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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劳动力再生产所内嵌的制度结构出发界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并以此解

释新世纪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在于其以家庭为单位

的劳动再生产过程与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过程在空间上的城乡分离，这是农民工的劳动

力价值进而工资水平低于城镇职工的制度基础。2010-2015年期间农民工工资增长超过人均

GDP，直接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下的劳动力供给紧张，但根本上是因为农民工的家庭

化迁移趋势导致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开始趋近城市标准。本文通过比较两类农民工的边际消

费倾向差异识别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避免了直接以消费支出识别劳动力价值的自选择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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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讨论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问题具有突

出的意义。工资变量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具有双重的性质，它既是企业的用工成本，又是消费

需求的主要来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对应着倚重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反过来说，要提

高国内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客观上要求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 

从既有的统计资料看，农民工的工资增速是否超过人均 GDP，与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

GDP 的比重上升与否，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果以人均 GDP 增长率为参照（即马克思所

说的相对工资），我们可以将新世纪以来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 1 所示，

在 2010 年以前，农民工工资增速低于人均 GDP，对应的是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 GDP 的比

重持续下降（图 1）。在 2010-2015 年期间，农民工工资增速显著地超过人均 GDP，结果是

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 GDP 比重开始上升，这一阶段也是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发生改善的时期

（Piketty et al.,2019）。不过，农民工工资增速的这一趋势在 2016 年之后逆转，随之我们看

到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迹象。 

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出发理解上述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在工

资理论上，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将工资理解为劳动力的价格（或

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非劳动的价格，劳动的价格只是劳动力价格的表面形式。本文借

鉴了波兰尼的“内嵌”以及布尔迪厄的“习性”、“场域”等概念，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把

握农民工这一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劳动力价值和工资增长之间的互

动关系。就理解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趋势而言，本文的核心论题是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本

文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农民工工资增长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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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一种努力。对农民工再生产模式和劳动力价值的探讨亦可视为“生活需要”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乐明，2019）。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文献综述；第三节我们从劳动力再生产的制度结

构出发分析了农民工这一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第四节我们具体说明劳动力价值的城乡价

值，并利用计量手段给出了一个经验证据；第五节结合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具体讨论农民

工的工资增长问题；第六节为结论。 

 

 

图 1 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 GDP 的份额：1999-2017 年 

 

 

 

表 1 分时段农民工实际月收入年均增长率（%） 

时间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1993-2001 2001-2004 2004-2010 2010-2015 2015-2019 

农调队提供的 

农民工月收入 
2.9(a) 5.2 11.1 - - 

固定观察点提供 

的农民工月收入 
1.8 1.9 8.6 - - 

农业雇工工价 -0.01(b) 6.1 15.3 10.3 -0.5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的农民工月收入 
- - 8.8(c) 11.1 3.4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 

的外出农民工月收入 
- - 9.6(d) 11.9 3.9 

城镇单位就业 

在岗职工年工资 
9.6 12.3 12.2 8.3 6.7 

人均实际 GDP 8.4 9.1 10.7 7.4 6.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数据来自卢锋（2012）；国家统计局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来自毛学峰、刘婧

（2016）；农业雇工工家以三种粮食雇工工价表示，数据来自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其余数据

来自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表格内数值均为增长率。工资或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指在名义增长率的基础上扣减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的增长率。(a) 这里计算的是 1995-2001 年的实际增长率；(b) 这里计算的是 1998-2001 年的实际增长率；

(c) 这里计算的是 2008-2010 年的实际增长率；(d) 这里计算的是 2008-2010 年的实际增长率。 

2 文献综述 

2.1 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 

就理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区分为两个维度。首先，

劳动力价值这一概念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马克思正是在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

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其次，劳动力价值还是一种工资理论，结合产业后备军理

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工资形式下工人的就业状态及工资本身的变化。然而，劳动力

价值作为一种工资理论在近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是被搁置的，尤其是欧美的政治经济

学学者，他们基于战后发达国家工资集体谈判这一历史经验，基本上都将工资视为是一个直

接由劳资博弈决定的变量（Gintis et al.，1981；Lebowitz，2003）。虽然依然可以将生活资料

的必要范围进而劳动力价值理解为连接劳资谈判与具体货币工资水平的中介，但如此一来劳

动力价值作为一种工资理论的意义就遭到了削弱。我们以为，这一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战后经

验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我国农民工的情境，在我国类似的制度力量主要

表现为国家对农民工的立法保护（孟捷、李怡乐，2013）。 

在我们看来，工资理论维度上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之所以被忽视，主要与马克思在分析劳

动力价值时的两个假定有关。第一，马克思假定在进入直接生产过程之前，劳动力价值是一

个给定的固定量。而劳动力价值，准确地讲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必要范围本身如

何变动，只是笼统地表示是“历史的产物”，“包含着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
2
。第二，马克

思将劳动力价值简化为工资品的价值，并假设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完全依赖于工资品。 

孟捷（2015）比较充分地讨论了上述第一个假定，他在认可这一假定的同时又指出在社

会再生产的意义上可以将工资理解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余额。这一对劳动力价值的重构将有助

于说明实际工资在多数时期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这一事实（荣兆梓，2009）。但该理论无

法直接用于解释工资增长本身的阶段性变化。关于第二个假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济

学家将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纳入到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考察之中（Gardiner et al.，

1975；Himmelweit et al.，1977；李怡乐，2017；李洁，2020）。孟捷、李怡乐（2013）基

于波兰尼的“内嵌”概念，在区分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劳

动力再生产拓展为由市场提供的工资品、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和国家提供的社会保护三个方

面。李怡乐、孟捷（2014）进一步从劳动力再生产的三个方面出发，将劳动力商品化界定为

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认为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将削弱工人的市场豁免权和

议价能力，从而降低工资水平。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这些分析的一个缺陷是并没有很好地将

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拓展与劳动力价值结合起来。李怡乐、孟捷（2014）虽然试图从劳动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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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程度的角度去理解工资，但其核心逻辑是商品化程度，进而工人失业成本对工人谈判力

量的影响，劳动力价值这一概念在其分析中是缺席的。王胜利（2008）曾从劳动力价值的角

度讨论农民工工资过低的问题，在解释外出农民工工资为何远低于城镇职工时，除强调户籍

因素之外，也提到农民工因为居住在乡村，有农业生产性收入作为最后保障，因而工资的最

低限度比城市职工低这一层因素。本文将结合上述文献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拓展，更为集

中地讨论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以为新世纪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几个阶段提供一个逻辑一

致的解释。 

2.2 刘易斯二元理论框架下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讨论 

主流学界基本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框架下讨论农民工工资问题。直观地看，刘易斯

的二元经济理论所蕴含的工资增长两阶段论的确可以很好地解释 2016 之前中国农民工的工

资变化。在第一个阶段，由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部

门面对的是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故工资增长较为缓慢。随着传统部门剩余劳

动力的耗尽，经济遂进入劳动力稀缺的第二个阶段，此后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而增长。于是，2004 年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以及之后农民工工资的高增长被一部分

学者看作是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蔡昉，2010；蔡昉、都阳，2011；Yao et al.，

2010；Zhang et al.，2011）
3
。但是这一判断也遭到了不少的质疑，因为各种估算都表明，

中国的农业部门实际上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4
。 

于是问题转向如何理解劳动力剩余情况下的供给不足。一种观点是强调人口的年龄结构。

例如，蔡昉（2010）就从人口红利耗尽的角度说明农民工工资增长趋势的结构性变化，甚至

在很大程度上将所谓人口红利期及其终结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等同
5
。另外一种观点是

强调家庭分工结构。范红忠、连玉君（2010）在概念上区分了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从家庭外部，也就是从整个农业生产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部门还存在数量

不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在家庭联产责任承包这一经营制度下，家庭外部意义上的过剩将体

现为家庭内部农业生产的兼业经营。换言之，虽然仅凭家庭所承包的土地面积并不能使家庭

内的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但是却可以与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结合起来。于是在家庭

内部的意义上并不能认为劳动力是过剩的。丁守海（2011）给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框架，但

更侧重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解释。他利用国家统计局在 1999-2005 年对内蒙古、甘肃两省

15 个县 1500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供给价格随着家庭留守人数的减少

边际递增，尤其是最后一名成年留守人员外出即发生举家迁移，往往需要非常高的供给价格。

丁守海的解释是最后一个成年留守人员实际上承担着大量家内责任，他的外出面临着家庭分

 
3 学界在讨论农民工工资问题时更侧重的是 2004 年这一分界点。从表 1 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只关

注农民工工资增速本身，在 2004 年之前农民工工资的增速相对比较缓慢，而在 2004-2010 年之间，虽然

增速没有超过人均 GDP，但从绝对水平看已经很高。各种统计口径下的数据均表明，2004-2010 年之间农

民工的工资实际增速应在 8%以上。 
4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方法和结果的讨论，参见蔡万焕（2012）。值得一提的是，刘易斯

（Lewis，1954；刘易斯，1989）谈到的传统部门剩余人口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并不只有农业剩余人口。

除了农业剩余人口，刘易斯还将码头工人和园丁这样的临时工（casual jobs）、家仆、未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家庭妇女、新增人口以及马克思意义上的技术性失业都归入剩余人口。刘易斯并没有在理论上反对马克

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而只是从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发，确认了资本积累的主导趋势是降低而

非扩大失业。其实就连这一立场也被刘易斯在 1972 年的文章中所放弃，因为“不断扩大的城市失业已经成

为 70 年代的重大问题”（Lewis，1972）。 
5 蔡昉（2010）在其文章中明确地表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

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在相当程度上重合的过程，进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是二元经济发展

的一个阶段。因此，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 



 

 

工结构的约束，因而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 

上述两种解释劳动力剩余情况下供给不足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农民工的家庭分工，也

就是务农还是务工、留守还是外出、家内还是家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年龄、代际、性别为

根据的。在现实中，青壮年尤其是男性多外出务工，而中老年尤其是妇女多留守农村，从事

农业经营并兼顾家务。蔡昉（2010）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耗尽

等同在理论上似有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嫌，但在经验意义上却也符合当下的现实。其论点成立

的前提是农村传统部门中为城市现代部门所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经外出务工了，此

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才直接构成一个约束。而很多调查显示，存量意义上的农村青壮劳力

的确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覆盖 17 省、区，2749 个行政村的调

查显示，超过 7 成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已经出去了
6
。2006 年一项对

长江三角洲 16 个城市的调查亦发现，就业的城市农民工中年龄在 45 岁以上的只有 6.3%（侯

东民，2009）。换言之，集中于城市的所谓现代部门需要的一般是 45 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

力，而在统计上被识别为农业剩余人口的基本是 45 周岁以上的中老年。在这一结构下，很

难说后者还严格地构成前者的后备军或劳动力蓄水池。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恰恰是总量短缺的反映。不过对我们而言，家庭分工结构对劳动力供给约束的分析更具启发

性。在我们看来，这一分析实际上已经相当接近前述政治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

论的发展，并且相比后者而言更加侧重工资问题，只是受限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未能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予以阐述，而只能表达为家庭分工对劳动供给的约束
7
。总而言之，

学界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讨论，对我们发展劳动力价值理论，并以

此出发分析农民工工资问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把握农民工这一概念存在两种进路，对应的是农民工的两种英文译

法。第一种进路下的农民工可以译为“peasant workers”（小农工人），强调的是农民工在外

出务工的同时还作为小生产者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从事家庭农业，因而是“半无产阶级”（沃

勒斯坦，1999；Qi，2019）。第二种进路下的农民工可以译为“migrant workers”（移民工人），

表面上强调的是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
8
。在这里，我们借鉴波兰尼的“内嵌”概念来分析这一

进路下农民工概念的实质。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只是一种虚构的特殊商品，它除了作为生

产要素这一物化属性之外，同时还具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因而，劳动力完全的商品化，

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完全依赖于工资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

构。劳动力总是内嵌于具体的某种非市场的制度结构之中，从而形成对劳动力的社会保护。

现实的历史过程是市场力量作用下的劳动力商品化趋势与非市场力量作用下的去商品化趋

势之间的矛盾运动（波兰尼，2013）。 

 
6 该资料来自侯东民等（2009），我们无从得知该调查的具体年份，但可以确定一定在文章发表的年

份 2009 年之前。 
7 刘易斯在 1954 年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文章中称自己的分析遵循古典传统（Lewis，1954）。后来，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做了新古典主义的重构，因此国内学者也经常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

模型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既可以做古典主义的解读也可以做新古典主

义的解读，具体可参见孙小雨（2017）。 
8 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口径上就将农民工界定为“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参见国家统计局：《201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 年 4 月 30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 

 



 

 

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所反映的正是波兰尼意义上劳

动力所内嵌的一种具体制度结构，这一制度结构形塑了农民工特殊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当

然，纯粹以户籍身份识别劳动力所内嵌的制度结构差异亦具有片面性。农村户籍的农民工家

庭完全可能在不改变其户籍身份的情况下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因而表现出与农村

社会制度结构的脱嵌。因而，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农民工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在村农民工，即

家庭居所在农村的农民工，与家庭居所已经转到城市，但仍未改变户籍身份的在城农民工相

对。 

劳动力的再生产，通俗地讲就是劳动者的生计，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货币收入在

市场上购买必需的生活资料，一种是直接通过家庭劳动以自给的方式来生产生活资料。后一

种途径也包括通过自给性劳动来完成必需的家庭功能。对农民工家庭而言，这两种再生产途

径又对应着三种劳动类型，如表 2 所示。首先是受雇劳动，劳动者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

得工资性的货币收入，再用货币收入购买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是马克思所侧重的劳动力再生

产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法律意义上的自雇劳动也可以归到受雇劳动的范围，比如夫妻

店、外卖骑手等等。虽然这些工作类型具有小生产者的形式，但实质却隶属于商业或互联网

资本，是一种隐蔽的受雇劳动。其次是家务劳动，包括照料、辅导功课、洗衣、做饭、日常

采购等等，直接是一种自给性的家庭劳动，因为它的劳动和消费统一于家庭内部，不存在一

个市场过程使其价值货币化，所以常常被忽视。这是女性主义经济学所侧重的再生产过程。

最后是农民工所特有的农业经营劳动，它是两种再生产途径的混合。家庭农业经营的收成，

一部分用于自给，一部分在市场上销售以换取货币收入。农业经营劳动虽然也具有家庭劳动

的形式，但与家务劳动不同的是存在一个市场过程使其价值货币化。从再生产途径量的比例

来看，农业经营劳动的意义也更多地体现为获取货币收入。例如根据 2019 年《全国农产品

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8 年我国三种粮食平均主产品亩产为 449.3 公斤，当年每亩平均销

售 344.05 公斤，占到主产品产量的 76.6%。 

 

表 2 劳动力再生产的两种途径与三种劳动类型 

劳动类型 受雇劳动 家务劳动 农业经营劳动 

再生产途径 货币收入 家庭自给性劳动 家庭自给性劳动+货币收入 

发生场域 城市（现代） 农村（传统） 农村（传统） 

家庭分工 青壮年（男性） 老年（妇女） 老年（妇女） 

 

然而如果我们从农民工家庭分工的性别、代际差异以及劳动所发生的空间出发，农业经

营劳动则更接近家庭自给性劳动的性质。从家庭分工看，农业经营劳动主要由在劳动力市场

上就业相对困难的老年或妇女承担，与家务劳动一起形成了兼业特征。从劳动发生的空间看，

农业经营劳动与主要的家务劳动一样，发生在农民工家庭所在的乡村。甚至从劳动特点来看，

农业劳动与家庭内部的生育、照料等“再生产劳动”相似，并不完全适用于均质的外部钟点

时间，而更接近一种有其自身节律、需要等待的内部时间（李洁，2020）。这正是范红忠、

连玉君（2010）在区分家庭外部和家庭内部农业剩余劳动力时所强调的。在人多地少的地理

禀赋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度下，农业经营劳动和家务劳动兼业结合的特征意味着从整体农

业生产角度计算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并不能直接表征劳动力供给的富余程度。 

农民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两种途径及三种劳动类型的具体组合取决于一个具有

层次性的制度结构，因而表现出与城市劳动者家庭的差异。如图 2 所示，农民工所内嵌的制

度结构的最外围是国家对农村地区及居民的制度安排。例如，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保障了

农户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经营和从村集体申请宅基地建房的权利，这是城市户籍的劳动者所不

具有的。同时，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的公共服务在城乡二元制度下也长期与户



 

 

籍制度绑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其在城市的就业也表现

出低保障、低福利、缺乏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特征（黄宗智，2009）。制度结构的第二层是乡

村社会，它除了是国家制度的载体，也是农民工主要社会关系发生的场域，因而是其行动意

义和认同的来源。在现代形式的国家制度保护之外，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提供了基于传统

伦理关系的社会保护。制度结构的最内层则是家庭结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制

度结构前两个层次的形塑下表现为某种家庭分工模式。  

 

图 2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制度脱嵌与再嵌 

 

 

从图 2 我们亦能认识到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握农民工概念内涵的第一种进路所具有的

局限。农民工家庭占有一定的土地从事农业经营，本质上是一种既有土地制度下对农村居民

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功能类似于城市居民的养老和失业保障，只是农民工内嵌的制度结构所

赋予的各种制度性保护中的一种。 

当我们将劳动力再生产与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内嵌的制度结构结合起来之后，可以发现农

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某种过渡状态。如图 2 所示，农民工作为一种劳动力商品实际上已经

隶属于城市现代部门，但其再生产过程却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内嵌于乡村社会的制度结构当

中。城市现代部门享有农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却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制度负担留

给了农村传统部门。于是，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利于城市现代部门积累的工资结构。农民工的

市民化，从再生产模式的角度看意味着农民工需要从乡村社会的制度结构中脱嵌，然后再嵌

入到城市社会的制度结构中去。这一过程的潜在风险是造成农民工的双重脱嵌，即农民工在

与乡村社会脱嵌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地再嵌入到城市社会的保护性制度结构当中，从而陷入一

种不稳定状态。 

4 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及经验证据 

在上一节，我们论述了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与劳动力商品所内嵌的特定制度结构之间的关

系。这一制度结构具有地域性的特征，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家庭再生产模式的

差异。在本节当中，我们从这一再生产模式差异出发，进一步论述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

并提供一个基于计量手段的经验证据。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将是我们理解农民工工资增长

趋势的关键。 



 

 

4.1 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 

我们将劳动力价值界定为农民工家庭为维持再生产，需要以工资性收入从市场上购买的

生活资料的价值。换言之，劳动力价值表明的是农民工家庭在扣除家庭内部劳动所得以及各

种国家补贴之后的支出缺口，该缺口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满足。我们以向量𝒄 =

(𝑐1, 𝑐2,⋯ , 𝑐𝑛)表示特定时期平均意义上农民工家庭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并将

其在形式上化约为一天所需要的量。这里的生活资料也包括以家务劳动形式获得的某些自给

性服务。以变量𝑏𝑖表示生活资料𝑖是否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的 0-1 变量，𝑏𝑖 = 1表示该生活资料

从市场上购买，𝑏𝑖 = 0表示通过家庭内部自给性劳动来满足
9
。以𝜆𝑖表示市场上生活资料𝑖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劳动力日价值𝜆𝑙就可以表示为 

 𝜆𝑙 = 𝒄𝑩𝝀′ − 𝑎/𝑚𝑎 (1) 

 

其中矩阵𝑩表示以系数𝑏𝑖为对角元素的对角矩阵，向量𝝀表示生活资料的价值向量。我们将农

业经营所取得的货币收入视为一种社会保障基金，与其他国家补贴一起统称为补贴性收入𝑎，

𝑚𝑎则表示将补贴性收入转化为对应价值（劳动时间）的系数。以向量𝒑表示生活资料的市场

价格向量，则劳动力的日价格𝑤为 

 𝑤 = 𝒄𝑩𝒑′ − 𝑎 (2) 

等式(2)表明，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三个要素。（1）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必要范围和

数量𝒄。（2）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这又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家庭内部自给性劳动

对市场的替代性，在等式(2)体现为矩阵𝑩，其次是国家提供的制度性保护，在等式(2)中体现

为包括农业经营收入在内的补贴𝑎。（3）生活资料的市场价格𝒑。 

上述三个要素都受到劳动力商品所内嵌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因而具有地域差异。因为我

们的分析对象是农民工，因此特别关注城乡差异。首先，比较好理解的是生活资料市场价格

的城乡差异。同样的生活资料在城乡之间的价格不同，有些类别城市的价格高，如食物、交

通、教育、住房等等，有些类别则是农村的价格高，特别是像家用电器这样的工业品。但总

体而言，城市的生活资料更加昂贵一些，尤其是住房。其次是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差异。城

市本身就表明一种更加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由家庭内部劳动满足的自

给性服务（如托儿所、饭店、课后的辅导等），只在人口更加聚集的城市存在被市场替代的

可能。 

最后我们要特别指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必要范围和数量的城乡差异。这一差

异在分析中经常被忽视，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劳动力价值城乡差异中最主要的因素。这里我们

借鉴布尔迪厄的两个概念，“习性”和“场域”（布尔迪厄，2020）。“习性”是布尔迪厄为超

越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工具。习性一方面直接表现为一种主观性的认知、

感知和行为模式，赋予日常生活实践以行动的意义和理由，但另一方面习性却又受到外部社

会结构的强制性作用，其对实践的引导具有某种无意识性。因而，可以将习性理解为社会结

构的内在化或者主观性的社会结构（朱国华，2004）。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姑且可以将

习性等同于消费偏好，是家庭生活所需生活资料范围和数量的直接根据。但这种主观性的偏

好受制于行动者所处的场域，即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外出务工，但他主要的社会关系

依然是在农村的“老家”。老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即构成一个场域，行动者依据其“资本”大

小占据不同的位置，有人处于中心，有人处于边缘
10
。越是靠近中心的成员，其所能支配的

 
9 有些生活资料类别一部分市场上购买，一部分通过家庭自给性劳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总是可以

通过细分生活资料的分类来加以区分。 
10 这里打上引号的资本是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再仅仅指经济意义上的资



 

 

资源越多，越是受人尊重，越是体面。消费作为一种习性除了生理和家庭功能的需要之外，

还需要服从具体场域中行动者位置的维持与竞争逻辑。将农村社会在住房、婚姻及其他消费

方面的“攀比”理解为消费主义作用下的非理性炫耀是不准确的。炫耀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体

面，为了争得这个村社场域中相对中心的位置。只要行动者还需继续生活在这个场域之中，

由后者赋予实践的意义和认同，并提供一定的制度性保护，那么维持并竞争场域中的位置就

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是为了应付住房和子女

结婚这两项最大的支出，而在这两件事情上的完满程度关乎他们在农村的体面和地位。城市

户籍的劳动者亦是如此，形成差别的只是不同场域下竞争的内容。同样是劳动者，农村家庭

和城市家庭必需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也因为所处的场域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吃穿住

行等方面，后者一般表现为一个更高的消费层次。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值存在着城乡差异。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内嵌于一个围

绕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同时生活在农村的场域之中，因而具有相对城市劳动者而言更低的

劳动力价值。更低的劳动力价值进一步决定了农民工更低的工资水平。从表 3 可以看到，外

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上只有城市单位就业人员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两者在社会保障

和就业福利方面的差距。 

 

表 3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年份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工资 外出农民工年收入（元） 比值 

2008 28898 13400 46.37% 

2009 32244 14170 43.95% 

2010 36539 16900 46.25% 

2011 41799 20490 49.02% 

2012 46769 22900 48.96% 

2013 51483 26090 50.68% 

2014 56360 31080 55.15% 

2015 62029 33590 54.15% 

2016 67569 35720 52.86% 

2017 74318 38050 51.20% 

2018 82413 41070 49.83% 

2019 90501 44270 48.9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注：《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的是外出农民工的月收入，这里以农民工外出务工 10 个月计算年收入。 

 

4.2 劳动力价值城乡差异的经验证据 

接下来，我们将为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提供一项经验证据。我们的基本思路是比较两

类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两类农民工家庭分别是：（1）在村农民工家庭，注意“在

村”强调的是家庭居所，而非务工地点，不要与“本地农民工”这一概念混淆。（2）在城农

民工家庭，即家庭居所已经转到城市但并未改变户籍身份的农民工家庭。出于比较的完整性，

我们还引入第三类家庭，即城市户籍的工薪家庭。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在村农民工家庭因为家

庭居所依然在农村，因此内嵌于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参照的是农村的生活标准。而在城农

 
本，也包括其他形式，如社会资本（表现人脉资源、社会头衔等）、文化资本（如教育经历等）。 



 

 

民工家庭因为举家迁移到城市，虽然保留着农村户籍身份，因而在统计上被识别为农民工，

但实际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脱嵌，参照的是更高的城市生活标准。 

注意我们并不能直接以两类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支出差异来说明两者生活标准的差异
11
。

这里存在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个别家庭看，消费支出是关于家庭收入的

函数，但从劳动者整体看，却是消费支出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决定了收入

水平。由于发生举家迁移的在城农民工往往收入水平较高，因此其更高的消费支出也可以认

为是个别收入差异导致的结果。简而言之，直接以平均消费支出来说明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

异将存在自选择问题。 

于是，我们转而比较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具有

边际递减的特征。以此为前提，可以认为两类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支出差异如果完全是由个别

的收入差异引起的，那么收入更高的在城农民工家庭虽然总的消费支出更高，但边际消费倾

向应该更低。相反，如果在城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就说明在城农民工家庭与

在村农民工家庭相比，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在城农民工更大的支出压力是由其举家迁移到

城市引起的，故两者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可以视为是劳动力价值存在城乡差异的证据。 

用𝑑𝑖表示家庭𝑖一年的总消费支出，𝑦𝑖表示家庭𝑖一年的家庭收入。用虚拟变量𝑠区分家庭

类型，以𝑠 = 1表示在城农民工家庭，𝑠 = 0表示在村农民工家庭。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𝑑𝑖 = 𝛽0 + 𝛽1𝑠𝑖𝑦𝑖 + 𝛽2𝑦𝑖 + 𝛽3𝑠𝑖 +∑𝛾𝑘𝑥𝑘 + 𝑢𝑖 (3) 

其中𝛽𝑗 , (𝑗 = 0,1,2,3)以及𝛾𝑘表示相应的回归系数，𝑥𝑘表示其他控制变量，𝑢𝑖表示误差项。 

在城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𝑠 = 1）为 

 
𝜕𝑑

𝜕𝑦
|𝑠=1 = 𝛽1 + 𝛽2 (4) 

在村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𝑠 = 0）为 

 
𝜕𝑑

𝜕𝑦
|𝑠=0 = 𝛽2 (5) 

可见𝛽2测度了两类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如果有𝛽2 > 0则说明，在城农民工的边

际消费倾向更高。在在城农民工收入水平比在村农民工高的前提下，这可以视为城市劳动力

价值更高的证据。也就是说，尽管在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更高，但由于其参照更高的生活标

准，实际上面临着更大的支出压力。 

我们的样本来自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12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该数

据具有两个优势。第一，CFPS 同时以个人和家庭作为调查主体，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家庭整

体以及家庭各成员的信息，这使得我们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来考察劳动力的再生产。第二，

CFPS 根据调查地点区分了城乡两个部分，这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农民工家庭接受入户调查的

地点区分在村农民工家庭和在城农民工家庭以及城市户籍的工薪家庭，进而考察他们之间的

边际消费倾向差异。 

我们将户主是农村户籍，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超过 50%的家庭界定为农民工家庭。

其中，调查地在农村，户主是当地农村户籍的界定为在村农民工家庭，调查地为城市，户主

是农村户籍的界定为在城农民工家庭。城市户籍的工薪家庭指的是户主的户籍在城市，且调

查地在城市，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50%的家庭。我们通过建立两个虚

拟变量来区分这三类家庭。第一个虚拟变量 STYLE1 用于区分在城农民工家庭和在村农民工

 
11
张晨、冯志轩（2014）在测算劳动力价值时亦区分了城乡，但并未在理论上讨论形成城乡差异的原

因，也未能注意到直接以消费支出水平来区分二者所包含的自选择问题。 
12 对于 2010、2012、2014 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限于篇幅，我们只汇

报 2016 年结果。之所以不采用最新的 2018 年数据，是因为 2018 年的数据成人个体样本不足，使得我们

无法确认户主，进而无法确定家庭类型。 



 

 

家庭，在城农民工家庭取 STYLE1=1，在村农民工家庭取 STYLE1=0。第二个虚拟变量 STYLE2

用于区分在城农民工家庭和城市户籍的工薪家庭，在城农民工家庭取 STYLE2=1，城市户籍

的工薪家庭取 STYLE2=0。 

根据模型(3)，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消费总支出。我们采用了两个口径下的消费支出变量，

第一个记为 CONSUM1，包括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

交通通讯支出、居住支出、其他消费性支出和购房按揭支出。第二个记为 CONSUM2，在

CONSUM1 的基础上扣除了居住支出和购房按揭支出。INCOME 表示家庭总收入。 

控制变量包括（1）户主年龄 HAGE 以及户主年龄的二次项。考虑到有些家庭将退出劳

动力市场的老人作为户主，该户主年龄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家庭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我们将

户主年龄超过 60 周岁的样本予以剔除。（2）户主受教育水平 HEDU，从低到高分成 7 个水

平，数字越高表示受教育水平越高。（3）家庭存款 SAVINGS。（4）户主是否已婚 HMARRIED，

已婚记为 1，否则记为 0。（4）家中是否有 1 周岁以下的孩子 CHILD1，有则记为 1，否则记

为 0，类似的以 CHILD2、CHILD3 和 CHILD4 分别表示家中是否有 1-3 周岁孩子、家中是否

有 3-6 周岁孩子和家中是否有 6-16 周岁孩子的虚拟变量。表 4 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 

 

表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NSUM1 家庭消费支出 6,721 60130.9  67045.2  1096 1038318 

CONSUM2 
家庭消费支出（不包括居住

和购房按揭支出） 
6,721 50990.2  58351.3  820 1030000 

INCOME 家庭总收入 6,883 65641.5  73456.8  10 2900000 

STYLE1 
在城农民工家庭还是在村农

民工家庭 
5,148 0.4  0.5  0 1 

STYLE2 
在城农民工家庭还是城市户

籍工薪家庭 
3,836 0.5  0.5  0 1 

HAGE 户主年龄 6,883 42.0  11.0  16 60 

HEDU 户主受教育程度 6,875 3.0  1.4  1 7 

SAVINGS 家庭存款 6,883 47172.4  138522.1  0 4000000 

HMARRIED 户主是否已婚 6,883 0.8  0.4  0 1 

CHILD1 家中是否有 1 周岁以下孩子 6,883 0.0  0.2  0 1 

CHILD2 家中是否有 1-3 周岁孩子 6,883 0.1  0.3  0 1 

CHILD3 家中是否有 3-6 周岁孩子 6,883 0.1  0.4  0 1 

CHILD4 家中是否有 6-16 周岁孩子 6,883 0.3  0.5  0 1 

 

首先，我们忽略家庭类型的差异，观察全部样本中是否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从

表 5 中的回归（1）和回归（2）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家庭消费支出是否包括居住类和购房按

揭支出，收入 INCOME 的一次项都显著为正，平方项都显著为负，即说明在统计意义上家

庭消费支出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边际消费倾向却随着收入提高递减。回归（3）

和回归（4）则分别观察在城农民工家庭（STYLE1=1）相比在村农民工家庭（STYLE1=0），

和在城农民工家庭（STYLE2=1）相比城市工薪家庭（STYLE2=0）的收入差异。可见平均而

言，在城农民工家庭的收入要比在村农民工家庭高，但比城市户籍工薪家庭低。 

其次，表 6 中的回归旨在识别在城农民工家庭和在村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

回归（5）只是控制了收入水平 INCOME，回归（6）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回归（7）



 

 

在回归（6）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家庭收入 INCOME 的平方，也就是控制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效应。回归（8）-（9）只是将被解释变量由包括居住类及购房按揭支出的家庭消费支出

CONSUM1 替换为不包括居住类及购房按揭支出的家庭消费支出 CONSUM2。回归结果表

明，在所有 6 个回归当中交互项的系数都拒绝了小于等于零的假设，即可以认为在城农民工

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从表 5 的回归（3）中我们已经知道，相对在村农民工家庭而言，在城农民工的家庭收

入更高。如果两类农民工家庭遵循的是一个生活标准，即劳动力价值没有城乡差异，那么因

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在城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应该更低。但从回归（5）

-（10）可以看到，无论是否控制家庭收入 INCOME 的二次项，在城农民工都具有更高的边

际消费倾向。这说明在城农民工家庭尽管收入更高，但因为参照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反而

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 

 

 

表 5 总样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与三类家庭收入差异的识别 

  (1) (2) (3) (4) 

变量 CONSUM1 CONSUM2 INCOME INCOME 

          

INCOME 0.530*** 0.472*** 
  

 
(0.034) (0.031) 

  
INCOME 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STYLE1 

  
13,173.8*** 

 

   
(1,349.265) 

 
STYLE2 

   
33,267.5*** 

    
(3,065.267) 

常数项 26,834.5*** 21,475.8*** 49,913.8*** 96,355.0*** 

 
(1,841.6) (1,716.9) (704.2) (2,841.0) 

     
样本数 6,721 6,721 5,148 3,836 

R-squared 0.187 0.189 0.020 0.034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控制变量方面，可以看到收入的平方项并不显著，即当我们将在城农民工家庭和在村农

民工家庭放在一起讨论时，就不能再观测到如表 5 回归（1）和回归（2）显示的边际消费倾

向递减效应，这正是两类家庭遵循不同生活标准的体现。存款越多的家庭一般而言消费支出

也越高，这一机制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类似的。此外，户主的年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非

线性的，符合消费的生命周期。户主的高学历、已婚和家庭有 1 周岁以下的孩子或者 3-6 周

岁的孩子都会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支出。严格意义上这些效应也应被纳入到劳动力价值的范

围之内进行讨论。 

最后作为补充，表 7 中的回归识别了在城农民工家庭与城市户籍工薪家庭的边际消费

倾向差异。可以发现，当我们不控制家庭收入 INCOME 的平方项时，在城农民工家庭的边

际消费倾向比城市户籍工薪家庭高。但是当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家庭收入平方项，实际上就是

控制了边际消费倾递减效应之后，STYLE2 与 INCOME 的交互项系数就不再显著了。这说明，



 

 

在城农民工家庭相比城市户籍的工薪家庭，其支出压力要更大，但更大的支出压力直接来自

两类家庭收入的差别。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可以认为，两类家庭遵循的是相近的生活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在城农民工家庭的实现程度更低。在表 5 的回归（4）中我们已经看到，平

均而言在城农民工家庭的收入要比城市户籍家庭低得多。 

 

 

 

 

 

 

 

表 6 在城农民工与在村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识别 

  (5) (6) (7) (8) (9) (10) 

VARIABLES CONSUM1 CONSUM1 CONSUM1 CONSUM2 CONSUM2 CONSUM2 

              

STYLE1 与

INCOME 的交互项 

0.161** 0.156** 0.179*** 0.131** 0.126** 0.143*** 

(0.063) (0.061) (0.049) (0.058) (0.057) (0.044) 

STYLE1 1,801.1 447.4 -1,062.0 1,451.2 264.1 -829.5 

 (3,469.3) (3,437.2) (2,701.2) (3,233.3) (3,202.1) (2,359.9) 

INCOME 0.308*** 0.286*** 0.358*** 0.269*** 0.244*** 0.296*** 

 (0.036) (0.035) (0.077) (0.031) (0.031) (0.077) 

INCOME 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HAGE  929.8* 942.1*  792.4* 801.2* 

  (523.0) (520.8)  (439.4) (437.2) 

HEDU  2,151.4*** 1,972.8***  1,855.9*** 1,726.5*** 

  (757.3) (750.6)  (608.2) (612.1) 

HAGE 的平方  -15.6** -15.8**  -13.8*** -14.0*** 

  (6.33) (6.30)  (5.31) (5.28) 

SAVINGS  0.016* 0.015  0.020** 0.020** 

  (0.010) (0.010)  (0.009) (0.009) 

HMARRIED  6,880.9*** 6,570.4***  6,407.8*** 6,182.8*** 

  (2,434.5) (2,430.5)  (1,901.0) (1,887.9) 

CHILD1  9,571.2* 9,506.8*  8,919.9* 8,873.3* 

  (5,355.0) (5,342.4)  (4,933.1) (4,923.4) 

CHILD2  -1,704.9 -1,805.5  494.2 421.3 

  (2,079.1) (2,075.6)  (1,889.1) (1,874.7) 

CHILD3  2,317.3 2,130.5  4,110.5** 3,975.1** 

  (1,901.0) (1,945.3)  (1,610.9) (1,670.8) 

CHILD4  1,571.8 1,494.3  1,129.0 1,072.8 

  (1,569.1) (1,563.7)  (1,299.0) (1,294.8) 

常数项 29,131.3*** 8,570.9 6,860.6 23,796.3*** 6,375.5 5,136.2 

 (1,705.2) (10,115.9) (10,079.1) (1,472.5) (8,544.0) (8,494.3) 
       



 

 

样本数 5,025 5,017 5,017 5,025 5,017 5,017 

R-squared 0.124 0.137 0.139 0.130 0.147 0.149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表 7 在城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工薪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差异的识别 

  (11) (12) (13) (14) (15) (16) 

变量 CONSUM1 CONSUM1 CONSUM1 CONSUM2 CONSUM2 CONSUM2 

              

STYLE2 与 INCOME

的交互项 

0.185** 0.156** 0.005 0.165** 0.134** -0.010 

(0.081) (0.070) (0.072) (0.079) (0.067) (0.069) 

STYLE2 28,843.3*** 18,586.8*** -6,585.9 27,832.3*** 17,729.9*** -6,260.594 

 
(6,462.8) (5,266.9) (5,233.5) (6,306.2) (5,029.9) (4,970.9) 

INCOME 0.284*** 0.234*** 0.440*** 0.235*** 0.183*** 0.380*** 

 
(0.063) (0.051) (0.055) (0.062) (0.049) (0.051) 

INCOME 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HAGE 
 

46.0 476.2 
 

185.1 596.3 

  
(817.0) (806.9) 

 
(706.2) (695.8) 

HEDU 
 

6,150.9*** 4,935.3*** 
 

5,907.4*** 4,745.5*** 

  
(1,100.2) (1,054.5) 

 
(973.8) (920.4) 

HAGE 的平方 
 

-1.84 -7.64 
 

-3.78 -9.3 

  
(9.99) (9.86) 

 
(8.65) (8.5) 

SAVINGS 
 

0.057*** 0.040** 
 

0.062*** 0.045** 

  
(0.019) (0.018) 

 
(0.019) (0.018) 

HMARRIED 
 

12,333*** 10,301*** 
 

13,576*** 11,633*** 

  
(3,411.8) (3,350.9) 

 
(2,753.1) (2,690.3) 

CHILD1 
 

6,204.9 5,250.7 
 

5,667.1 4,755.3 

  
(7,255.6) (7,393.9) 

 
(6,700.4) (6,761.6) 

CHILD2 
 

3,501.2 1,919.5 
 

4,963.5 3,451.9 

  
(4,530.9) (4,509.1) 

 
(4,320.4) (4,278.5) 

CHILD3 
 

2,461.2 2,778.8 
 

4,633.3 4,936.7* 

  
(3,211.7) (3,159.4) 

 
(2,872.3) (2,815.0) 

CHILD4 
 

6,174.8** 5,417.9* 
 

6,795.2*** 6,071.8** 

  
(2,874.855) (2,856.747) 

 
(2,597.481) (2,572.343) 

常数项 59,776*** 23,360 7,669 53,080*** 13,765 -1,230 

 
(5,712.9) (16,722.7) (16,618.2) (5,610.7) (14,794.5) (14,692.7) 

       



 

 

样本数 3,745 3,743 3,743 3,745 3,743 3,743 

R-squared 0.167 0.200 0.221 0.160 0.208 0.23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以上经验支持我们关于劳动力价值存在城乡差异的判断。在城农民工与在村农民工的直

接差异在于家庭的居所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居所的地点规定了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发生的

空间。在城农民工虽然依然保留着农村户籍身份，但由于举家迁移到了城市，实际上在相当

程度上已经与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脱嵌，因而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就是劳动力

价值。 

5 劳动力价值城乡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工资增长 

从劳动力价值的城乡差异出发，我们将能够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阶段性

变化做出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在 2010 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充足，是城市现代部门就业主要的劳动力蓄水池

形态。此外，由于 1960-1990 年代的生育高峰，每年较多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亦对劳动力

蓄水池形成补充，使得该阶段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充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民工的工

资向下收敛到符合其劳动力价值的水平，因而增长相对缓慢，从而有利于城市现代部门的积

累。上文提到的在村农民工是这个阶段农民工的主要形态，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家庭居所依然

在农村，因而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内嵌于以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中心的制度结构当中。换

言之，农民工的劳动空间主要在城市，但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却主要在农村，调节农民工

工资的是低于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价值，这才是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形成廉价劳动力优势真

正的制度基础。至于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所谓人口红利，应当理解为农民工这一再生产

模式得以维持的条件。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阶段。但是

在刘易斯的分析当中，劳动力是原子化的个体，来自传统部门的劳动者要么在传统部门就业，

要么就在现代部门就业，只有如此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才作为机会成本调节这一阶段现代部

门的工资水平。但在我们的分析当中，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家庭，部分家庭成员外出

务工并不需要以放弃农业经营为代价。在发生举家迁移之前，农业经营所得和外出务工所得

共同构成农民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因而更多的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2010-2015 年农民工工资的高增长是上述以在村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无

法维系的结果。随着城市现代部门不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渐趋耗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的下降亦加快了这一趋势。于是，如丁守海（2011）所指出的，要进一步满足城市现代部门

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需要以农民工举家迁移为条件，也就是从在村农民工转化为在城农

民工。导致 2010 之后农民工工资高增长的直接原因的确是劳动力供给不足，但我们并不能

将这一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工资增长简单地理解为工资暂时地超过了劳动力价值。关键是认识

到举家迁移使得农民工的主要形态正在从在村农民工向在城农民工转化，在城农民工家庭的

再生产空间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在相当程度上与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脱嵌，因而对应着

更高的劳动力价值。2010-2015 年之间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根本上是由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

势下劳动力价值上升所引起的，但是农民工劳动力价值的城乡转换，又以劳动力供给短缺为

契机。 

历年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也从多个方面佐证了 2010 年以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

民工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根据 2010年和 2011年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单人户已不足 25%，



 

 

其中两代以上的家庭户比例超过了一半。2014 年近 90%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选择共同流

动，其中 61%实现了完整的核心家庭迁移。另外一项佐证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的证据是

2010 年之后留守儿童数量的减少和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加。从 2010 年到 2014 年，流动人口

0-17 岁的子女留守老家的比例由四成下降为三成
13
。 

最后，我们该如何理解 2016 年之后农民工工资增长趋势的逆转呢?这必须结合 2016 年

之后城市现代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来看。从图 3 可以看出，在 2016 年之前，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与外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轨迹是完全不同的，但在 2016 年之后却显示出几乎平行

的轨迹。这暗示导致 2016 年之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工资变化基本上出于共同的原

因，即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 

 

图 3 2008-2019 年外出农民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及 GDP 实际增长率的比较 

 

 

结合之前我们对农民工政治经济学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家庭化迁移所形成的在城农民

工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双重脱嵌的不稳定状态。在未来，他们要么在城市稳定就业，最终转

化为城市户籍的市民，要么回到在村农民工的状态。在城农民工的进一步市民化有赖于两个

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趋势下，在城农民工可

以更容易地取得城市户籍，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但更为重要的是另外一个条件，即在城农

民工可以在城市取得工资水平可以覆盖其生活负担，且稳定有保障的正规就业。而后一个条

件的实现根本上有赖于我国产业结构逐渐摆脱对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实现产业升级。 

 
13
 以上资料引自汪建华（2017）。 

 



 

 

6 结论 

本文放松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再生产完全依赖工资品的假定，从劳动力商品所内嵌的制

度结构出发界定劳动力价值，并且将这一制度结构在分析上具体化为国家、社会和家庭三个

层次。典型意义上的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务工，但其家庭居所依然在农村，故其以家庭为单位

的劳动力再生产内嵌于以农村社会为中心的制度结构当中。农民工的工资遵循低于城市的农

村劳动力价值标准，这是 2010 年以前农民工工资增速长期低于人均 GDP 的制度原因。 

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城市劳动力供给紧张为契机，2010 年之后农民工出现了明显

的家庭化迁移的趋势。这意味着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物理空间上逐渐与农村社会

发生脱嵌。2010-2015 年之间农民工工资的高增长，从直接原因看是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

但根本上却是调节农民工工资的劳动力价值从农村标准向城市标准逼近的结果。本文的回归

结果表明，家庭居所在城市的在城农民工家庭相比家庭居所依然在农村的在村农民工家庭，

虽然收入更高，但边际消费倾向也更高，说明在城农民工家庭遵循有别于农村的城市生活标

准。这一结果可视为劳动力价值存在城乡差异的经验证据。 

不过，家庭居所迁往城市的在城农民工处于一种双重脱嵌的不稳定状态。这里的政策暗

示是，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逐渐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创造更多

的正规性就业；同时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家庭化迁移的

农民工家庭完成在城市社会的再嵌入过程。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即

便是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家庭亦有返乡的可能，因此巩固和完善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仍然是必

要的。从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必要的制度结构这一角度出发，乡村振兴与推进人口的城镇化

应当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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