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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妇女的实地访谈
——考察特殊地理情境中经济资源取得的特殊劣势群体
宋丽君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耍］城乡结夸部是类过渡性杜区．是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先头军。此情境中．二元制度·｝生户籍身份、
多元职业身份与性剐身份共存。受女性主义理论界特殊性对普遍性之反动的启发，本文择取陶村这个典型结合部，以农
村妇士为焦点群体，实施深度个案访谈，用她们的话语探宄导致农村妇女经济资源取得比较劣势的蛄构性因素，并初步
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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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关注特殊社区类型中的特殊群体

业身份（比如工一农—商）共存。微观际遇中，农

尽管我国社会学界就中国如何选择城市化道

民与市民面对面互动，市缘（商品交换）、地缘（邻

路模式还有争议，但可以认为“城乡结合部”这类

里）、业缘（同单位）甚至姻缘血缘（亲属关系）等

特殊地理情境是我国城市化先头军之一。它是集

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居民的联结纽带，营造出纯粹

镇（或称小城镇）的一种，是城乡两元的过渡和中

城乡社区所没有的文化心理氛围。相较于农村社

介，典型地表现为一、二、三产业并存、两元制度性

区，它更具有率先迈向城市化所需的经济资本、人

户籍身份（按户籍划分的市民—农民）与多元职

力资本和文化心理资本，而通过考察其发现路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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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模式，也能为农村发展提供借鉴。根据结合部

语赦。

形成过程中内力与外力相互作用的效果，尝试做

笔者于２００１年一、二月份实施了一次“城乡

出理想类型的划分：第一种是内生型，依靠自然资

夫妇职业生涯”问卷调查。按职业采用配额抽样，

源。因袭传统发展起二、三产业，与城市确立交换

共调查了１５０对城乡夫妇，特别在山东省陶村一

关系，城乡协力辍造了结台部；第二种是外生型，

个典型内生型结合部中，结合结构性问卷对２５对

因毗邻城市的地理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所

夫妇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他们特别是她们职业生

受辐射量大而强，结合部发展起来。“温州模式”

涯的记录说明，特定社区中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

与“侨乡模式”接近于前者，而“苏南模式”和“珠

相互作用导致部分女性在职业取得及流动上的特

江模式”更倾向于后者。

殊障碍。所以，本文只裁取在陶村搜集的资料，以

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非农化和工业

居民婚姻结合模式为线索，以这个典型结合部中

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开始，妇女研究

的农村妇女。为焦点群体，用其话语来归纳探究导

学者以农村社区为研究情境——有的实际上考察

致其经济资源取得比较劣势的诸种结构性因素。

的就是结合部社区。深刻论述了劳动力非农转移过

问卷内容已蕴涵了一些初步假设，所以这并非严

程中的性别差异与分化问题，实质上论证了农村妇

格的质性研究。

女职业与经济地位取得的比较劣势。以城市为研究

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文中所说“农民”、“市

情境考察妇女职业发展的理论框架也搭建起来，却

民”指定的是户籍身份，它规定了两支主要职业分

没有明确以城乡接合部为研究情境对农村妇女的

流方向——以地养家的农民或进厂劳动的工人，这

实地调查。在今天，结合部中正上演着非农化、工业

一点在结合部再明显不过。第二，本文记录的都是

化、城市化以及乡镇企业改革甚至国有企业改革等

典型案例，她们只是结合部妇女群体的一支；只力

更多重要激烈的变迁，并伴随着居民身份地位丛的

图写实性描述微观情境事实，不做普遍性推论。就

微妙变化，社会性别正是居民身份地位丛的重要范

群体论群体，分析劣势原因所在，提出建设意见。也

畴。而具体地理情境填体分析会发现易被以抽象

无意断言她们身处最劣势，正如本文结合到的结合

的杜区理想类型为研究范畴、先人为主的实证研究

部下岗女工经历，正如前面引用的有关研究发现，

所遗漏的事实，有利于实施能动干预。

若进行罗列，在户籍身份、职业身份以及性别身份

二、方法论意义和研究假设

的相互作用下不会只呈现出一类劣势群体；

２０世纪下半页，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
主义在女性主义理论界兴起，掀起“特殊性”对“普
遍性”的反动。在经验研究中，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表现出对特定地理情
境的关注。国内最近又掀起了有关定性、定量与质
性研究方法的大论争，质性研究强调自上而下归纳
分析收集的资料，强调重赋被研究者的主体地位与
话语权，坚持建构主义学术态度，许多女性主义学
者表现出对此研究方法的偏爱。还有研究社会分层
的外国理论家从微观处着手，对情境分层即微观情

结合其他学者的理论与发现，提出如下研究假
设：

１嚣合部中户籍制度的分层效应直接影响居民
的婚姻结合模式。
２．按照交换理论范式，经济资源取得的比较劣
势必将带来其它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
３．结合部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直接导致了
社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性别偏好。
兰、城乡结合部个案：陶村经济结构、婚姻结合
模式与农村妇女经济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

境下的不平等事实（涉及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

陶村依靠产煤产陶土的自然资源，在解放前已

的）做出了相异于宏观分层等级制度的把握与呈

有多家私陶瓷作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公私合营后

现。这些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启发是：特殊地理情境

建起了一家二级国营企业，这家企业于２０００年宣

（往往也是一个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特殊群体

布破产，现分裂成由私人承包的几家乡镇企业。在

（往往也是边缘群体或劣势群体）应被重赋描述话

此之前，它养活着２０００左右的职工（包括村里的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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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这个数目与村里农民人数持平。此外，村

女工的婚育福利无人问津，甚至出现要么回家生

里还运营着村办的几眼矿井和一家肉鸽养殖场。农

孩子，要么留下继续干的极端案例。一位２８岁、高

民们目睹了下岗职工的困境，“市民和农民没啥区

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女青年，曾在一家乡镇企业做

别了”；但人均耕地只有３分，“只是有标准的口粮

材料化验员。她心里清楚如果做推销，能见世面，

田而已”，多出的耕地被拍卖，市民也能买地。户籍

还能升职，但尽管文凭较高，她换工作的要求仍没

身份分层效应明显，本文就以按户籍划分的婚姻结

被批准。１９９９年婚后，她担心工作环境影响生育，

台模式为线索展开描述。

要求单位给换个工种，单位不同意，她一气之下辞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陶村居民进行户籍登记，身

职回家，２０００年底生下一女孩。她说：“刚开始并

为市民绝对让吃不到商品粮的“泥腿子”羡慕，农

不想要孩子，还年轻，还想学些东西，但即使不要

村女青年都以嫁给市民为荣，婚姻模式中的“市一

孩子也不会跟城市人一样有机会改变现状，所以

农”结合并不少见，却多是夫市—妻农。这像是老

还是要了个孩子。”非农就业机会紧缺成了乡镇

生常谈的“乙女配甲男”现象。笔者曾遇到妻市夫

或个体企业的杀手锎，“怀了孕也要干，不干不发

农（他的职业身份实际上是流动电焊工）的特例，

工资，甚至会丢掉工作。”这是位市民身份女工的

男主人４５岁，委实道出了真情：“我婚前哪想过找

不满，由怀孕到生育，就业资格被剥夺，更不用提

个市民，妻子是在婚后顶了父亲的职才转成工人

先前的福利（带薪产假）了。这种先后对比产生的

的。”

“农一农”结合更为稀松平常，是门当户对的必

愤怒的被剥夺感，可能是因农民身份而从未享受
过福利待遇的农民临时工所体会不到的。

然，但丈夫职业身份更为多元，更加开放且富有流动

上述因素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丈夫的劳动交

性。首先，社区中的采矿以及制陶的许多工序均属体

换价值更高，且因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将农民纳入操

力型（去年才建了肉鸽养殖场），又受限于生产设备

作范畴，上有老、下有小，家中有耕地，在核心家庭这

陈旧。生产方式更倾向于男劳动力，但女性也曾一展

个利益单位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妻子合情合理地

身手。一位５７岁现同丈夫搭伙经营早餐业的农村妇

认同了“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即使是家庭经

女对此深有感触：“年轻时因为农业户口陶瓷厂不

营的夫妻店，妻子也以附属地位自居。有一对开拖拉

要我，我又是外地迁入户，没‘后门’可走，只好下井

机搞个体运输的刚过３０岁的农民夫妇。丈夫驾车，

出炭，累是累，那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兴个体承包，咱

妻子跟车，轻贝Ⅱ为丈夫指挥方向，帮着装车卸车也是

农民找个活干容易多了。”这同时反映了国有企业

常事，她却说自己没收入，只是跟着丈夫干。再问及

破产被私人承包后的潜功能：不要求担负其福利待

“公事”的参与，因性别也有着明显差异。亲友的红

遇因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农民劳动力似乎能够跟

白喜事是小公事，夫妇谁有空谁参加。或者一起参

以前的市民一样竞争“上岗证”了。

加；邻里议事或村集体议事需要“户主”亲自出马，

另外，结合部交通便利．乘公共汽车十二三分

“那是男爷们的事”。

钟就可到市中心。男性农民和男性市民的外流行为

“市—农”和“农一农”婚姻结合模式中都生

普遍，迫使陶村个别企业制订了相应的“吸引人

存着务农理家的家庭妇女，她们手里很少握过自

才”措施，原则上，劳动力工资应同其文化程度、技

己直接赚来的钞票。而她们的邻里和亲朋好发中

术熟练程度挂钩，“但怕男职工跑了，就多给点以留

不乏有每月拿固定工资的妇女，微观情境中这种

住他们”。男女同工不同酬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具

经济地位的参照与比较使得她们有意无意中已体

有了合理性。因交通便利。可近距离非农就业，工作

味到了劣势感。一位婚后一直务农在家的５２岁农

时间弹性大，男性农民只是兼业农民，他们有时间

村妇女，表面上任劳任怨整日围着锅台和地头转，

也有精力决定安排耕种农田的有关事宜。所以．在

内心却爆发着“无名”的不满。她最后悔两件事：

农业生产上妻子还是个附属劳动力。ｏ

一是上高小的时候，在奶奶的支持下她不顾老师

再者，自乡镇企业改革特别是被私人承包后，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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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出嫁后，看到婆婆进厂做工遭人歧视被迫回

更普遍性也验证了国内外许多学者论证的“男性

家，自己也没了找工的念头，和婆婆料理上上下下

在职业市场上求流动。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求流动”

十几口人那个联合大家庭的饭食。实行家庭联产

命题。婚姻结合上男强女弱是传统角色分工及其

承包责任制后，分地又分家，丈夫做上了一家村集

导致的女性对生存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占有的劣

体企业的负责人。收入在结合部中算上层，在丈夫

势所致，这早已融入社会性别规范，为居民认同，

的主张下她仍心甘情愿留守家中。“现在，他爸动

反映了女性的一种依赖心理和她们对附属地位的

不动就挖苦我，说我对这个家没一点功劳。当初不

认同。随着国有企业破产、乡镇企业改革，以及全

是他不愿意我出去找活千吗？洗衣做饭，浇地上

国范围渐进的户籍改革措施，结合部居民的身份

肥，锄草间苗，哪样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家里盖这

认同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婚姻结合模式及其等

箍那，邻里亲朋红自喜事，我没少一个脚印。就说

级体系面临着如何微妙的重组，还有待进一步调

照顾孩子他奶奶，他伸过一个手指头吗？”这一个

查研究。

案例透视出３位农村妇女生涯的被塑造，她们未

第二，经济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必将带来其它

能走出传统观念设置的性别角色阴影——女主

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在经济理性强烈反弹时期。经

内。不需要职业，也就不需要教育。

济自我更有交换价值更有利润可图。改革开放前，中

结合部中还有住着集体供暖供水单位楼房的

国杜会是政治地位占主导，政治分层为主；改革开放

“市一市”结合者，曾经的福利待遇换成了张张待

以后，经济地位上升为中国的主导，政治不平等程度

岗证或上岗证，曾经的户籍身份优势以及随之而

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大大上升”】。国内妇女

来的职业和经济优势地位虽不是丧失殆尽也已丧

研究领域则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论证妇女的经济

失大半，异地求职被迫启动，学着适应同农民竞争

地位是其地位丛之核心。虽不能由此断言处于经济

上岗的社区情境，学着适应那些户籍身份是农民

劣势甚至无势的农村妇女在私人领域毫无权力，但

但职业身份早已非农化了的人们的流动生活。在

经济资源有强大的功能转换性与补偿性，可以改变

这种被迫流动中，也有妻子认同于依附角色。一对

先赋身份，可以底气十足地承担起社交与政治身

同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夫妇２０００年先后待岗，丈夫

份。

利用社会关系捕起了仿玉器加工。庭院成了加工

第三，受限于结合部的自然资源，其生产力水

作坊，妻子搞加工，丈夫跑路子跑销售。询问个人

平、生产方式决定了产业结构，决定了非农就业机会

收入时，妻子表示没收人，一切都是靠丈夫。同时

的性质、质量和数量，产生了社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户籍仍有分层功能。市民子女上不了大学还能考

性别偏好，再生产了分别以男女性别为标签的公域

个技校，准确地说，可以少花点教育投资就可让子

与私域，再生产了女性的经济劣势以及她们和结合

女读个技校，因为农民子女为读技校或找工作而

部居民对这种劣势的心理认同。结合部也曾因制陶

花钱买户口的现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早已有之

传统辉煌过，但设备老化、劳动力素质低日益成为瓶

了。经济资源体现出强有力的功能转换性——这

颈。就业方向重体力轻技术，重劳动力数量而轻质

正是农村妇女比较缺少的，它被转换成对其他资

量，自然防碍她们竞争就业机会；因生育导致阶段性

源或身份地位的获取。

就业，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缺失终于使她们宁肯选

四、假设检验与问题反思

择回家，再生产了“男外女内”分工模式。结合部依

３个研究假设皆为微观情景事实所验证。第

赖自然资源，经济呈非可持续性发展，恪守降低劳动

一，户籍制度的分层效应首先表现为两元的职业

力成本赚取利润的经济法则，漠视女性特殊生命事

分流、经济资源分流和福利资源分流，继而产生３

实，或干脆让其回家；社区劳动力市场向男性倾斜创

种婚姻结合模式——“市一市”、“市一农”以及
“农一农”，这相应构成一个被居民认同的等级体

造着“户平等”的社会事实，捍卫了性别等级制２。

系。相对于“妻市一夫农”，“夫市～妻农”结合的

业性别隔离的社会认同。女性不能干销售，似乎是因

同时，有４个问题让我反思，给我启发：第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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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们不能或不便于进入一种社交圈，可为何就没

着眼于农村妇女的实用性性别需求，也要高瞻远

人质疑这种看似平常或正常的沟通交流方式的合

瞩着眼于她们战略性性别需求。

理、合法或健康性呢？第二，劳动力过剩导致生产单

但正如本文一直明确指出的，因焦点群体所

位对就业者合法权益的无视。尽管表面上农民有了

限，仅描述了在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社会性别制度

宽松的就业环境，却让＾喜忧参半，这无意识中以自

以及结合部的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自然资源和

己的合法权益做了交换代价。第三，青年农村妇女自

心理环境等多项因素的作用下，部分农村妇女经济

觉的教育需求——这种战略性性别需求得不到满

资源取得比较劣势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心理认同

足。教育资源匮乏首先取决于结合部创造教育机会

共同导致的依附地位，未顾及到结合部中相对处优

的资金不足，其次反映了相关机构组织的工作责任

势经济地位的农村妇女，而对她们的“焦点访谈”

心不够，认识不到这种教育需求有拉动消费的可能，

恰恰会给我们以信心。一切都是不断被建构、被生

有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认识不到提高居民特别是

产的，建构和生产工序可以被主体改变，如何认同

处于经济劣势的妇女的文化素质是实现整个社区可
持续发展的必须途径。第四，尽管有社区理想类型的
正统划分，但抽象的类别范畴落实到具体的地理情

身份地位也由主体选择，关注特殊情境下的特殊群
体，社会研究以人为本，还有很多工作等待着有信
心者和有责任心者去开拓。

境就会呈现多样性，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本质原因
和表现形式，探讨妇女的劣势地位落实到微观情境，
更有利于刨根问底，解决问题。
五、结论
本文微观描述并解释陶村的婚姻结合模式和
社区劳动力市场，这有利于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实
事求是地进行有效能动的干预。结合部村委会和
居民委员会被赋予了行政管理职权，同时就应承
担起发展牡区特别是发展居民的责任义务。把性

注释：

①在本文中．“社区”概念多次被“地理情境”概惫替换。意
在强调尽管有社区理想类型的正统划分，但即使属于圊
一类型，彼此之间在白然资源、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以
度产业结构等方方面面也会有其特殊性。比如本文考察
的这个北方地区的结合部，就少有苏南那样的家庭手工
制造业作坊。
②本文的焦点群体“农村妇女”是指已婚、尽管职业身份多
元但户籍身份仍为“农村”的城乡结合部中的女居民。

别意识纳入实际工作的开展，应调动各方组织资

③任青云，量琳在“农民身份与性别角色——中原农村‘男

源，共谋发展。为满足实用性性别需求，当前应先

耕女织’现象的考察”一文中斌详蛔地考察了在其中丈

利用自然优势，创造劳动力密集型且劳动强度小

夫多身为兼业农民从而对家里的农业生产更有发言权的

的就业机会；切实监督诸企业依法保障她们的合

张家沟村。《平等与发展》车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

法权益；应认识到农村女性在社区多元参照系下

联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ｌ版。

的心理磨砺，以及她们对弱者身份的认同，也恰恰
可以方便地引用多元参照系来塑造自强自立的社
区文化心理环境，打破根深蒂固的认同心理；根据
居民现有文化水平开办多层次社区培训班，既要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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