具自营等 ４０００～７０００元 ６人，４６．２％
小学及初中 电子厂、玩具厂、制衣厂等普通流水线生产工人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７人，５３．８％

　资料来源：整理自笔者对Ｓ村的走访交谈。

　　案例８：Ａ１１和Ｂ２儿子分别出生于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４年，前者初中尚未毕业就外出务工，
当过两年学徒，此后做过装卸工、油漆工，现在市里一家电子厂工作，月工资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
元，尽管收入水平不高，但本地消费相对较低，生活水平尚可。Ｂ２儿子中专毕业后随其舅到
深圳务工，在边干边学中逐渐掌握了部分机电维修技术，成为一名机电维修工，月工资在

６０００至７０００元，但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租房、日常娱乐消费等生活成本较高，几年下来也
没有存下什么钱。后者坦言，如果本地有合适工作，自己将考虑回来。（案例来源：与不在村

村民Ａ１１和Ｂ２儿子的交谈）
案例９：Ｄ３女儿２０１４年在省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浙江某英语培训机构工作，月均到手工

资约为５０００元，其中租房、伙食、交通及各项娱乐支出后基本所剩无几。工作多年来，其对
家庭的反馈以年节时为父母购买部分衣物或生活用品为主，没有余力提供其他资源，对家庭生

活水平的改善更多体现在父母无须再为其支付学业费用方面。（案例来源：与村民Ｄ３的交谈）
青年一代多出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儿童时期该群体互动联系紧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那

时儿童的娱乐活动多为捉迷藏、玩弹弓等，年龄稍大就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游泳摸鱼、一起放牛

等。此外，早年间村里的公共性活动，如舞龙灯、杀年猪等也加强了孩子间的相互交流。儿童时

期成为Ｓ村青年一代房支认同性建构的关键时期。进入初中以后，由于寄宿制上学，该群体互动
减少。此后，升学、务工，部分娶妻生子，相互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加之受社会和村庄大环境的

影响，青年一代有限的房支认同性逐渐式微，加速了村庄内部分化。

（四）新生一代“散去”
新生一代主要出生于２１世纪初人口大规模外流以后，他们多为最早一批外出务工人员的子

女。除核心家庭成员外，该群体与村内其他成员几乎没有联系，对村庄公共事务也未曾有效参与，

与村庄联系的断裂促成了该群体的“散去”。

由于经济尚未独立，Ｓ村新生一代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其父辈。后者作为村内最先外流的务工
人员，经济均质性裂解程度高。部分人员在长期的务工经历中在某一领域积累了一定技术，工作

稳定且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此基础上，他们多数在工作地或老家县城或租或购取得了城镇住房，

其子女则随其就近入学。但也有部分人员早年外出工作遭遇挫折，其后选择在家务农，经济条件

较为一般，其子女当然仍在本地入学。父辈的经济均质性裂解造成了新生一代一定程度的区隔，

但其前提是离土离村，对村庄内部社会分化影响有限。同时，以离村或在村而无交往为代表，成

长环境的变化极大弱化了新生一代的房支认同性。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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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１０：Ｂ３夫妇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广东务工。１９９８年其子出生后跟随其在
广东生活并入学，一年中一般仅过年时回乡，对村庄了解较少。即至２０１３年前后，考虑到高
考问题，Ｂ３选择回到本县购置住房并安排其子在县城高中上学。Ｅ１３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也
曾选择外出务工，但不多久就被骗入传销组织，家人因此花费３０００元才将其赎出。此后，
Ｅ１３未再外出。２００３年，Ｅ１３儿子出生，在村内上学。受父辈间关系及新时期娱乐方式变化
等的影响，Ｅ１３儿子与其他在村同龄人等交往甚少。（案例来源：与村民Ｂ和Ｄ３的交谈）

五、“三重脱嵌”：动态视角下村庄内部分化困局

以经济均质性裂解为辅、房支认同性弱化为主的分化过程形塑了 Ｓ村“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
内部分化形态。在这一形态下，农民的经济分化普遍存在，但分化程度较低且难以进一步扩张而

不足以形成阶层分化；社会性分化是村民外流下市场观念输入、村庄公共性消解的产物，而不主

要是经济分化的结果。与“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相伴生的不是富人治村、资本与政

治权力区隔等与经济利益密切纠缠的机制，而是村民关系变淡、村庄社会关联日渐削弱，团结型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日渐向分散型村庄转化。

在Ｓ村，人口规模化外流后的十余年里，村庄社会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哈尔特穆特·
罗萨认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不仅改变了主体的举动，而且主体的存在，亦即主体的自

我定位和自我关系也深受影响。① 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村庄内部分化作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

化的内容之一，房支、家庭和个人则作为村庄不同层次下的主体，后者的自我定位和关系与前者

密切相关。从实践上看，村庄内部分化与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发

展困局相伴而生，房支脱嵌于村庄、家庭脱嵌于房支、个人脱嵌于家庭，“三重脱嵌”的动态化、

螺旋式推进显示着村庄伦理共同体的裂解。

（一）房支“断链化”
房、支作为一种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单位，在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一般而言，如果家里遇上大事，如建房、嫁娶等，会先在本房成员间商量，同房之间具有出

工出力的义务；同支各户的户主作为兄弟，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联系更为紧密，早年甚至居住在

一起。从这一角度看，房、支就像一张网的主线，将村庄成员联结起来。

随着村庄内部分化的深入，房、支的道德规范性逐渐弱化，其作为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的主

线最终断裂。以嫁娶喜事操办为例，在Ｓ村，早年间此类事情往往是全村人共同参与、相互帮忙。
如２００１年底Ｅ１３娶亲，从老到幼，几乎全村人都参与到了该喜事的办理过程中，白天到晚上，流
水席吃了近三天，十分热闹。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 Ｃ２大女儿出嫁时，那时全村人作为同厅（房）
成员，无一例外都有参与。这一局面至２００４年前后悄然发生改变。那年初春，Ｂ４娶亲，与往常
不同，Ｂ作为操办者只邀请了Ｃ、Ｅ、Ｇ支成员参与，其他支各户因未受邀而没去。随后，２００５年
Ｆ１嫁女，他也没有选择邀请全村人参与，只有关系较近的 Ｄ、Ｆ支成员参加酒宴。再到２０１２年
Ｄ２嫁女时，主要参与者仅为Ｄ支各兄弟姐妹。

同支各户尽管血缘关系尤为紧密，但在村庄内部分化背景下关系亦逐渐疏远，农民的认同与

７９湛礼珠　罗万纯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Ｓ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①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著，董璐译：《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３页。



行动单位从日渐分散的村庄逐渐收缩到了家庭以内，兄弟之间也少有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① ２１
世纪初，兄弟家庭间生产互助、食物互赠行为仍然普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同支间各户

的凝聚力。但随着村庄内部分化深入，类似的互助、互赠行为逐渐消散，人们“关起门来过日子”，

同支关系逐渐疏远。典型的如Ｄ支四兄弟，早年间四家人同居住在一栋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
大房子里，相互间互赠、互助行为频繁，关系紧密。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７年，Ｄ１、
Ｄ４、Ｄ２和Ｄ３先后搬离该住处，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互赠、互助行为的消散，兄弟间现在少有联系，
关系冷淡。

（二）家庭“核心化”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亲属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大家

庭将逐步由疏远亲属集团的核心小家庭所取代，并且这是一种线性序列和线性发展的模式。② 当房

支脱嵌于村庄、家庭脱嵌于房支后，家庭内部结构的核心化趋向日渐明显。原先占多数的三代同

堂的直系家庭随着市场理念、自力理念的持续输入不断瓦解，老人一般不愿与结婚后的在村子代

同住，他们在自己还能自力的时期多靠自己，当自己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也一般独居，子代提供

食物和必要的照料。对于部分独子且子代外流的直系家庭而言，基于互惠的考量多数选择不分家，

但同爨不共财下，该类直系家庭“名实分离”③。

案例１１：Ｅ１共有三子，２００１年Ｅ１３结婚后，Ｅ１夫妇与Ｅ１３夫妇和Ｅ１４、Ｅ１５共同居住。
其中 Ｅ１４早年外出求学，鲜有在家，２００６年结婚后，Ｅ１４搬离 Ｓ村到工作地居住。Ｅ１５于
２００５年初中毕业后短暂外出务工，不多久便回乡创业，仍与 Ｅ１和 Ｅ１３共同居住。创业失败
后，２０１４年冬，Ｅ１４外赘到邻镇一女方家，此时，村里仅 Ｅ１和 Ｅ１４同住。在 Ｅ１４忙于种植
烟草而Ｅ１从事伐木获取经济收入的情况下，由于双方不愿互助且不再有中间人，两者矛盾逐
渐激化。２０１５年中期，Ｅ１选择搬离老房到原准备给Ｅ１４结婚用的房子居住，Ｅ支家庭最终完
成核心化。（案例来源：与村民Ｄ３的交谈）

案例１２：Ｃ１育有一子 Ｃ１１，１９９９年 Ｃ１１结婚后便外出务工。此后 Ｃ１１相继育下４女１
子，由于在邻镇自营家电，生意并不好，经济收入有限。为减轻自身经济负担，Ｃ１１将最小
的两个孩子带到工作地由自己抚养，另外３个女孩则在村交由Ｃ１看管。在这种互惠型家庭模
式下，祖辈减轻了父辈负担，孙辈则满足了祖辈情感需要，Ｃ１和 Ｃ１１并未选择分家。但 Ｃ１１
一般仅过年回村，与家庭联系也不十分紧密。（案例来源：与村民Ｃ１的交谈）

（三）个人“原子化”
个人“原子化”即个体作为决策主体，在村庄道德规范和家庭家长权威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其

决策行为逐渐脱离村庄和家庭传统道德约束的过程。“原子化”的社会成员，其行为遵循自我利益

最大化的生存逻辑，乡村社会规范对其影响较小。④ 在 Ｓ村，个人“原子化”在青年一代女性婚配
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中年一代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方式不同，Ｓ村青年一代更
加强调自由恋爱，女性外嫁广布四川、湖北等地，相较而言，其父辈多在本行政村或本乡内寻找配

偶。此外，在村里人看来，女性未婚先孕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会让父母“丢面子”，因此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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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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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石金群：《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逻辑与张力》，《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姚俊：《“不分家现象”：农村流动家庭的分家实践与结构再生产———基于结构二重性的分析视角》，《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刘启英：《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一般会对其子女有所劝诫。但Ｓ村青年一代女性未婚先孕仍较常见，凸显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
Ｓ村个人“原子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个体对村庄，甚至家庭公共事务的冷漠。２０１７年底，Ａ配

偶在家中逝世，其丧事随即于腊月２５日由Ａ１２主持在村内操办。Ａ１１作为该支唯一孙子，且Ａ配
偶生前对其疼爱有加，Ａ２多次联系未果，其父 Ａ１亦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即至丧事办完，Ａ１１也
未曾回乡。后经证实，Ａ１１当年去了女朋友家过年，因此错过回家为奶奶奔丧。由此可见，在传
统乡村规范对个人约束弱化的同时，个体对家庭公共事务的关心也有较大程度削弱。

六、结论与思考

基于对赣南Ｓ村十年变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
严重的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过程机理与最终形态。研究发现，在村内就业形势严峻和社会

结构性变迁的背景下，本着对就业与高收入的理性预期，农村居民开始了大规模外流。受个人禀

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村民职业分化相继显现，由此推动了农民经济分化。但因先天禀赋和

能力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以及支持子代城市化追求等的影响，原本较为有限的经济

分化难以继续扩张，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农民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相平行，

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通过市场观念输入和由村民生产生活中“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

共性消解，造成了村庄社会性分化，而这亦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在这一逻

辑机理下，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鲜明的“有分化无分层”的特征，这与发达地区农村村

庄内部分化同资本区隔、权力垄断等经济利益关联较高的机制相纠缠不同，前者更多体现在村庄

作为社会伦理共同体的瓦解方面，随之而生的是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

农村社会发展困局（详见图１）。

图１　Ｓ村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逻辑机理

　　如何破解上述困局，事关乡村治理成效。基于对 Ｓ村的考察，本文提出以下两点：一是开发
乡村可持续性发展资源，尽量使农村能够“留住人”，进而“吸引人”，从源头减少乡村人口外流，

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在Ｓ村，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其自然生态环境远近闻名；同时，Ｓ村
蜂蜜、茶油等物产丰富，旅游事业发展具有较大潜力。限制性因素在于交通状况，虽然近年来有

所改善，但距离村民理性预期和支撑相关产业发展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二是重塑乡村社会规范，

弥合村庄社会性分化。在传统村庄规范失序的社会背景下，村民的冷漠散场极大增加了乡村治理

难度。为此，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对重塑乡村社会规范十分必要。事实上，在多数后发型村庄，传

统社会秩序根基深厚，适当引导和改造对强化村庄凝聚力具有良好作用。如在 Ｓ村至今仍保留集
体拜年的传统，只是活动单一而日趋形式化，引导发挥村民智慧改良相关活动，以此丰富公共生

活、增强村庄公共性值得探索。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观点并不新颖，但相关举措仍值得强调，

同时期冀后续有更多研究将视野拓展到后发型地区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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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　Ｓ自然村房户及人口分布情况（截至２０１７年底）
注：图中虚线表示已故，矩形代表男性，圆矩形代表女性；ａ．Ａ３早年曾外赘到本镇某女方家，育有一女，后感情破裂，女方改

嫁，女儿归男方抚养。ｂ．按本村传统习俗，外嫁女逢过年、中秋等节日和娘家红白喜事均要回乡看望父母兄弟，加之本村邻里

多亲戚关系，其对房户和各房之间的亲疏关系会产生一定影响。ｃ．房长Ｅ原有三子，后二子、三子因历史原因迁居县城。其中

三子２０１０年车祸去世，二子除年后偶尔回乡外，其余均在县城，对本村事务基本不参与。ｄ．图中年龄以该代主要成员为主，部

分可能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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