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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失地青年女劳力
的转移与就业
——厦门市海沧区调查与思考
□ 朱冬亮

摘

要：本文以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为调查研究个案，探讨失地农村富余青年
女劳力的转移就业问题。从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和那些年龄在３５岁以
上的农村妇女相比，年轻女劳力虽然有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海沧区农村富余青年女劳力转移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工资待遇偏低、
部分富余女劳力就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外来女工的竞争、政
府的协调服务不完善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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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

资总额７２．５４亿美元。新世纪前后，厦门进行产业结构

加速推进，有关失地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遂越来越引

调整，原先在岛内的企业纷纷向海沧区迁移，大量企

起人们的关注。 不过，
已有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中很

业的进驻，使海沧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海沧也成

少有人注意到地处城郊的农村失地女劳力的转移与就

为厦门最集中的制造业基地之一。２００３ 年，厦门市进

业处境。本文接下来所要探讨的就是失地农村富余青

行区划调整，海沧成为厦门市的一个新设立的区。

年女劳力的就业问题。考虑到农村实际情况，本文的

２００４ 年，海沧区总面积 １５２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 １３．９

农村富余青年劳动力是指土地已经被征用或者大部分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８．７ 万人，外来人口 ５．２ 万人。

［１］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海沧区农村

被征用的年龄在 １８～３５ 周岁的农村妇女。在分析中，
我们还有意识地把这部分群体和年龄在３５以上的妇女

的迅速变迁。由于大量的农村耕地被征用，加上厦门

就业情况进行比较。

西海域的整治，传统的种植、海水养殖等农村主导产
业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产业。在这个转型过
程中，那些已经从传统产业中脱离出来的农村妇女，

调查说明

就成了所谓的富余女劳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厦门
市的农民大多已经统一为居民户户口，这里所说的

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厦门市海沧区基本上还

“农民”
主要是指原先具有农业户户口并居住在农村的

是属于农村地带。１９８９ 年，国务院批准把海沧区辟为

那部分人，他们依然具有所在村子的“村籍”，并享受

台商投资区。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沧已累计引

村集体的各种相关福利待遇。
我们的调查是２００４年年底进行的，主要选取了海

进内外资企业 ６１２ 家，包括一些著名的跨国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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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区的Ｘ．Ｙ．村和Ｊ．Ｍ．村两个村作为重点，同时也对其

业上班的占３１．１％，她们一般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年

他村庄的情况进行了一些问卷调查。这两个村庄各有

龄普遍在１８～２５岁之间，未婚，也有少部分超过２５岁，

自己的特点，在整个海沧区也具有代表性。在具体实

但不到３５岁。出现这种特点是因为一般的企业都规定

施调查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调查方法是“点面结

只招收 ２５ 岁以下未婚的女工。所以，对于农村富余女

合”，把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结合起来。整个调查一共

劳力而言，２５ 岁是一个“槛”，过了这个年龄，工厂企

向 ３００ 位农村妇女发放了问卷，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

业一般都不招收了。至于其余的占 ６８．９％ 的妇女，是

２８０份。我们还重点对其中的５个家庭进行了比较深入

属于就业不充分或者没有就业的部分。她们或者在家

的访谈，并与两村的村干部及各小组的计生协管员进

里从事农业或者海水养殖业，兼做一些短工，或者自

行了深入的座谈，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己做点个体小生意（如贩卖蔬菜），或者跟随丈夫偶尔
打零工（如泥水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约 ２７％ 的
农村妇女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她们一般年龄在３５岁以

海沧区农村女劳力转移与
就业现状分析

上、文化层次也偏低，也有小部分是不愿意就业或者
暂时没有就业的带小孩的妇女（参见下表）。

和“离土离乡”型的“主动性”劳动力转移不同，

海沧区农村妇女劳动力从业情况

厦门市海沧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多是具有“被动性质”。

人 数
在企业上班
８７
从事农业兼打短工 ６４
个体小生意
４２
随丈夫一起打零工 １０
家庭主妇或者无业 ７７
合 计
２８０

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推拉力理论
（ｐｕｓｈ－ｐｕ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来
看［２］，
这些失地农民更多是因为土地被征用而被推向了
劳动力就业市场。特别是对那些年龄在３５岁以上的劳
动力而言，他们转移多半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土地已
经被征用了，村民没有别的出路。
截至 ２００４ 年年初，整个海沧区有农业人口 ７１２７１

所占百分比（％）
３１．１
２２．８
１５
３．６
２７．５
１００

人，其中女劳力有１．９万人。这些女劳力中已经转移到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去工厂、公司上班的青年女

企业上班的有 ４８００ 多人——绝大部分是 ２５ 岁以下的
年轻女劳力。扣除年龄在４５～５５岁之间的这部分女劳

劳力中，绝大部分是在工厂当工人，还有少数在餐厅、

力，剩下富余女劳力还有 １．１５ 万人，这些富余的女劳

商场当服务员、营业员。其中到工厂上班的女工普遍

动力有一部分是属于隐性就业或者是就业不充分的。

都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很少有人能进入管理阶层，

由于各个村所处方位不同，城市化发展进程也各

甚至能够升到班组长的也为数很少。而且她们工作的

不相同，海沧各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大

流动性也比较大，从找第一份工作到跳槽找第二份工

致看来，海沧区的农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海沧

作，其间间隔最短的是 ４ 个月，最长的也不过 ３ 年多，

镇的 Ｘ．Ｙ．村为代表，这类村因靠近新兴的工业区，村

平均则是 ６ 个多月。这个调查结果显然和我们对外来

里的耕地已经基本被征用，建起现代化的工业厂房，

女工的调查有些差异，外来女工一般第一份工作的从

整个村庄也因此而变为“城中村”
；第二类是那些土地

业时间平均会在 １０ 个月以上。如果没有确切的把握，

大部分已经被征用，但仍然保留了少部分土地的村，

外来女工是不敢随意辞掉自己目前这份来之不易的工

这类村的女劳动力大都转到工厂做工或者从事个体工

作的。而对于当地女工而言，她们因为离家近，对相

商业等第三产业，如海沧镇的Ｊ．Ｍ．村就是属于这种类

关的信息也更了解，因此重新寻找工作的成本自然也

型；第三类是那些周边还没有进行工业开发的村，海

更低些。当然，或许正是因为频繁变换工作岗位，使

沧区东孚镇的 ９０％ 以上的村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因为

得她们在工厂中难以获得提升机会。

土地基本上没有被征用，所以这些村的传统产业（如

至于这些上班妇女的工资收入，调查显示，在

蔬菜、果树种植）仍然保留着，不存在政策扶持层面

５００～９９９ 元这个区间所占比例最高，占 ８５％ 以上；

上所谓的富余劳动力问题，不过这些村的女青年大部

１０００～１４９９ 元的只占 １０％；只有不到 ５％ 的人的收入

分已经转移到工厂打工。

高于 １５００ 元。这点与她们文化层次、就业岗位的性质
等因素有关。由于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是一线生产工

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在被访问的 ２８０ 人中，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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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上就业时间相对较短，收入自然不可能有多高。

岁的，她们因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比较低而难以

需要说明的是，她们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包括加班费。

找到合适的职业。由于她们的子女多半还在上学，所

据 Ｊ．Ｍ．村一位２０岁的女工 Ｘ反映，她所在的公司订单

以部分家庭的经济比较困难。也有部分人家里比较富

多的时候，平均一天要加班 ４ 个小时，每小时的加班

裕，她们觉得到工厂做工太苦太累，所挣取的工资又

费是 ４ 元，即使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最多也很难

不多，因此就宁愿呆在家里。

超过１５００元。据Ｊ．Ｍ．村的另一位曾经在厦华公司工作

Ｘ．Ｙ．村因临近海沧新阳工业区，
近几年，
随着工业

的 １９ 岁女工 Ｙ 反映，她一个月的底薪是 ４８０ 元，由于

区的开发建设，Ｘ．Ｙ．村的绝大部分土地被征用，村民

该公司下半年加班比较多，那时候一个月收入平均是

因而成了富余劳动力。据该村村干部介绍，Ｘ．Ｙ．村有

８００元左右。到了上半年，就没什么加班，一个月收入

组织的女劳动力招工是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开始的。在此之

就只有 ５００～６００ 元。因为每月还要扣去水电费、房租

前，一些企业对本村的女劳动力实行限制，理由是本

１００多元，加上其他花销，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

地的劳工不好管理，而且工厂招收当地人所负担的保

了。

险费用也比雇佣外地的女工要高，致使用工成本相应

调查还发现，相比之下，村里的男青年如果到工

提高。不过，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该村和著名的电子公司夏

厂做工，一般都有八九百元收入。即便如此，在一些

新公司进行沟通，最后双方达成“共建”协议。自此

家庭中，女儿打工的收入已经构成一些农民家庭经济

之后夏新公司就开始一批批地从这个村招收劳动力，

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对那些有多个女儿的家庭而言更

仅 ２００３ 年一年就从这个村招了 ３００ 多人，其中大部分

是如此。２００３ 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当年厦门市农民人

是年轻的女工。现在这个村１８岁至２５岁具有初中以上

均纯收入５１５２元，这其中工资性收入成为收入的主要

文化的女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被招聘到附近的工厂做

来源之一，占全部收入的 ４１．９４％。这部分工资性收入

工，夏新公司还把该村妇女的年龄限制放宽到 ２８ 岁。

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创造的。毕竟，相对而言，女青年

这些到附近工厂上班的本村女工平均每月收入是 ８００

就业比男青年更加容易些。

多元，包括加班费。和别的村庄相比，Ｘ．Ｙ．村有的家庭
有丰厚的出租房屋收入。

在影响农村妇女转移就业第一位原因方面，有

（２）Ｊ．Ｍ．村——政府帮助村民自主择业

２６．３％ 的受访者认为，影响农村妇女转移就业的原因
是“文化低”
；其次则是“家庭的拖累”，占 ２１．１％；

和Ｘ．Ｙ．村相比，Ｊ．Ｍ．村的富余女劳动力转移就显

还有 １５．８％ 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思想封闭保守”
；有

得比较困难。该村周边因为没有大型的企业，即使靠

１０．５％的受访者认为是“工厂的要求太高”
；还各有约

的比较近的大型台资企业“翔鹭”公司，也没有从村

５．３％ 的人认为影响农村妇女致富的原因是“无地”和

里招聘几个人，更没有像夏新公司与 Ｘ．Ｙ．村一样，建

“政府不关心农民”
；剩下的 １５．７％ 则是填写其他原因

立一种“共建”关系。

（如年龄、经验、社会交往能力差等）。

总的来看，和 Ｘ．Ｙ．村相比，这个村的富余女劳动

以上透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从“面”上对海沧

力转移就业情况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该村的女青年

区农村富余女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外出打工比较分散，不像 Ｘ．Ｙ．村一样，主要集中在附

接下来再从我们所重点调查的Ｘ．Ｙ．村和Ｊ．Ｍ．村这两个

近的企业；二是房屋出租业不发达，依靠出租房屋为

“点”入手，对农村富余女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进行分

生的村民很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外出打工收

析。这两个村庄，实际上代表两种不同的劳动力转移

入为主。

模式。

Ｘ ． Ｙ ．村的绝大部分女青年劳动力找工作是通过

（１）Ｘ．Ｙ．村——“村企共建”

“村企共建”形式，而Ｊ．Ｍ．村显然更能代表海沧区其他

Ｘ．Ｙ．村２００４年有常住户８５８户，
全村人口总计３３２７

多数村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调查，Ｊ．Ｍ．村约有 ５５％ 的

人，妇女有１６００多人，其中１８～５５岁的属于统计学意

女青年是依靠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帮助介绍才找到工作

义上的女劳动力约有 １１００ 人左右。目前，在这些女劳

的，也有约 ２０％ 的女青年是通过村组织提供的一些招

动力中，进厂做工的有 ３００ 多人，这部分人主要是年

工信息来获取相关信息。在剩下的 ２５％ 的人中，有相

龄在 ２５ 岁以下的年轻女性，从事服务业、第三产业的

当一部分是一些刚从技校毕业的年轻女工，她们的第一

有 ３００ 多人，从事农、林、水产养殖等第一产业的有

份工作往往是由学校直接推荐。
目前，厦门市各区都会整理汇编出一些企业的用

２００ 多人，剩余的两三百人，主要是年龄在 ３５ 岁至 ４５

中国青年研究→ 07/2005

41

调查研究版

工信息，然后透过政府劳动部门的渠道下发到各村，

象时有发生，对农村女劳动力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另

各村再把这些信息告知本村需要找工作的人。后者也

一方面，从本地青年女工自身条件来看，一是她们自

可以直接到村里索要这些招工信息册。
在访谈中，
Ｊ．Ｍ．

身的劳动技能比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二则她们

村女工 Ｙ 告知我们，如果是通过私人中介（职业介绍

对工作的待遇、工作环境等还怀有较高期望。其实，在

所）介绍工作，成功的话，根据企业待遇高低，要收

厦门岛内的一些“城中村”中可以发现，这些村里的

取 ６００～８００ 元不等的“介绍费”，相当于她们一个月

一些年轻人宁愿整天无所事事，有的甚至走上歧途，

的工资。

原因就在于，这些“城中村”中的家庭多半依靠出租
房屋有一份不菲的收入，相比之下，到工厂做工不仅
收入低，而且又苦又累，因此他们宁愿呆在家里，也

影响农村富余女青年劳力
就业的因素分析

不愿上班。当然，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村女青年的就
业情况普遍好于男性。这是因为，目前招收农村富余
劳动力的企业大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它们需
要的劳工主要是以年轻女性为主，再者女性对薪资的

从上述的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海沧区农村

要求一般低于男性。

富余女劳力转移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

４．外来女工的竞争

调查显示，目前海沧区的农村富余女劳动力实现

影响农村富余女青年就业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非农化”就业方面有明显的年龄差异。那些在１８～２５

是外来青年女工的竞争。从本质上说，对于那些无一

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基本上能够在企业中找到一份

技之长、
文化程度又普遍较低的本地农村女青年而言，

工作，但是对于其他年龄在 ３５ 岁以上的妇女而言，则

她们的竞争对象主要是外来女工。很多工作岗位当地

很难在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由于处于这个年龄段的

青年女工不愿意干，而外地女工却很愿意干，这样无

妇女往往子女还未成年，家庭负担比较重，因此当务

形之中就把企业的用工成本降到最低限度。诸如电子

之急就是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类的青年女工密集型企业，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打

２．工资待遇水平低

工者，只要岗位相同，她们的报酬就是一样的。而这

在已经实现就业的女青年劳力中，存在的一个最

些企业给出的底薪一般都是在４００～５００元之间，这个

重要的问题是，她们的收入普遍不高，大都处于 ５００－

水准和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已经相差无几。员工

１０００ 元之间，基本上和外来女工的收入相差无几（我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加班。

们的调查表明外来女工的平均月工资为７８９．６元）。统

５．青年女工的劳动权益易于受到侵害

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３年厦门本市城镇在岗职工人均月工

和外来女工类似，本地农村青年女工的劳动权益

资为 １５８５ 元，相比之下，对于这些经常加班并且在高

也经常遭受用人单位的侵害。如超时加班，变相扣减

强度下工作的农村青年女工而言，她们的收入无疑是

加班费；一些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变相收取押金或扣

相对偏低的。不仅如此，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大部分

押某些证件，以要挟她们；女工的工资偏低，很难获

的农村妇女就业不稳定，频繁跳槽，也缺乏职业上的

得应有的发展机会等。这些因素也使得一些农村出租

晋升机会。

房屋收入较高的家庭女青年不愿到工厂上班。

３．部分富余女青年劳力就业期望值与社会需
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女强烈要求企业在招工时，放宽年龄限制。也有的受

虽然厦门市及各区的政府部门经常举办一些针对

访者表示，政府部门应该多关爱农村妇女，帮助她们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村妇

解决“想自主创业却缺乏资金”的问题。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专场招聘会，但是却没有受到农民
的热烈欢迎。即使一些已经招收了当地员工的企业，
也发现留不住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矛盾：一

小 结

方面农民不容易找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又招不到自
己想要的工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和劳动力供
需双方的要求错位有关。一方面，一些用工企业工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厦门市海沧区失地青

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较差、加班加点等侵权现

年女劳力基本上都能在工厂企业找到非农职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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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
Min Jian Diao Cha

抗日战争与
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以 Ｚ 大学为个案的调查研究
□ 肖剑忠 林 龙

摘

要：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革命传统的重要源泉，抗日战争
史应该成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主题和基本组成部分。本文
通过对 Ｚ 大学的个案调查研究，认为当代大学生对抗日战争基本史实的
认知情况总体较好，其相关情感反应也总体比较健康；但以抗日战争为
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对引导大学生正确抒发
对日情感等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抗日战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正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

引

言

如此之重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指出，必须通过
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传统等历史传统教育，

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是未来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

质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

他们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史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实现，也直接关系到党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革命传统的重要源泉，上个世

她们的工作待遇、工作环境却不尽人意。她们的就业

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０３ＢＳＨ０２９）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

处境和城市的外来青年女工基本上同处在一个平台上。
因此，解决她们的转移就业问题，还需要更为健全的
制度支持，为她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最终实现

朱冬亮：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
（本文是国家社科

责任编辑／杨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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