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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下乡冶 后留守妇女的生计变迁
及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孟祥丹摇 丁宝寅
[摘摇 要] 摇 相对于由劳动力流动所引发的自发性土地流转,由“ 资本下乡冶 引致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以不
同方式重塑了留守妇女的生计活动和劳动性别分工。 资本和父权制共同影响着留守妇女生计变迁的过
程,并将其劳动的经济价值边缘化。 虽然总体上留守妇女难以逃脱资本与父权制对其生计活动的限制,
性别关系也无法避免生活资料商品化的挤压,但是留守妇女会使用“ 家庭本位冶 策略积极改善家庭性别
关系。 她们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寻求获取经济收入的机会,增加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会积极构建自
己无酬劳动的意义与价值。 而提升人们对无酬劳动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认同,避免留守妇女劳动价值的
被边缘化和隐形化,是改善留守妇女家庭地位与性别关系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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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深入,
农民的乡城流动带来了农业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巨大变化,加之我国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长期不
懈的追求,农村土地分散、细碎的现状已经难以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
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冶 。 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不断扩
大。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 5郾 12 亿亩,流转比率
达到 37% ,流转和部分流转土地的农户数超过 7 000 万户,占比约 31% [1] 。 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实
现规模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大势所趋 [2] 。

农村土地流转在实践层面的快速推进,也带来了学术层面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推动因素及流

转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将农村中现有的土地流转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农户之间出于家庭
生计安排而进行的自发流转;另一种则涉及政府财政资金或城市工商资本,往往规模很大,且伴有
一定的强制性,被学界称为“ 资本下乡冶 [3] 。 对于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就两方面
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土地流转之后农村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

变化对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 [4 - 8] ;其二,从经济的视角,探讨土地流转之后,农户生计发生的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土地流转能够将经营权从农户手中集中到专业化生产者手中,利用农业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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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同时又没有损害千家万户小农的利益,有助于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9 - 11] ,
并且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到二三产业,获取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或者实现就地
就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既获取地租,又赚取工资 [12 - 14] 。 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叶敬
忠等就针对土地流转中政策文本和学术话语建构的一些观念进行了反思,通过一个村庄土地流转
的案例,反驳了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就地就业等一系列声称具有普遍性的“ 迷思冶 ,并
指出中国农村土地的非生产性功能要远大于生产性功能 [15] 。 贺雪峰也指出,土地如果按照市场的
逻辑来进行配置的话,农民的生计将被置于变化的市场之中而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16] 。 也有学者
发现,“ 资本下乡冶 引发的土地流转,相较于农户间自发的土地流转,对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利益的侵
蚀更加明显 [17 - 18] 。

可以看到,关于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颇多,但是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土地

流转,尤其是资本下乡引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进行的分析还相对欠缺。 已有的成果多是强调了妇
女在土地流转中的权益保障问题 [19 - 20] ,却并没有关注妇女在土地流转之后所面临的具体的生计变
迁状况。 而事实上,农户的家庭生计往往是性别化的,并且被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形
塑。 从传统农村社会中的“ 男耕女织冶 ,到集体生产时期的“ 男女共耕冶 ,再到由于劳动力的乡城流
动造成的“ 男工女耕冶 ,无一不反映了农业生产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嵌入在持续的社会变迁之中。 当
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造成了农业女性化的趋势,这对留守妇女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 [21] ,然而,她们也充分利用农村现有资源,开展多种经营,不断拓展家庭生计来源,成为了“ 留
守经济冶 的核心力量 [22] 。 因此,有必要将性别视角引入到土地流转对家庭生计影响的分析之中,从
而打破以往生计研究中将“ 单一家户冶 [23]178 作为分析单位的垄断局面,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生
活质量变化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借助于对发生在河南固村的因“ 资本下乡冶 而引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进行的调查,本文从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与性别视角,分析了在此过程中留守妇女生计活动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了这
种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对性别关系带来的潜在影响。

二、固村基本情况及土地流转概况
固村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 G 县,距离镇政府所在地 4 公里,距县城约 20 公里。 该村共有 22 个

村民小组,850 户 3 486 人,居住较为分散。 全村耕地面积 3 800 亩,其中水田 3 700 亩,旱地 100 亩,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油菜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村中就有村民外出务工,现该村外出务
工人数约 1 200 人,其中男性约 760 人,女性约 440 人。 因外出务工产生的留守老人有 190 人,留守
妇女 145 人,留守儿童 283 人。 村年人均纯收入 8 600 元,其中打工收入约占到 80% ,种植业收入
占 10% ~ 20% 。

伴随着劳动力外出流动,固村农户之间早已形成了自发的土地流转,而村庄大规模土地流转始

于 2010 年。 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来自于临近乡镇的企业主丁某放弃了经营日益困难的砖厂,
选择了地势相对平坦、灌溉条件好的固村进行土地流转,并注册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业经
营淤,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 在流转土地时,丁某并没有将固村全部土地流转到自己
的合作社,而是选择了土地相对集中、便于灌溉、交通方便的 18 个村民小组的耕地进行流转,而放
淤

冯小的研究指出,在“ 资本下乡冶 的实践过程中,合作社往往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出现了名实分离
的现象。 在固村,村民将丁某视为公司老板,将去合作社工作称为打工。 参见冯小.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
的乡土逻辑———以“ 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冶 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2014(2) :2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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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其他 4 个地势偏远、交通和灌溉都不方便的村民小组的耕地。 此次流转涉及到 18 个村民小组
的 600 多户农户,共流转了 2 600 亩耕地。 在土地流转之后,丁某通过争取到的政府土地整理的项
目,将流转来的土地全部进行平整,打破原先细碎的土地格局,并修建水利设施和机耕道路,从而方
便机械化作业生产。 村民小组中如果有坚持不流转土地的农户,则可以在整理后的地块边缘,置换
相等面积的土地,进行耕种,而不影响其他部分耕地进行机械化操作。

在土地流转之初,丁某与农户商定的租金为每亩每年 500 元,租期 10 年,租金按年交付。 后因

经营管理不善而导致亏损,2015 年丁某通过村委会与村民协商将土地租金降为每亩每年 400 元。
租金降低后,有几十户农户陆续要回了土地自己耕种,这一部分面积约为 500 亩,由合作社经营的
土地面积仍有 2 100 亩左右。

“ 资本下乡冶 引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进一步加深了固村村民之间的分化。 家中所有劳动力都

能外出打工的家庭在这次土地流转中受益,原本无人耕种只能低价甚至无偿给人耕种的土地借此
可以获得固定的租金收入。 夫妻双方都无法外出打工,只能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则利益受损,
他们的土地流转之后,获取的租金收入低于进行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生活成本也由于生活资料
的商品化而变得更高。 对于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的家庭而言,受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影响不尽相
同。 村中的留守妇女大部分年龄在 40 ~ 60 岁之间,她们由于需要照顾公婆、子女或孙辈,加之难以
在外找到合适的工作,无法选择跟随丈夫外出务工。 在土地流转之前,她们往往需要从事家中的农
业生产活动。 村中还有一些因孩子教育、专门“ 陪读冶 的留守妇女。 这些妇女相对年轻,她们往往
在县城中或镇上租房居住,在周末或孩子假期回到村中,在农忙时节,通常也会返回村中参与农业
生产活动。 此外,村中还有少部分处于哺乳期的留守妇女,更为年轻,基本没有务农经验。 她们在
家中主要任务是照顾婴儿,待哺乳期结束会继续外出务工。 除了这部分哺乳期留守妇女较少受到
影响外,大部分留守妇女的生计活动都受到了“ 资本下乡冶 的影响。

三、土地流转后留守妇女的生计变迁
从当前农村的总体情况来看,家庭经营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的主要经营形式将长期
存在。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年轻力壮者进城务工,而留守者在家务农成为了家庭生计策略的
一种常态,形成了“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冶 经济模式,农户在此基础上经过自发的土地流
转进行分化,形成“ 中坚农民冶 阶层,中农结构与“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冶 结构共同构成我
国的小农经济结构 [16] 。 在这种结构下,“ 老人农业冶 和“ 妇女农业冶 成为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
形式。 可以看到,由于人口的流动而造成的农村劳动力再分配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留守妇女
而言,农业的女性化趋势不仅仅意味着劳动负担的增加、闲暇的减少,也意味着自身发展机会的减
少和家庭照料责任的固化 [24 - 25] 。 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现有的小农经济结
构,也改变了农户的家庭生计结构。 在这一过程中,留守妇女的生计活动被资本和父权制重塑。 固
村的调查显示,留守妇女生计活动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农业生计、庭院经济和非农就业领域。
( 一) 农业生计:从家庭走向市场、农业雇工机会稀缺
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会带来农业女性化的趋势 [21] 。 当家庭中的男

性青壮年劳动力为了寻求更高的收入进城务工后,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往往承担起家庭内部的
农业生产活动。 对于留守妇女而言,繁重的农业生产负担是其不得不面对的一座大山 [26] ,尤其是
在农忙时节。

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的短缺、照料责任重、种地收入低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留守妇女家庭将土
地流转出去的决策。 如果在外务工的丈夫农忙时不能回家帮忙,留守妇女一人很难独自完成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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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作,负担较重,如若还需要照顾身体状况不好的老人,留守妇女更是被夹在农业生产和家庭
照料的责任之间左右为难。 并且,种地收入与打工收入差距较大,加上近些年来农业生产成本不断
上升,自己耕种的收益并没有比拿租金高出很多,也使部分留守妇女不愿意再种地。 因此,当大规
模土地流转能够提供机会获取租金收入的时候,村中的不少农户都希望能够将自家的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 土地流转之后,留守妇女从家庭内部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脱离了出来。 然而,不断加深的生
产和生活资料商品化、货币化的进程,提醒着人们:仅仅依靠丈夫的务工收入是不够的,妻子也应该
获取收入弥补家庭开支。 当家庭内部的农业生产由于土地流转出去而中断后,留守妇女们不得不
另外寻找就业机会。 在当地作为农业雇工继续农事农业生产,由于不受空间和技能的限制,成为留
守妇女们的首要选择。
有不少研究认为,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的机会,从而获得土地租金和工资双

份收入,实现“ 地主冶 和“ 工人冶 的双重身份 [27] 。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实际的情况往往是低酬的季节
性农业雇工对流出土地农民的就业作用有限 [15] 。 从固村的情况来看,能够吸纳农业雇工的主要有
两类农业经营主体,一类是前文所说的在本村流转入土地而成立的种植合作社,另外一类是临近村
庄的种植大户。 由于当地并不临近大城市,种植蔬菜、花卉等产品可能会面临销售困境,因此无论
是村中的种植合作社,还是临近村庄的种植大户,都以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为主。 当地地
势相对平坦,加上政府投入的土地整理项目对耕地进行了平整,并修建水利设施和机耕道路,所以
耕种的机械化程度较高。 这些都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并不大。 尽管合作社
也存在着 10 人左右的长期雇工,但都是村中 60 ~ 70 岁的男性村民,他们的土地流转之后,因年龄
大等原因无法外出打工,只能作为农业雇工进入合作社工作。 妇女们能够获得的农业就业机会,仅
仅存在于插秧淤等农忙时期。
尽管有些人因身体状况或照料他人等原因无法参与到农业雇工中,相对于村中留守妇女的数
量,合作社及种植大户提供的农业雇工的机会仍旧是稀缺的。 通常来讲,合作社在雇工时,会优先
考虑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的家庭成员。 当已经流转了土地并愿意参与农业雇工的留守妇女数量多
于雇工机会时,乡土社会的“ 差序格局冶 则会发挥作用。 在固村,插秧的工作是以插秧队的组织形
式来完成。 插秧队由当地村民自发组成,每队有七八人到十多人不等,由队长负责联系雇主,召集
队员。 队长在选择队员时,首先会考虑自己熟悉的亲戚朋友,同时由于要对雇主负责,也要考虑队
员的劳动能力。 在亲疏关系与劳动能力的共同作用下,有意愿参与临时性雇工的留守妇女,也往往
会丧失被雇佣的机会。
( 二) 庭院经济: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庭院经济包括自留地和家庭院落中的蔬菜种植,以及房前屋
后的家庭养殖活动。 这些活动通常由家庭中的女性来承担,尤其在丈夫外出务工之后,更为如此。
作为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的补充,这种庭院经济丰富着农村家庭的物质生活,而其形成,虽然是由
家庭生活的需求所引发,但却是由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所共同塑造。
“ 资本下乡冶 带来的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并对庭院经济造成
了一定的冲击,相应的,留守妇女在此方面的生计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

除却在自家庭院周边种植蔬菜瓜果,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前,一些留守妇女也会在自家的承包
地边缘种植( 或与农作物间种) 相关作物,以供家庭内部消费。 而土地流转之后,承包地已经流转
给合作社,显然不可能继续种植蔬菜,因此,对于部分家庭而言,庭院经济的面积被缩小了,她们只
淤

尽管插秧环节也可以使用机械,但据合作社管理人员及当地村民反映,机械插秧的效果并不好,直接影响产量,
因此在此环节仍以人工插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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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自家庭院及周边种植。 调查显示,在土地流转之前,尽管有不少留守妇女反映繁重的农业生产
负担让她们常常难以承受,却很少有人抱怨自家的菜园给了她们更多的压力,虽然详细计算下来,
种菜的总体劳作时间并不比种农田的少很多。 在土地流转之后,也几乎没有留守妇女放弃耕种自
家的菜园。 因为,无法继续耕种粮食作物的留守妇女可以通过种植和收获绿色健康的蔬菜,既补充
和丰富家庭餐桌,又减少家庭货币支出。
相对于家庭院落中的蔬菜种植,土地流转对于家庭养殖业的影响更加显著。 土地流转之前,不
少留守妇女都用自家产出的粮食喂养猪、鸡、鸭、鹅等家畜或家禽,以用来丰富逢年过节时的餐桌。
土地流转之后,在固村,已经没有留守妇女继续养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土地流转之后,没有了自
家生产的粮食,如果饲养家畜家禽,则需购买粮食或饲料,成本相对较高,而生活资料商品化所带来
的便利,也促使了家庭养殖业的衰落。 对于留守妇女而言,在土地流转之前,发展家庭养殖业的最
大困难在于缺乏时间,尤其是农忙时节,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让她们没有过多的精力
发展养殖。 而在土地流转之后,则是由于商品化的生产资料成本较高,让她们放弃了在家发展养
殖。 不过调查中也发现,仍有部分留守妇女选择宁可买一部分粮食,也要喂养一些相对容易饲养的
家禽( 鸡鸭鹅) 。 为家人提供健康、美味的食物,以及用于走亲访友时的礼物等社会性的因素则是
让她们继续从事养殖活动的原因。

可以看到,在庭院经济的发展中,一方面存在着因土地流转出去而带来的菜园耕种面积的减少
与养殖饲料的短缺问题,这压缩了蔬菜种植和畜禽养殖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有着生活消费食品极大
丰富的市场,为农村家庭的日常餐桌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这双重力量所产生的夹缝中,留守妇女维
持着庭院经济。
( 三) 非农就业:照料与工作的两难选择
当农村劳动力走向非农就业领域时,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和性别差异往往会得到延续。 受
文化和制度因素影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往往存在着数量和结构上的性
别差异 [28] ,即使是在“ 离土不离乡冶 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中,非制度化的因素也扩大了性别之间的差
异 [29] 。 相对于那些主动投身于非农就业中的人们,由于强制土地流转而被迫进入劳动力商品化进
程中的农户往往更加难以实现再就业,他们承担着强制商品化的不利后果 [30] 。 不少固村的留守妇
女就面临着这样的双重不利因素:一方面,来自于性别本身的影响使其在非农就业领域相对于男性
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家庭对于土地流转持支持态度,但也有不少农户迫于人情压
力和村干部的劝说,不情愿地将土地流转出去淤,被迫放弃耕种转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打破了原本
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的“ 男工女耕冶 的生计安排。

对于这些留守妇女来说,留在乡村而没有跟随丈夫外出务工,主要任务是照料老人、抚育儿童

以及监管孩子的教育,而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其承担家庭再生产责任时的一种顺势行为 [31] 。 调查发
现,虽然很多留守妇女有过在附近乡镇“ 打零工冶 的经历或有着想要去打零工的愿望,但当她们尝
试进入到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中时,工作岗位的要求与照料的责任在时间和空间等多个维度发
生着冲突,最终会阻碍她们进入非农就业领域。
除了试图在乡镇谋求一份临时工作之外,村中的“ 客厅工厂冶 也为留守妇女的非农就业提供了

另外一种选择。 存在于农村地区的“ 客厅工厂冶 ,利用极低的价格获取无法外出的妇女的劳动力,
以计件工资的形式提供报酬,是这种生产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32] 。 在固村,某村民利用之前在广
东某服装厂务工时建立的关系,返乡后在家中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毛织厂,以来料加工的形式,雇佣
淤

“ 资本下乡冶 进行土地流转时,往往会利用村民看重人际关系的心理进行劝说。 如告诉村民,若坚持不同意流
转,合作社就会放弃整个村民小组的土地流转,而小组中那些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就失去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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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妇女进行生产,并以计件工资的形式,在完成订单后发放工资。 该毛织厂根据订单的数量安
排生产,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人同时工作。 然而,这种“ 客厅工厂冶 能够提供给留守妇女的,只是一个
偶尔赚取少量补充性收入的机会。 不少限制性因素决定了大多数留守妇女难以利用类似的“ 客厅
工厂冶 扩展非农就业。 首先,是否有就业的机会,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村庄内部留守妇女的劳动
力状况及非农就业需求,而是依赖于外部资本市场的状况。 当行业形势发生变化、“ 客厅工厂冶 无
法从外部市场获取订单时,就无法提供此类就业机会。 其次,“ 客厅工厂冶 中的工作多属于劳动密
集型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这就决定了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必然有很多人难以获得此类工作。
最后,能否获得一份“ 客厅工厂冶 的工作,同样也脱离不开村庄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尤其是当工作
的地点集中于一个屋檐下时,与插秧队的情况类似,人际关系网络再次成为了接受还是排斥某一留
守妇女的理由。

四、资本与父权制下的生计转型及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
大规模土地流转给留守妇女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生计方式层面。 随着农业生产模式的转
型及其带来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变化,留守妇女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多少及方式随之改变,进而影响
农村社会性别关系。 已有相关研究提醒我们,在分析由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生计转型对于性别关系
造成的影响时,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生计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因素。 这包括了来自
于资本和市场的权力,以及在性别研究中广受批判的父权制,尤其是父权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在
重塑留守妇女生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二,留守妇女对于自身劳动价值的构建。 在高彦颐
( Dorothy Ko) 的研究开创了性别研究中“ 主体性范式冶 [33]9 - 19 转向之后,众多学者关注了女性对于
自身生活意义及劳动价值的构建,而如何将传统儒家话语体系与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
问题为自身所用,成为了理解留守妇女构建自身劳动价值的关键。
( 一) 生计变迁过程:资本与父权制的双重形塑
在分析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政转型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理论具有显著的敏

感性和深刻的洞察力 [34] 。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农业生产模式
的变迁对于留守妇女的生计带来的影响。 伯恩斯坦指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社会
关系涉及四大关键问题,即 “ 谁拥有什么? 谁从事什么? 谁得到了什么? 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
么?冶 [35]7 将这四大关键问题与性别视角相结合,可以透视留守妇女生计变迁过程中,资本和父权制
是如何将权力施加在她们身上的。
当资本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并进行土地流转之后,留守妇女生计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失去

了在家庭土地上耕种的权利。 尽管“ 男工女耕冶 “ 农业女性化冶 的现象由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所造成,
但留守妇女耕种土地,也意味着对于家庭资源———包括农业生产资源和家庭收入具有更多的支配
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夫妻之间地位上的差异 [36] 。 在土地流转之前,固村大多数农户采取
的都是“ 男工女耕冶 ,或者是年轻人外出、父母在家耕作的“ 老人农业冶 的生计模式。 对于丈夫外出

务工的家庭来讲,留守妇女及其公公婆婆负责耕种家中的土地,并以此获得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
由于丈夫在空间上与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割裂,因此留守妇女不仅仅可以决定农业生产的方式,人
员、机械的雇佣,甚至可以根据自身家庭照料责任负担的轻重,决定增加或减少耕种面积,乃至流转
入或流转出土地。 而“ 资本下乡冶 所引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将留守妇女排除在家庭土地上的农业
生产之外,从而使她们丧失了在农业生产中由于丈夫外出而形成的“ 缺席领导权冶 [37] 。

资本主导的土地流转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在于土地的收益方式,由原先收获实物转变为收入

租金。 这增加了家庭收入对于外部市场和土地经营主体的依附性,扩大了生计风险的来源和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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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使农户需要面对土地租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甚至老板“ 跑路冶 的风险。 对于留守妇女来
说,这种收益方式的转变则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土地收益由实物到租金的转变,实质上是由劳动
收益到财产收益的转变。 传统的父权制作用在农村土地责任田上,意味着承包地在观念和习惯法
上是属于丈夫的,妇女只有通过延续婚姻关系以及农业劳动才能保有对于土地的权利 [38] 。 而在实
践中,男性往往作为户主代表着对于土地的权利,女性的权利遭到隐性化,并且当前农村土地制度

产权化改革强化了妇女贡献隐性化的特征 [20] 。 除此之外,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确立后长期不变,
“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冶 的政策使得许多后嫁入固村的妇女,并没有分到承包地。 在土地流转
之前,留守妇女通过在土地上的劳动,能够实现对于土地的权利,并获得土地上的收益。 而在土地
流转之后,由于承包地在观念、习惯法甚至法律上是属于丈夫,甚至公婆的,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所获
取的租金收入在观念上也是属于丈夫的,留守妇女只能通过维系“ 妻子冶 “ 母亲冶 等角色,以依附于
婚姻关系的形式,获取土地租金收益的支配权。

除了上述变化之外,留守妇女在土地流转后所从事的生计活动,仍然没有逃脱父权制下的性别
权力关系。 从农业就业上来看,尽管“ 农业女性化冶 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在获取长期稳定农业就业
的机会方面,男性毫无意外地优先于女性,如当地合作社所雇佣的长期员工中,全部都是男性,女性
则只能参与临时性的雇工工作。 而留守妇女临时雇工机会的获得,仍旧处在父权制的笼罩之下,观
念上属于丈夫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为她们进入到临时雇工队伍中提供了优先权,而从夫居的模式
决定了依靠丈夫及其亲属的人际关系网络,才能加入到某一插秧队而获得工作。 在调查中,除了极
少数娘家在附近村镇的妇女,能够借助娘家的亲属关系参与到农业雇工中,绝大多数的妇女还是依
靠丈夫家族的亲属获取雇工机会。 从庭院经济来看,尽管留守妇女没有放弃蔬菜种植和家禽养殖,
但为养殖所购买的粮食,却越来越依赖于丈夫的务工收入。 并且,在“ 客厅工厂冶 中就业机会的获
得,同样也离不开丈夫家族在村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总的来说,土地流转后留守妇女所从事的生计
活动,劳动力是属于留守妇女的,而就业的机会则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丈夫的,她们的生计方式受
着资本与父权制的双重形塑。
( 二) 性别关系改善的空间:“ 家庭本位冶 策略的运用
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在社会差别产生的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私有制
的发展将妇女限定在无工资收入的生殖活动领域,以区别于男性的生产活动领域,其经济贡献被遮

蔽或被边缘化 [39]79 - 80 。 如前文所述,由于土地流转,留守妇女在家庭的经济生产活动中不断被边缘
化、隐性化。 有研究指出,若男性外出能够获取足够收入,女性可能会放弃农业活动转而将全部精
力投向家庭生活,从而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男性,进一步弱化其在家庭中的地位 [40] 。 也有研究指
出,在市场化加深的背景下,丈夫外出务工增加收入,而妻子只能通过不断累加的劳动责任,获得家
庭的认可,现金的重要性突出了丈夫“ 当家人冶 的地位,妻子却忽视了自身的劳动是丈夫外出务工
的前提 [41] 。 然而,高彦颐、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等人的研究指出,尽管漫长的父权历史剥夺了
女性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但妇女并非父权被动的牺牲品,而是会充分发挥能动性,积极
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来,经营着自己的生存空间,给予自身意义和尊
严 [33,42] 。 固村的研究也表明,留守妇女们并没有完全被动地接受劳动价值被边缘化的现实,而是
在积极地拓展能够获取货币性收入的机会,在为家庭生计做出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调家
庭照料等无酬劳动的作用,主动谋求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构建自身劳动价值的过程中,“ 家庭本位冶 是留守妇女在谋求自身家庭地位和证明自己价值
时所采取的核心策略。 这种策略的运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拓展获取货币性收入
的机会,补贴家庭生计,同时,区分家庭经济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降低自身所承担的获取货币收入
的压力。 通过作为农业雇工或参与非农就业,留守妇女能够获取一定的货币收入。 通过在庭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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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种植和养殖活动,留守妇女也能够降低家庭的生活成本,这些都是其对家庭的货币贡献,但她
们并不刻意强调自己这些劳动的经济价值,而将获取货币收入界定为“ 男人们的事冶 ,在话语中强
调男性外出务工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而自己的“ 工作冶 不过是“ 给孩子赚个零花钱冶 、是家庭“ 额外
的收入冶 ,她们的主要责任在于照顾家人。 通过这种家庭经济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区分及其话
语与实践,留守妇女既能维护家庭的和谐与发展,也能够降低自身所承担的压力。

另一方面,通过对自身所从事的照料活动等无酬劳动的重要性进行建构,留守妇女在努力证明
其劳动所具有的价值和对家庭的贡献。 即便难以避免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对女性生产与再生产
活动的塑造,但不可否认,女性更为细心、耐心及其对家务劳动的掌控,使她们成为家庭中能够给孩
子、老人更为精心照护的不二人选。 即便在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的挤压之下,为了能够给家人提
供健康安全的食品,她们继续在庭院中从事种植与养殖活动,哪怕付出很多劳动时间来精心照料。
这些并不完全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而对于“ 贡献冶 的认知,有外出务工能力与机会或曾经有外出务
工经历的留守妇女,相对于没有外出机会或经历的留守妇女,及其家人,更能够深切体会留守妇女
所承担的照料责任对家庭的贡献、更能够理解留守妇女为家庭所做的“ 牺牲冶 。

需要注意的是,“ 家庭本位冶 的策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获取货币收入的压力,但在

构建家庭照料责任重要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压力从“ 获取收入冶 转变为“ 照顾好家人冶 。 老人、孩子
生病,孩子学习成绩下降,都会使承担照料责任的留守妇女深感自责,并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
外,在生产生活资料不断商品化的挤压之下,既能照顾老人孩子,又能获取收入,始终是人们对于一
名“ 好妻子冶 “ 好儿媳冶 “ 好母亲冶 的期待。 当留守妇女难以达到人们期待之时,难免会承受父权文
化下的污名。

五、结束语:避免留守妇女劳动价值被边缘化与隐性化
本文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探讨了在遭遇“ 资本下乡冶 所引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后,留守妇女
的生计行为发生了何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乡村中性别关系造成的影响。 大规模土地流转改
变了当前农村家庭中广泛存在的“ 男工女耕冶 的劳动性别分工,一方面使得留守妇女从繁重的农业
生产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家庭生计的压力又使她们不得不卷入新的生计活动中,在当地的劳动
力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 作为农业雇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坚持庭院中的种植和养殖活动,以及就
近寻求非农就业机会,是大多数留守妇女的选择。 在此过程中,留守妇女不断遭遇家庭照料与生计
活动中的冲突,并且在资本与父权制双重力量的影响下,留守妇女的劳动经济价值不断被边缘化和
隐性化。
然而,留守妇女并没有完全被动地接受劳动价值被边缘化的现实,她们试图通过能动性构建自
身劳动在照料家庭中的重要意义,弥补自身在获取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以“ 家庭本位冶 为策略获取
两性之间平等的地位。 但是,这种尝试不仅仅要面对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带来的家庭生计上的压
力,也不断遭遇来自于父权制社会文化中对于家庭内部无酬劳动的忽视。 要避免“ 资本下乡冶 给留
守妇女的生计带来的冲击和性别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其一,在当前农业生
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父权制下形成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文化,防止土地从生产资
料属性向财产属性转变的过程中,妇女的权益受到损害。 其二,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创造出
能够吸引男性回流,并且促进女性就业的机会,让夫妻双方较为平等地承担家庭内部的照料责任。
其三,将无酬劳动“ 可视化冶 ,如完善并充分使用时间利用调查法、对无酬劳动估值并纳入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等,积极引导公众对无酬劳动价值的认知与认同,让人们理解妇女的无酬劳动对于家庭及
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从而改善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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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Livelihoods of Left鄄behind Women after “ Capital
Penetration into Agriculture冶 and Its Impact on Gender Relations
MENG Xiangdan摇 DING Baoyin
Abstract摇 Compared with the spontaneous land transfer caused by labor migr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large鄄scale land
transfer caused by “ capital penetration into agriculture冶 reshapes the livelihoods of rural families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different ways. The investigation of Gu village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shows that the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left鄄behind women are reshaped by land transfer. Capital and patriarchy together affect the process of the livelihood changes
and marginalize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labor of left鄄behind women. Although generally left鄄behind women can hardly es鄄

cape the restrictions of capital and patriarchy on their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gender relations cannot avoid the squeez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living materials, they use the “ family鄄based冶 strategy to actively improve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household. They continue to seek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income in the labor market, increase their voice in the family,
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ir unpaid work. Enhancing the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identifi鄄
cation of their unpaid work and avoiding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invisibility of their labor value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鄄
prove the gender relations of left鄄behind women.

Keywords摇 Capital penetration into agriculture; Left鄄behind women; Livelihood; Gender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