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经历与性别劳动分化
———基于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的实证研究

王 欧

提要: 基于对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工业区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留守
经历导致留守儿童性别劳动分化，即留守女孩必须承担一系列再生产劳动，
留守男孩则很少参与劳动并将闲暇用于玩游戏。现行劳动体制一方面向留
守家庭转嫁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将再生
产劳动性别化为女性劳动; 为应对家庭再生产劳动困境，留守老人和打工家
长基于该性别权力模式，促成了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留守提前形塑了
性别化的劳动习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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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6 年夏天，我和一位新生代男工穿梭于深圳 J 工业区找工作，

发现许多招聘广告直白地写明只招( 18 － 35 岁的) 女工或女工优先，一

些工厂门口还打出“大量招收女普工”的标语。① 随着农民工劳动力逐

渐实现代际更替，“人口红利”也趋于衰竭( 蔡昉，2010) ，本已招工困难

的工厂为何在招聘新生代农民工时盛行“女工偏好”? 一位参与面试

的生产主管给出了答案: “男工会偷懒、聊天、玩手机，也不服管教; 女

工比较听话、勤快，出了问题也好对付”。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

习惯、劳动纪律等方面已出现巨大的性别分化，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有

留守经历。②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世界工厂”的舞台，研究者已注意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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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学术惯例，笔者对文中涉及的所有人名、地名都做了匿名化处理; 文中的“新生代农民
工”是指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的农村户籍的打工者。
农村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数量都很庞大，2010 年分别达 6102 万和 3581 万( 段成荣等，
2013a，2013b) 。留守与流动在不同时段相互交替，实质上同属一个而非两个群体( 谭深，
2011) 。这些儿童通过升学实现社会流动的比例十分有限，多数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 李春玲，2014; Xiong，2015) 。



习惯和劳动纪律的代际变化。① 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具备

其父辈那样的吃苦耐劳、坚韧隐忍的劳动品质，不再能忍受工厂中的单

调劳动和严苛管理，而代之以对劳动体制的强烈愤怒与不满、频繁地更

换工作和以行动表达利益诉求等一系列“新特性”( Pun ＆ Lu，2010; 清

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 蔡禾，2010) 。在政治经济与城乡结构

未曾松动的情况下，研究者发现，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的留守、
流动与学校教育等社会化经历，是形塑劳动“新特性”的关键过程

( Lee，2016;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梁宏，2011 ) 。该劳动体

制割裂了亲子关系、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条件，使留守儿童从小缺少务农

经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责任感; 日益瓦解的农村社会和长期离散的农

民工家庭则进一步使留守儿童远离劳动经历; 留守成为持续脱嵌于农

村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性”做准备、迫使现行劳动体制面临

困境的过程( 汪建华、黄斌欢，2014; 黄斌欢，2014; 谢东虹，2016) 。
本文认为，以上解释没有注意到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可以通

过重构农民工家庭结构来对留守经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忽视了新生

代农民工中持续存在的性别劳动分化。本文基于对农民工输出地和打

工地的追踪调查，提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通过向留守家庭跨代

转嫁再生产劳动、重构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结构和对留守儿童的劳

动参与进行性别化干预三个机制，在儿童留守时期提前形塑出性别化

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进而被“世界工厂”和父权制家庭识别和利

用，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奠定根基。

二、结构视角与留守经历

( 一) 从“留守问题”调查到结构分析

学界对留守经历的考察正在从“留守问题”调查向结构分析转型。
自 2004 年召开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讨会将“留守问题”带入

学术视野以来，研究者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发现各种留守问题，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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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0 年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南海本田工人罢工被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的标
志事件( 郭于华等，2011) 。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为 49. 9% ，人数达
1. 18 亿(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3: 3 － 4) 。



归因于父母外出导致的亲子关系割裂( 谭深，2011; 闫伯汉，2014 ) 。随

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引入比较的视角，将留守儿童与其他类别的儿童

( 如流动儿童、农村非留守儿童) 进行比较，细化了家庭割裂的不同模

式( 如父母外出的时机、距离) 对不同类别的留守儿童的影响，以突显

“留守问题”( 谭深，2011; 闫伯汉，2014) 。
旨在发现“留守问题”的众多调查将留守儿童建构为一种背负众

多负面特性的“受害者”形象，并将其形成机制简单地归因于父母外出

和父母失职。不满于该研究范式对留守经历的狭隘理解，近几年来，有

研究者呼吁引入结构和资源视角来分析留守现象( 谭深，2011) 。循此

思路，一些劳工研究者从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和农村社会结构两

个方面考察留守经历，试图将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新特性”关联

起来。研究者发现，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割裂了亲子关系、降低了

留守儿童的家庭责任感，也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减少了务农经历，使

留守儿童从小就缺乏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导致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

农民工难以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无技术的劳动方式，趋于更加频

繁的工作流动( 汪建华、黄斌欢，2014; 谢东虹，2016 ) 。大批劳动力外

出务工，减少了农村的公共活动，降低了村庄的内聚性，瓦解其文化伦

理，导致留守儿童丧失对“家”的归属感和对农村的认同，日益脱嵌于

农村社会( 江立华，2011; 黄斌欢，2014，2015) 。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看

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为留守儿童脱离留守劳动和农村社会提

供了拉力，农村社会与农民工家庭也丧失了对留守经历的影响，留守的

全部意义只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新特性”和未来挑战现行农民

工体制做准备。

( 二) 劳动体制与留守劳动

引入结构视角推进了对留守经历的理解，但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

体制在割裂亲子关系和改善经济条件的同时，也向留守家庭转嫁了一

系列劳动力再生产负担，使留守劳动成为留守经历不可或缺的内容。
对该劳动体制的大量研究表明，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流动工人的劳动

力更替负担 ( 如子女抚育、老人赡养) 被外部化并转嫁给留守家庭

( Burawoy，1976; 沈原，2007: 187 － 188) 。这样一来，留守家长势必首先

受到影响，他们必须以看护、家务、农业或其他经济劳动来承担劳动力

更替重负，被置于他们管理之下的留守儿童也可能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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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者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意味着土地会被转让或抛荒，留守

儿童的务农负担也可能随之减少 ( 严海蓉，2005; 汪建华、黄斌欢，

2014) 。但部分流动农民工转让或抛荒土地，并不意味着留守家庭离

开土地，更不能由此推论留守儿童已脱离留守劳动。由于留守老人担

负了大部分本该由打工者承担的劳动力更替负担，在农村极为有限的

收入来源的约束下，需要更加依赖农业产出，因此由他们直接管理的留

守儿童也可能保持与土地和农业劳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农业劳

动之外，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留守老人承担劳动力更替重负，看护、
家务等留守劳动落在留守儿童肩上的可能性增大，可能出现留守儿童

无须从事农业劳动却必须承担其他留守劳动的情况。
实际上，不少研究已指出，留守劳动是留守经历十分重要的内容。

例如，有研究者利用 1997 － 2006 年全国范围内的纵贯数据和计量方

法，发现劳动力外流显著增加了留守儿童的家务劳动时间( 畅红琴、董
晓媛，2009) 。另一项研究考察了五个省的 100 多个个案的生活史记

录，发现留守儿童劳动涉及家务与农业劳动的各个方面，且不时在留守

老人要求或强制下进行( 韩莹莹，2009) 。最近一项对粤西某镇的普通

留守家庭进行的田野调查也表明，留守儿童不仅承担家务和农业劳动

非常普遍，还越来越多地提早卷入家户经济劳动和雇佣劳动( 任焰、张
莎莎，2015) 。

( 三) 性别权力与留守经历的性别差异

为何在同一结构视角( 即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 下，一些研究

者认为留守儿童从小缺乏务农经历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另一些研究者

看到的却是密集的留守儿童劳动? 其根源是现有研究未能注意另一结

构力量，即农村社会和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对留守经历可能产生的

巨大影响。
实际上，前述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纵贯调查表明，农民工外出将成

倍地增加留守女孩的家务和农业劳动时间，对留守男孩却几乎没有影

响( 畅红琴、董晓媛，2009) 。① 另有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以后，留守

女孩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李桂燕，2011) 。而在涉及留守儿童劳动

的访谈和日记等质性材料中，留守女孩都是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韩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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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该文表 1 的统计数据。



莹，2009; 任焰、张莎莎，2015) 。① 由此可见，留守劳动可能是留守女孩

的主要留守经历，而留守男孩的留守经历似乎包含其他内容。一些调

查已指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男孩的学习成绩造成的不利影响更大

( 李庆海等，2014; Zhou et al． ，2014 ) ; 放学以后，他们更倾向于出去玩

( 李桂燕，2011) ; 一些留守男孩在校外游荡、迷恋网络游戏，甚至涉足

“帮派”和暴力犯罪( 郭少荣，2006; 李涛，2015) 。还有研究发现，为了

应对留守男孩的种种“不利处境”，外出打工的父母倾向于将儿子带到

打工城市，以使其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教育( 段成荣等，2013a) 。相反，

尽管有研究表明留守女孩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更多，甚至不时成为

性侵的 受 害 对 象 ( 郭 少 荣，2006 ) ，但 她 们 一 般 是 在 达 到 大 龄 阶 段

( 即 15 － 17 岁) 以后“外出流动的风险陡然增高”( 段成荣等，2013a) ，

极有可能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
上述性别差异被以结构视角分析留守经历的研究者忽视了，原因

是他们预设了农村社会正趋于瓦解、农民工家庭已失去对留守儿童的

约束。他们认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后村庄的内部联结明显减

弱，公共活动显著减少，节庆仪式大为简化，社区伦理趋于瓦解( 江立

华，2011; 黄斌欢，2014，2015) ; 国家的税费改革、撤村并镇、撤点并校、
拆迁圈地等举措加剧了农村衰败 ( 谭深，2011; 黄斌欢，2014; 秦晖，

2014) ; 更重要的是，农村离婚率的攀升、留守儿童的增长和空巢老人

的增多标志着农民工家庭的解体，从最基础的层面颠覆了农村社会的

根底( 张玉林，2012) 。在他们看来，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将使农村生

产没落、生活萧条，农村社会将难以避免地走向虚空与解体( 严海蓉，

2005) 。这样一来，最先引入结构视角考察留守经历的研究者就主动

放弃了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工家庭结构的关注，看到的仅是留守儿童丧

失对“家”的归属感、对村庄的认同并日益脱嵌于农村社会的过程，父

母打工提供的更加优越的经济条件也进一步给脱嵌提供拉力。据此，

留守经历成为与留守儿童寄身其间的农村社会毫无关联的经历。
然而，这一农村社会和农民工家庭结构趋于解体的预设，忽视了流

动时代农民工家庭为应对劳动力再生产困境而延续和重构性别权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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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莹莹( 2009) 文中引用的所有留守儿童劳动的日记全由留守女孩记录; 任焰、张莎莎
( 2015) 文中描述的留守儿童劳动主要由一位读初三的 16 岁留守女孩承担，而在当地一
家工厂剥虾的雇佣劳动者中，“80% 是儿童，儿童中 95% 是女孩”。



构的情况。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常年流动虽导致农民工家庭的“离

散化”，对其结构和功能形成冲击，但多数家庭通过一系列适应和修复

策略顽强地维系着家庭的基本功能，使其在离散中获得弥合( 金一虹，

2009) 。在此过程中，尽管传统父权制一度面临“解传统化”的挑战，其

结构仍在流动中得到延续和重构( 金一虹，2010 ) 。实际上，市场化和

工业化虽然给打工女性( 尤其是未婚女性) 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

立、自主意识和地位提升( Davin，2005; Goodburn，2015 ) ，但她们( 尤其

是已婚女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打工社区和流动家庭内都面临着严

重的性别不平等( Fan，2003; 金一虹，2010 ) ; 更为严重的是，婚姻、生

育、养老等再生产责任仍将数量巨大的打工女性重新置于父权制的支

配之下( Chuang，2016) 。
不过，上述性别研究并未将农民工家庭性别权力结构的延续和重

构带入对留守经历的分析之中。

( 四) 劳动体制、性别权力与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

以上分析表明，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不仅

有经济面向，还有劳动面向; 农村社会与农民工家庭结构并未对留守儿

童失去约束，反而可能强化性别权力对留守经历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劳动体制和性别权力可以相互叠加，共同形塑留守经历，导致留守经历

的性别劳动分化。
因此，我们不仅要将留守劳动和性别权力从旧结构视角中重新带

回来，还要引入交叠性分析( intersectionl analysis) ①的新结构视角，在

具体的制度环境下，考察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与性别权力如何相

互建构、互相交叠( 而不是各自独立发挥作用) ，通过一系列机制过程

共同形塑留守经历。由此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 见图 1) 。
下文将以农民工输出地赣南 S 县溪边村和深圳 J 工业区为个案，

具体分析劳动体制与性别权力交叠影响留守经历、形塑性别劳动分化

的机制与过程。在对个案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本文将进一步提炼出一般

化的解释逻辑，并讨论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性别劳动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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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叠性分析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性别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它起源于对少数
族裔女性的研究，后来发展成一种在具体过程和制度环境中系统考察性别、种族、阶级等
结构力量相互建构复杂支配模式的分析方法，具体可参见苏熠慧( 2016) 的综述。



图 1 分析框架: 劳动体制、性别权力对留守经历的交叠影响

三、田野调查与资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不是落实一次“研究设计”得来的，而是在

具体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特例”、突破既有调查框架并展开追踪调查而

逐步收集到的。2016 年 2 月底，农历春节还没有过完，笔者与“留守儿

童问题调查”课题组的成员一起，带着设计好的问卷和访谈提纲来到

赣南山区的一个农民工输出地———S 县溪边村，旨在通过调查发现各

种“留守问题”。在访谈留守儿童的环节，我们注意到留守女孩从小就

参与各种家庭劳动、放学后都要忙于家务，由此形成的劳动习惯也得到

了村小老师的肯定。课题组成员在完成基本调查任务后返京，笔者则

留下来继续追踪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现象，调查重心从各种“留守问

题”转变为留守经历，调查对象从留守儿童、村小教师扩展为留守老人

和打工家长，调查地点也从村小转移到村落和留守家庭。
从 2 月底至 3 月，笔者以家庭为单位，在溪边村详细访谈了 9 个家

庭的 18 个留守儿童、12 个留守老人和 5 个暂留老家的农民工。其中，

留守儿童除一位已是高一学生之外，均为村小和镇初中的学生; 留守老

人的年龄从 57 岁到 75 岁，全部在溪边村务农，男性老人多兼做副业;

流动农民工多在深圳及周边工业区打工，或因生育、建房或工伤暂留老

家。本次调查除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之外，还包括留守经历

的其他面相( 如闲暇活动和生活水平) 、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打工家

长与留守家庭的联系、农村非留守儿童的情况等，特别注重留守经历的

性别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以及家长对此的态度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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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留守经历本质上由农民工外出打工引起并与后者在打工地的

处境密切相关，2016 年 7 － 8 月，笔者来到深圳 J 工业区扩展田野调

查，①以该工业区实习社工的身份访谈了打工家长、来打工地与父母团

聚的“小候鸟”②和新生代农民工，并在社区活动中心、农民工出租房、
工业区招聘现场和工厂生产线进行参与观察。调查内容包括打工者与

留守的家庭成员的联系方式、农民工夫妻之间的性别劳动分工、“小候

鸟”在打工地的生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差异，等等。
本文的经验材料即来自上述追踪调查。S 县位于赣南山区，是中

国共产党苏维埃时期的一个根据地。溪边村距县城 40 公里、距乡镇 5
公里，由南北两个单姓自然村构成，其中南村为“本地人”，有 80 余户、
400 多人，北村为“客家人”，有 280 余户、1300 多人。溪边村村小的五

个年级共 280 名学生，其中有 217 名留守儿童，足见该村是一个典型的

农民工输出地。深圳 J 工业区则是随工业化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典型工

业区之一，许多道路以工业园的名字命名，工业园又多冠以代表性工厂

的名字。正是工业区盛行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使流动农民工以

独特的方式和留守家庭发生关联，形塑了家长同留守儿童的日常互动

模式，导致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的出现。

四、劳动转嫁、性别权力与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

( 一) 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

笔者在村小的“半结构化访谈”中注意到留守女孩的劳动现象后，

随即进入村落和留守家庭追踪留守儿童的劳动和闲暇经历。与现有研

究强调留守儿童脱离劳动或认为留守增加儿童劳动负担的结论相反，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之间出现了劳动的性别分化: 女孩从小就

开始承担各项劳动，闲暇时间也被劳动占据，男孩则很少参与劳动，闲

暇时间多用于玩游戏。当笔者进一步追踪到打工地，还发现留守儿童

作为“小候鸟”，在工业区的出租房延续了该性别劳动分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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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溪边村的不少农民工在深圳及周边工业区打工，但他们打工的地点分散各处，笔者
在 J 工业区调查的对象并不能与之对应起来。
本文认为，留守儿童假期到父母打工地的短暂团聚也构成( 广义的) 留守经历的一部分。



以留守女孩小敏( 14 岁、初一) 为例，她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留下

11 岁和 6 岁的弟弟与她一起留守农村，她从小就要承担看护弟弟和家

务劳动。她说:“从记事起，就要带弟弟。平时在家，带弟弟也是我的

事……要看着他，不要打斗，( 不要) 玩水玩电; 要牵着他的手去玩; 要

给他烧水、洗澡、冲凉”。( W －228)

看护和家务劳动占据了留守女孩的闲暇时间。另一位留守女孩小

如( 13 岁、六年级) 告诉我，放学后和周末，她都忙于各项劳动: “下午

放学回家就打扫卫生; 然后就开始烧水准备洗澡，自己洗完再给弟弟

洗，洗完还要洗衣服; 到饭点的时候，要帮奶奶生火、煮饭、蒸菜; 周末我

会跟着奶奶去捡柴”。( D －228)

在留守老人异常忙碌的农忙时节，留守女孩不仅要承担全部看护

与家务劳动，还需参与农业劳动。小敏的爷爷奶奶种了 8 亩田，农忙

时，她“上午要一起出门割稻子，快中午时，要先回家弄饭。下午要晒

谷子、收谷子，( 傍晚) 五点多要弄好饭”。( W －224)

与留守女孩从小就密集地承担各种劳动不同，留守男孩即使到了

能够劳动的年纪，也很少参与劳动。与妹妹小玲( 12 岁、六年级) 相比，

留守男孩小万( 15 岁、初二) 说: “家里的扫地、烧火、捡碗、捡筷子一般

是妹妹干。她还常去砍柴，我从来不去。还有陪奶奶摘菜，我不太会

去”。( W － 227 ) 小俊( 11 岁、三年级) 的爷爷更对我直言他孙子“很

懒”:“( 活) 他从来不干，扫地、洗碗，轻快功夫，可以做，不做”。( W －
228 － 1)

只有在农忙时期，当祖辈早出晚归下田、留守女孩几乎包揽看护与

家务劳动并深度参与农业劳动时，留守男孩才卷入一小部分农业劳动。
小俊的爷爷说，在农忙时“( 小俊会) 晒点稻子，看下鸡子，收稻谷会扫

一下。( 他) 最少做事，一年就几天( 做点事) !”( W －228 － 1)

除了农忙那几天做点事外，留守男孩的闲暇都怎样度过呢? 进一

步的调查发现，他们的留守经历充斥着各种游戏。
与留守女孩放学回家即卷入各种劳动不同，留守男孩“一丢下书

包就看电视或在外面玩”。小鹏( 14 岁、六年级) “( 放学) 回到家后先

找男生玩手机。吃完晚饭后，出去找朋友玩游戏，玩完回家就开始看电

视。周末一般睡到中午起床，吃完饭后，又去找朋友玩”。( D －228)

在乡土游戏、看电视、玩手机之外，找电脑打游戏也是留守男孩的

一项主要闲暇活动，而村庄的熟人社会十分有利于他们“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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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俊因为“搞电脑”还引发了一场“失踪风波”，他的奶奶说:“有一次我

们上街，留下他在家，回来后发现门锁了。我们心里马上有感觉，怕被

别人拐了卖掉。我们一路找，见到人就问，心里很慌。后来有人说在别

人家搞电脑，我们跑过去一看，果然在楼上搞电脑!”( W －229)

当留守儿童作为“小候鸟”到打工地与父母团聚时，上述性别劳动

分工模式重新出现在工业区的出租房及周边地区。
以小敏和弟弟暑期在父母打工地的经历为例，他们的父母早晨出

门工作之后，小敏就担负起看护弟弟和出租房里的家务劳动之责。当

好玩的弟弟来到新奇的工业城市时，看护任务变得艰巨起来。小敏说:

“弟弟很想出去玩。他跑出房门，站在不远的路上等着我，回头看着

我，想出去又不敢出去。我紧紧跟在他后面，喊住他，不让他跑远”。
( W －224) 弟弟被限制在出租房及附近之后，面对父母上班留下的大

量“冗余”时间，只能以看电视、玩手机和打游戏打发时间。
笔者在 J 工业区也看到，在每一个工作日，大一点的女孩被限定在

社区活动室看护幼小弟妹，大一点的男孩则成群地围着桌球台日复一

日地“赌球”，或者骑自行车在工业区追打，还有一些则出入无证网吧。
因此，留守儿童中出现了巨大的性别劳动分化: 留守女孩从小就要

承担看护、家务和农业劳动，闲暇时间多被各种劳动占据; 留守男孩则

很少参与劳动，闲暇时间充斥着各种游戏; 在假期亲子团聚时，这一性

别劳动分化模式也在工业区的出租房及周边再度出现。

( 二) 留守老人和打工家长的性别化干预

如何解释上述性别劳动模式呢? 仅仅是由于年龄差异或“女孩早

熟”等生理和心理因素，留守女孩就必须从小承担各项劳动吗? 进一

步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实际上是由家长的性别化干

预导致的，留守老人和打工家长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该性别劳动

模式的出现。
1． 留守老人的日常干预

在笔者所调查的多个留守家庭中，可以通过一对兄妹的例子来说

明留守老人干预孙辈留守经历的方式。小玲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她

和哥哥小万不到 1 岁就开始留守。在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十多年

中，小玲与哥哥被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参与家庭劳动。小玲的爷爷说:

“( 奶奶) 对男孩子更重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去做。平时事情都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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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叫她烧水、洗碗、扫地、洗衣服。( 如果) 女孩子不听，她有时候还

会骂。( 男孩子) 很懒，却没办法，也不会打他，不会骂他”。( W －227)

哥哥小万也进一步证实了奶奶的性别化干预，他说:“( 家里的活)

妹妹干得多，奶奶叫她干，不干活就骂”。( W －227)

在性别化的劳动干预之外，小玲的奶奶还进一步放任孙子的无节

制的游戏。小万周末虽然能把作业写完，但却“不做事”，多数时间待

在二楼“看电视、玩手机、搞游戏”，奶奶对此却从不干预。他的爷爷也

表示:“( 对此) 没办法，我们做爷爷、奶奶，和父母不同，隔了一代，也不

会打他，不会骂他”。( W － 227 ) 显然，留守老人对留守男孩的这种放

任态度，与他们不惜以责骂的方式要求留守女孩参与劳动是截然不

同的。
这个留守家庭的例子表明，对具备劳动能力的留守儿童，年龄大小

对他们参与劳动的方式并无影响，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也不是自

然而然或基于生理、心理差异( 如女孩早熟) 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正是

在留守老人( 尤其是女性老人) 的直接要求甚至责骂下，留守女孩才被

导入密集劳动的留守轨迹，也正是在留守老人的放任下，留守男孩才得

以摆脱家庭劳动，并将闲暇时间用于玩各种游戏。
2． 打工家长的跨地强化

在留守老人的日常干预之外，打工家长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强化留

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通常认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割裂了

亲子关系，使留守儿童无法直接受打工父母的影响。笔者在溪边村和

J 工业区的追踪调查却发现，由于现代通信和交通的发展，打工父母可

以通过打电话 /视频及假期亲子团聚的方式，维持与留守子女的紧密联

系，并以此干预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
每周至少一次( 常常在周末晚上) 的电话 /视频联系，是打工父母

与留守家庭保持紧密联系的最重要和最常规化的方式，也是他们干预

留守子女劳动参与的主要途径。笔者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打工

父母极为频繁地对留守女孩强调，要“帮爷爷奶奶做事”和“听爷爷奶

奶的话”。以留守女孩小如为例，她向笔者提及，父母打电话时“只会

跟我聊那些学习的事或者家里的事，跟我聊爷爷奶奶怎么样，然后在家

里有没有帮他们干活。他们叫我要好好学习，干一些事”。( D －226)

与此相对，打工父母在常规化的电话联系中，更强调留守男孩的学

习，尽管也提及听话，却不涉及帮爷爷奶奶做事等内容。小万表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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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联系时，“(妈妈问 )‘你在干什么?’我就回答: ‘看电视或写字。’
她就说:‘在家要听话，在学校要好好读书’”。( W － 227 ) 由于给留守

子女打电话经常是女工履行母职( motherhood) 的一种方式，她们在电

话中也非常频繁地对留守女孩强调做事和听话，甚至引起一些女孩的

反感和抵制。小玲对我表示: “妈妈的电话一般不愿意接”; 她的哥哥

小万也证实，“妈妈礼拜天打电话，( 接电话的顺序) 最后给妹妹，她就

跑上楼去”。( W －227)

在常规化的电话 /视频联系之外，由于交通便利的增加，打工父母

一般会在暑假将留守子女接到打工地团聚，他们也借此干预留守儿童

的劳动参与。小敏和弟弟作为“小候鸟”来到工业区后，父母明确要求

她要看护好好玩的弟弟。小敏说:“爸爸说过，‘外面有坏人，这里不比

家里，大城市，不要乱走’。( 他) 要我把弟弟看好”。( W －224) 笔者在

J 工业区的社区活动中心也看到，打工母亲通常在承担看护之责的女

孩的脖子上挂一部手机，然后在难得的工作空余打电话检查、询问和指

导，以确保年幼子女的安全和照顾。
但是，打工父母( 尤其是男工) 却无法阻止留守男孩将闲暇时间用

于玩各种游戏。以留守男孩小利( 11 岁、四年级) 为例，他在家里只有

父亲一个权威，他的姐姐告诉笔者: “( 弟弟) 在家里只听爸爸的话，爸

爸一走，弟弟就开始跟家里人作对”。( Z － 225 ) 笔者刚到溪边村调查

时农历春节还没过完，小利的爸爸还留在家里建房。当我访谈这位父

亲时，他坦言，春节期间已“收拾过( 儿子) 几回”。但是，他随后就外出

打工，也一并带走了能管住留守男孩的家庭权威。这位父亲计划暑期

把孩子接到打工地团聚，但根据笔者在工业区的观察，打工的父母绝大

多数时间都忙于工作，除了晚上和个别周末，根本没有时间与孩子一起

相处。有时当加班的父母晚上回到出租房时，孩子已经睡着了。由于

实际“团聚”的时间如此有限，“小候鸟”们向我抱怨，他们在出租房的

生活非常无聊，留守男孩也只能以玩游戏打发时间。
因此，随着现代通信与交通的发展，打工父母并未因远离农村或忙

于工作而失去对留守儿童劳动参与的干预，相反，他们通过常规化的电

话联系和假期打工地团聚时的当面要求，强化留守女孩的劳动参与，却

无法有效约制留守男孩的无节制游戏。打工父母与留守老人一道，各

自以不同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进行性别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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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劳动转嫁: 劳动体制与留守劳动的由来

留守老人和打工父母( 尤其是女性家长) 为何要对留守儿童的劳

动参与进行性别化干预呢?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步来回答: 首先，需要说

明留守劳动的由来，即回答为何劳动会成为留守经历的重要面相; 其

次，要追问留守劳动的性质，即回答农民工家庭的家长为何会以性别化

的方式将留守女孩导入劳动轨迹。
笔者在溪边村和 J 工业区的追踪调查发现，留守劳动本质上来自

工业区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家庭再生产劳动的跨地和跨代转嫁，即原本

该由打工父母在工业区承担的一系列家庭再生产劳动，被转嫁给留守

家庭和留守老人，并进一步转嫁到留守儿童肩上。
J 工业区盛行“工资全靠加班”的劳动体制，农民工必须在“正常工

作时间”( 即 5 天 8 小时) 之外加班，才能获得“底薪”之外的加班工资。
以笔者在工业区收集的招聘信息为例，最为常见的对薪酬和劳动时间

的规定为: “试用期满后，工资转为 2030 元底薪，加班费是底薪的 1. 5
倍，周六、日上班按加班计算①……工作时间 8 ∶ 00 － 12 ∶ 00，13 ∶ 30 －
17 ∶ 30，加班 18 ∶ 30 － 20 ∶ 30 或 21 ∶ 30 或 22 ∶ 30”。如果以每周六都加

班、每个工作日加班 2 小时计算，该厂工人的月收入可以稳定在 3500
元( 即底薪 2030 元、加班费 1470 元) ，却必须每月 26 天、每天从早上 8
点至晚上 8 点半都在工厂工作、吃饭或休息。如果一位工人想获得更

高的工资，就必须延长每天的加班时间或将周日用于加班。
这种“工资全靠加班”的劳动体制，严重侵蚀了农民工用于家庭生

活的时间，限制了他们承担完整家庭生活成本的能力，使他们难以将子

女带到打工地一起生活。其结果是农民工子女的看护等一系列家庭再

生产劳动被外部化并转嫁给留守老人。溪边村的留守老人老张说得非

常清楚:“他们人也要、钱也要，( 孩子) 带过去，就不能赚钱，叫我们帮

忙带”。( W －229)

留守家庭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可以部分反映留守老人所承担的看护

与家务劳动状况。在笔者系统调查的溪边村的 9 个留守家庭中，平均

抚育留守儿童的数量为 2. 7 人，其中有一户的老人更需抚育两个打工

子代的共 6 个留守子女。这意味着留守老人必须长期承担大量的看护

与家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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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护与家务劳动之外，由于打工子代寄的钱“远远不够”留守儿

童开销，进一步向留守老人转嫁了一系列经济负担。小雪的爷爷直言:

“( 寄钱) 肯定不够! 去年给了 5000 多元。一般过年、生日给点钱。
( 孩子) 吃菜、买衣服、上学、治病，( 都是) 我们掏!”( W －228 － 2)

寄的钱不够开销，留守老人的办法是“自己( 用劳动) 去调”。他们

设法维持农业和副业收入，同时增加其他可以缩减开支的家庭生计劳

动。笔者在溪边村看到，为了不用花钱购买粮食，所有留守家庭都坚持

种田，哪怕老人已年过七旬也不例外; 只要身体允许，男性留守老人就

外出做事( 如搞建筑、做木工) ; 女性留守老人则在繁忙的看护与家务

劳动之外，将时间用于密集的家庭生计劳动。
这样一来，留守老人( 尤其是承担看护、家务及其他家庭劳动的女

性老人) 就长期处于家庭劳动的紧张状态。留守老人的年龄增长和身

体机能衰退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劳动的紧张状态。以正抚育三个留守孙

辈的老张一家为例，老张 70 岁，身有腰间盘突出等四种顽疾，老伴 65
岁，有痛风病。这些病痛增加了留守家庭的医药开支，降低了留守老人

的劳动能力，使家庭劳动越发紧张。老张不无心酸地向笔者讲起许多

吃力的劳动场面，比如“( 农忙挑稻谷) 1 里多路，要休息两回。一季

2000 多斤，来回要走几十回。( 挑的时候) 从左肩转到右肩，又从右肩

转到左肩，要咬牙，知道自己不行了”。( W －228 － 1)

因此，一旦留守儿童具备劳动能力，就有可能被留守老人要求参与

各项劳动，家庭再生产劳动就被进一步转嫁到留守儿童肩上。实际上，

留守女孩承担的各项劳动的内容不仅与留守老人的劳动结构相一致，

其劳动节律也与老人劳动互为补充。笔者在溪边村看到，当留守女孩

放学回家或周末在家时，她们立即接替留守老人( 尤其是女性老人) 的

劳动，让后者从中“解放”出来，去做其他更有经济价值的劳动。
当留守儿童作为“小候鸟”来到工业区时，原本已转嫁给留守家庭

的一部分家庭再生产劳动就被重新带回打工地，立即使打工父母陷入

工厂劳动与家庭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我在 J 工业区看到，打

工家长( 尤其是女工) 有的把孩子托付给附近的亲戚或二手房东，还有

的带到工厂让保安帮忙照看，一些家长甚至直接将孩子锁在出租房内。
在工厂劳动与子女照料的激烈冲突之中，具备劳动能力的留守儿童

( 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女孩) 就被再次要求在工业区承担看护、家务等家

庭再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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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留守女孩所承担的各项劳动，本质上来自劳动体制

对农民工家庭再生产劳动的跨地、跨代转嫁。

( 四) 性别权力: 劳动体制与农民工家庭父权制的重构

在普遍的家庭再生产劳动紧张状态下，留守老人和打工父母( 尤

其是女性家长) 为何只对留守女孩提出劳动参与要求? 笔者在溪边村

和 J 工业区的调查表明，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安排的结构条件下，农

村社会的“父权制传统”在流动农民工家庭中被延续和重构，确保了留

守老人和打工父母依据父权式性别权力模式将家庭再生产劳动性别化

为女性劳动，并将留守女孩导入密集劳动的留守轨迹。
溪边村的留守老人依然秉持着极为强烈的男性世系和传宗接代观

念。在笔者系统调查的 9 个留守家庭中，刚好有两个家庭的留守老人

未能生育儿子，却都生育了数个女儿，他们都以传统的招上门女婿的方

式生育男性孙辈来延续家庭香火。对此，小玲的爷爷表示:“( 我) 个人

觉得男孩女孩，两个都要。( 但) 农村还是要男的，没有男的，心里不好

受，农村的习惯就是这样”。( W －227)

这一“农村的习惯”被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安排带入农民工家庭

之中，转化为“三代一体”的代际联系和留守老人对打工子代的养老依

赖。由于长期将子女放在老家留守，打工子代并未与留守老人分家，他

们还通过每周至少一次的打电话和逢年过节的给钱或买礼物，与留守

的父母保持密切的代际联系。在笔者系统调查的 9 个留守家庭中，除

一个家庭系由工伤父亲抚养独子之外，所有独子家庭都未与留守老人

分家，而有两个儿子的家庭虽然兄弟之间横向分家，却都未与留守的父

母分家。留守老人在长期的隔代抚育中尽力提供各种家务劳动和经济

补贴，同时也形成了“养儿防老”的代际期待，老人生大病往往成为家

庭资源代际流向变化的转折点。小玲的爷爷用自己生大病前后的变化

来说明“三代一体”的代际关系运作和老人对儿子的养老依赖，他说:

“生( 大) 病之前，孩子治病、读书、生活费，我们出; 他们要打钱，( 我们)

说不用打，家里有钱。现在，他们回来就带现金回来，没回来就把钱打

( 我们) 卡里。就一个儿子，有钱是他的，没钱也是他的”。( W －227)

在男性世系被延续和重构的同时，内在于其中的“男主外、女主

内”的家庭性别劳动分工也被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安排的劳动转嫁和

强化了。笔者在溪边村的留守家庭中看到，面对被转嫁而来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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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再生产劳动和经济负担，女性留守老人成为看护、家务等“家内”
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男性留守老人则尽量通过“家外”( 如农业、副业)

劳动挣钱。只有男性老人收工回家以后，才部分解除了家庭再生产劳

动对女性老人的束缚，让后者“腾出手来”做其他家庭劳动。从这个意

义上说，女性留守老人受劳动转嫁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她们对留守儿

童劳动参与的要求也最迫切。
不仅如此，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安排还在年轻夫妻之间建构出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将看护、家务等家庭再生产劳动性

别化为女工的“母职”范畴。笔者对打工母亲的回溯性访谈发现，参与

打工劳动的确提高了单身女工的经济地位，但结婚成家却开启了一系

列“从夫”过程: 她们从独自外出打工转变为与丈夫一起打工; 一旦怀

孕和生育则被迫离开工厂和城市，单独回到夫家所在的农村，待上一段

不短的时间才重回劳动力市场; 如果生育多次，往返于城乡的过程则不

断重复。在此过程中，女性不仅发展出生产、抚育孩子和做家务等家庭

性别角色责任，还丧失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成为依赖丈夫收入的持家

者; 相反，男性则承担起独自养家的责任，他们常年待在远离农村与家

庭的工厂，用经济能力代替其对家庭的情感责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养家

者。女工小清因生育二胎而再次留守农村，她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该性

别劳动分工模式，她说: “我主要带小孩，把小孩带好。他每个月给我

们寄钱。( 男人) 要把家养好，( 只要) 尽力挣钱，尽力养家，我就知足，

不刻意要求太高”。( W －726)

子女长期留守意味着农民工夫妻之间性别劳动分工的“去传统

化”，即夫妻双方都成为挣钱养家者，但家庭再生产劳动依然被性别化

为女性劳动。暑期“小候鸟”将被转嫁的家庭再生产劳动带回工业区，

清楚地检验了农民工夫妻之间的“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模式。笔者

在 J 工业区看到，留守子女的到来主要使女工陷入工厂劳动与家庭再

生产劳动的紧张之中，她们依然是子女照料、家务劳动最主要的承担

者。以来自赣南的小威兄妹为例，他们的母亲是玩具厂普工，父亲在工

厂当保安，兄妹俩由闲暇较多的大姑帮忙照看，但每天的接送、饮食起

居全由母亲负责。有几次他们的母亲加班到服务中心关门以后，笔者

陪着小孩在门口等家长，等到的都是他们的母亲。
因此，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安排将男性世系的父权制传统转化为

“三代一体”的代际关系和留守老人的“养儿防老”期待，并强化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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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模式，将看护、家务及其他家庭再生产

劳动性别化为女性劳动，尤其使女性家长陷入家庭再生产劳动的紧张

状态。依据这种被重构和强化的性别权力结构，留守老人和打工父母

( 尤其是女性家长)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留守女孩导入密集劳动的留

守轨迹，却很少对留守男孩提出劳动参与要求。

五、讨 论

下面将以赣南溪边村和深圳 J 工业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提炼导

致留守儿童性别劳动分化的一般化的解释逻辑，并讨论该性别劳动分

化模式的社会后果。

( 一) 解释逻辑: 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的结构条件和形成机制

从上述个案分析中，可以提炼出一般化的解释逻辑如下: 拆分型劳

动力再生产体制和农村社会与农民工家庭的父权式性别权力两个结构

条件，通过家庭再生产劳动的跨代转嫁、性别权力的延续和重构以及家

长的性别化干预三个机制，导致留守儿童劳动参与的性别分化，即留守

女孩被要求承担密集的再生产劳动，留守男孩则可以很少参与劳动并

将闲暇用于各种游戏( 见图 2) 。

图 2 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的形成逻辑

在逻辑上紧密联系的三个机制中，劳动的跨代转嫁使留守家庭面

临普遍而长期的再生产劳动紧张，对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提出了迫切

需求，是留守儿童劳动的根本原因，决定其实质内容; 父权制的延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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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使性别权力成为整合三代农民工家庭( 即纵向的“三代一体”男性

世系和横向的“男主外、女主内”夫妻分工) 的结构性力量，并将再生产

劳动性别化为女性劳动，确保了被强化的性别权力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家长的性别化干预则保证了劳动的性别化分配的具体执行和留守儿童

性别劳动分化结果的出现。其中，由于女性留守老人是被转嫁的再生

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打工母亲被建构为抚育和家务等家庭照料者角

色，她们对留守儿童劳动参与的干预更为直接、频繁甚至专制。

( 二) 留守与性别劳动分化的提前: 与农村非留守儿童比较

由劳动体制和性别权力相互叠加、留守老人和打工家长性别化干

预所形塑的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的性别社会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将性别劳动分化突然提前至留守时期，用特定的劳动内容、习惯和

纪律将留守女孩导入特定的留守轨迹，却放任留守男孩的懒惰和游戏。
为了更加明晰该性别劳动分化模式对留守儿童的深刻影响，有必要对

比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性别社会化模式。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所处的结构条件截然不同，二者

的性别劳动分化机制、时点和结果都存在根本差异。一方面，农村留守

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面临的家庭再生产劳动的紧张程度不同。农村留守

儿童生活其间的留守家庭始终面临着由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转嫁

而来的再生产劳动紧张; 而农村非留守儿童由于双亲居家，绝大多数家

庭再生产劳动由父母( 尤其是母亲) 承担，多数时间无需面临家庭再生

产劳动紧张。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面临的性别权力

结构的性质不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不仅将农村留守儿童直接

置于留守老人的日常管理之下，还强化了留守老人的男性世系观念和

“三代一体”的代际关系，并在农民工夫妻之间再造了父权式性别劳动

分工; 与之相反，集体化实践和市场化改革已经使农村家庭结构向核心

家庭转型( 王天夫等，2015; 阎云翔，2017: 165 － 172) ，农村非留守儿童

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小家庭之中，他们的性别社会化不必受农村老人

的影响，其父母也仅是持有农村传统的性别观念，夫妻之间不是由拆分

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再造出来的父权式性别劳动分工模式。
因此，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为应对家庭再生产劳动紧张，留守老

人( 尤其是女性老人) 依据被强化的父权观念，通过日常干预、甚至责

骂的方式将留守女孩导入密集的劳动轨道，却放任留守男孩的懒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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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打工父母( 尤其是打工母亲) 则通过频繁的电话干预和打工地团

聚时的当面要求，强化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与之相反，农村非留

守儿童既不必面对家庭再生产劳动紧张的压力，又无需受留守老人的

影响，女孩不必承担基本已被母亲承担的家庭再生产劳动，男孩的懒惰

和游戏也被父母的日常管理有效约制。与留守儿童被突然提前、强制

要求的性别劳动分化模式相比，农村非留守儿童的性别社会化只是在

居家父母的日常管理下，按正常家庭生活的节律自然而然地出现，两者

的性别劳动分化时点和结果因而存在根本差异( 见下表) 。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比较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结构条件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 双亲居家
三代农民工家庭的父权式性别权力 小农家庭的夫妻性别劳动分工

分化机制

再生产劳动的跨代转嫁 不存在劳动转嫁
父权制的重构和强化 父权制没有被重构和强化

留守老人和打工家长的性别化干预
老人失去影响，父母在日常生活中
管理

分化时点
突然提前，从小被留守老人和打工家长
频繁干预，甚至强制或放任

按正常家庭生活节律自然而然地、
缓慢地分化

分化结果
留守女孩承担密集的劳动、留守男孩很
少参与劳动，闲暇时间用于玩各种游戏

女孩承担的劳动较少，男孩的懒惰
和游戏被父母的权威约制。

( 三) 解释逻辑的推论: 从留守经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

农民工子女的留守时期多数从出生起横跨整个童年，他们中的大

部分人在初中毕业后即进入打工劳动力市场，另一些在技校或高中短

暂停留后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可以跨越城乡

二元教育体制升入大学并获得白领职业。① 由于留守的时间通常较为

漫长，从留守到打工劳动的过渡非常短暂，根据本文的解释逻辑可以推

断，留守时期形成的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将进一步影响新生

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 见图 2) 。
目前，学界关于上述推论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经过搜索，笔者发

现最近一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量化研究( 谢东虹，2016) 顺带

证实了上述研究推论。② 该研究发现: 第一，与没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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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溪边村所在镇初中的一位副校长告诉我，该校的重点高中升学率常年在 10% 以下。
该研究的数据收集于 2015 年，包括 1200 个在北京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



农民工相比，留守经历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后者的换工

频率是同辈群体的 1. 56 倍; 第二，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

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男工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女工; 第三，留

守时间越长，留守家庭越不完整，留守经历对新生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

响越大，对男工的影响显著高于女工。
对于上述结果，该研究给出的解释是: 与没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

民工相比，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是因

为“留守导致儿童从小缺乏劳动经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家庭责任

感”; 而与有留守经历的女工相比，有留守经历的男工在工作流动性上

受到留守的影响更大，是由于“留守对男孩的好奇心造成了不利的心

理影响”。但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解释，该研究并未提供经验证据。
在笔者看来，本文的研究结论恰可以对上述实证发现提供一个合

理解释，从而证实本文的研究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留守提前形

塑了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这一性别劳动分化并不是直接

“传递”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过程中，而是被他们所面对的新结构条

件识别和利用，并以新的形式延续或重构。因此，与有留守经历的女工

相比，有留守经历的男工不仅难以适应“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还会

被工厂雇主和生产管理者排斥，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与此同

时，与没有留守经历的女工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女工虽然更能适应“世

界工厂”的劳动体制，还更受工厂雇主和生产管理者青睐，但她们也更

容易受农民工父权制家庭的影响，能够更顺利地实现从劳动力市场到

家庭角色的转换，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
实际上，笔者在深圳 J 工业区的田野调查也证实了上述解释和研

究推论。在与农民工一起找工作的过程中，正如本文开头的例子所述，

笔者发现工厂雇主偏好勤劳、听话、服从管教的女工，排斥懒惰、好玩、
不服从管教的男工，降低了男工被雇用的可能性; 而在一家电子厂的劳

动现场，笔者看到生产管理者更倾向于让女工加班，而使许多男工在淡

季时无班可加，从而提高了换工频率。但是，当农民工家庭出现一系列

再生产要求( 如抚育儿童、赡养老人) 时，女工便首当其冲，需实现从劳

动力市场到家庭，甚至从城市到农村的转换。显然，那些在留守时期即

已承担一系列家庭再生产劳动的新生代女工，不仅更能受到工厂雇主

和生产管理者的青睐，也更容易被父权制家庭要求实现前述转换，从而

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失去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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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本文解释逻辑的基础上做出上述研究推论和经验观察，并

非要替代对新生代农民工性别劳动分化的深入研究，而是强调留守经

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一个具有潜力且更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

即留守时期形成的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如何在后续的新结构

条件( 如“世界工厂”或父权制家庭) 下被识别、利用、延续或重构，成为

不平等的劳动体制和其他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关键环节。

六、结 论

近几年来，由于不满劳工研究对留守经历的忽视和旨在发现“留

守问题”的调查过于狭隘的视野，一些劳工研究者开始引入结构视角

考察留守经历，认为留守导致了一项与现行劳动体制相矛盾的意外后

果，即被割裂的亲子关系和更好的经济条件使留守儿童从小缺乏劳动

经历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也丧失了家庭责任感并日益脱嵌于农村社会，

导致具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难以忍受非技术的、纪律严苛

的工厂劳动而趋于频繁地更换工作，对“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构成巨

大挑战。但这些研究者并未注意留守经历的劳动面相，也忽略了农村

社会与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结构。而一些性别研究者虽然注意到

“世界工厂”和父权制家庭可以“再传统化”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结

构，却并未考察该性别权力对留守经历的影响。
结合赣南农民工输出地和深圳工业区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现有

劳动体制通过跨代转嫁家庭再生产劳动、重构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

结构和对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进行性别化干预三个机制，导致留守儿

童出现性别劳动分化。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一方面向留守家庭转

嫁了一系列再生产劳动和经济负担，造成留守家庭普遍的再生产劳动

紧张，对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提出了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又通过“三代

一体”的代际关系和“养儿防老”的代际依赖强化留守老人的男性世系

观念，并在农民工夫妻之间再造父权式性别劳动分工，将再生产劳动性

别化为女性劳动。当留守家庭面临再生产劳动紧张时，留守老人( 尤

其是女性老人) 便依据被重构的性别权力模式，在日常生活中要求甚

至强迫留守女孩承担密集的劳动，却放任留守男孩的懒惰和游戏; 打工

父母( 尤其是打工母亲) 也通过频繁的电话联系和打工地团聚时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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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求，进一步强化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
因此，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不仅有经济面

相( 如更好的家庭生活条件) ，还有劳动面相。农民工家庭不仅面临亲

子关系割裂的问题，还强化了家庭内部的父权式性别权力结构。二者

的相互叠加，共同导致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由此可见，最先从结

构视角考察留守经历的劳工研究者不仅没有注意再生产劳动的跨代转

嫁，还忽视了性别权力对儿童劳动习惯的影响，未能看到留守女孩密集

承担各项再生产劳动的状况; 而性别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传

统”预设，也模糊了其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的性别劳动分化模式的根本

区别。留守将原来自然而然出现的性别劳动分化突然提前，在留守老

人和打工家长的频繁干预甚至强迫下，使得男孩女孩的劳动内容、习惯

和态度出现差异。由于留守的时间通常较长，从留守向打工劳动的过

渡非常短暂，“世界工厂”和父权制家庭能够敏锐识别和利用该性别化

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并以新的方式将其延续或重构。事实上，有少

量研究在量化关系上已经证实，留守经历显著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工

作流动的性别差异，笔者的田野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本文认为，留守经历形塑的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已为新

生代农民工后续的性别劳动分化奠定了根基，帮助维持了现行劳动体

制和农民工家庭结构的再生产。
本文的个案材料来自对赣南一个农民工输出地和深圳一个工业区

的追踪调查，以此为基础提炼出来的解释逻辑和研究推论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来检验和扩展。由于不同的农民工输出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生
育率和父权制传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①将影响农民工家庭再生

产劳动的紧张程度和父权式性别权力的强度，进而影响家长对再生产

劳动的性别化干预状况，因此，留守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化可能存在区域

差异，需要通过区域比较研究来得出更一般化的结论。与此同时，多数

有留守经历的青年直接从农村留守状态进入打工劳动力市场，另一些

则经过短暂的技校或高中教育之后再加入新生代农民工大军，新的结

构条件( 如“世界工厂”、父权制家庭) 如何识别、利用、延续或重构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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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东北地区农村的父权制传统受到共产革命和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一些村庄在上世
纪末即已出现独女户( 阎云翔，2017 ) ，2010 年该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 891 ( 尹文耀
等，2013) 。



时期形成的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也有待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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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Ｒ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fluenced by Joachim Wach's concepts“identical
religion”and“special religion”，Yang first used“diffused religion”and“specialized
religion”to analyze Chinese religion． Later，he replaced“specialized religion”with
“institutional religion”． In the past decades，the two terms have been fully discussed in
the Chinese academia，but there ar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with regard to these terms．
One of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is that scholars mistranslated the
terms． Although Yang himself had translated the terms into Chinese，but his version had
been largely ignored． This article probes how mistranslation led to the misunderstandings
towards Ｒ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nd why this book is classic in the field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Zero-sum Evangelism and Ｒeligious Policies of Pre-Modern Empires
Sun Yanfei 96…………………………………………………………

Abstract: Ｒecent scholarship of pre-modern empires likes to compare pre-modern
empires with modern nation-states and stresses the propensity of pre-modern empires to
tolerate diverse religions and cultures under their control． This emphasis，however，
belies the fact that 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pre-modern empires differ significantly:
While some allowed all kinds of religions to exist and flourish，others persecuted
heretics and non-believers，and carried out forced convers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23 pre-modern empires and ranks them into six tiers according to
their degree of toleration towards non-state religions． Arguing against the existing theory
that highlights state capacity of empires as the key to explain their religious toleration，it
proposes a new theory that stresses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religion and the related state-
religion relations． More specifically，it argues that pre-modern empires associated with a
state religion that had a zero-sum mentality towards other religions and a strong drive to
convert people tended to be intolerant towards non-state religions. Among these empires，
those whose political power was more circumscribed by the power of the state religion are
found to be even more religiously intole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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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ehind Exper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ieldwork at Sit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for
Migrants Wang Ou 123…………………………………………………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conducted at sit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for migrants in
southern China，this paper finds that left-behind experiences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Left-behind girls are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extensive
reproductive labor，while left-behind boys indulgent themselves in leisure activities．
This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is caused by interven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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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left-behind grandparents and migrant par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reconfiguration． Labor migration transfers the burden of labor reproduction to family
members who are left-behind，and reconstructs gender power relations of the migrant
family，defining the reproductive labor as women's labor． This finding highlights that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patriarchal migrant family，left-
behind experiences advance and shape the gendered labor habits and attitudes in
childhood，preparing the foundation of further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wh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ecom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Logic of Urban Community
Ｒesidents' Public Cultural Life Yan Yufan ＆ Ye Nanke 147……………

Abstract: Motivating resident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s key to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Through describing the identity process of th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ction，this paper explains three kinds of logic for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following identities: a social identity generated by collective memory，a
role identity achiev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 rewards，and a self-identity reviv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lf-value．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resident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life．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driven by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self-value，ar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resident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Therefore，service should aim to build the multi-dimensional identities of the residents，
helping them to realize self-value．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based on identity plays a
role in public cultural life，and can be used in other domains of public life in modern
society． Moreover，it helps residents to construct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ursue self -
realization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ctivities．

The Basis of Natural Law in Anthropology: James Frazer's Explana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Guo Xijin 171………………………………………

Abstract: James Frazer is often criticized as an evolutional anthropologist，but ignored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fact，Frazer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studies and enlightenment thoughts． He gave his own explana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His research also put forward a more
peaceful path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Frazer built on Henry
Maine's theory of the natural rights in the 18th century，and used knowledge from the
newly emerged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archaeology，historiography and ethnography to
emphasize the value of history and customs． According to Frazer，social institutions and
moral orders will be more stable if based on epistemology rather than morality． To
reconsider Frazer's theory can help us re-evaluate the method of fieldwork，and bring
back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 dealing with fundament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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