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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大部分篇幅用“留守务农”和“外出务工”来指代妇女职业分化，有时简化为“务农”和“务工”。

② 张彤禾(Leslie T． Chang)在《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个案描述。本文在这里用“打工妹”这

个词指代非农就业的未婚妇女和已婚妇女，这与其他文献中“打工妹”含义不同。

【土地问题】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

陈会广，张耀宇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由于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相对滞后，妇女群体出现了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二元职业分化现

象。本文基于 2010 年江苏省部分区域农户层面调查数据，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探究农民家庭分化所导

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文献评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工作假说，即农村妇女的二元职业分化，使各自家庭有其不同

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通过描述性统计、t 检验、Probit 与 Biprobit 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工作假

说。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化上造成的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差异明显，妇女

职业分化变量对家庭是否流转土地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

上有着异于男性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意味着，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

女的家庭地位在上升。因此，在农村土地政策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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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1984 年中央放开农民进集镇务工经商以

来，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地从农业向非农产

业、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与此同时，农村妇女也发

生了群体分化①:一部分年轻妇女外出打工，有“打

工妹”②之称;而一部分妇女在家务农，被称为“留

守妇女”。［1］
后者如高小贤所描述的，受家务劳动

的拖累、来自土地的制肘、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

没有实现非农就业。［2］
农村妇女群体出现的农业

与非农就业二元职业分化现象，从全国范围的很多

统计数据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据支持:2000 年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农

村 家 庭 中 从 事 纯 农 业 劳 动 的 农 村 妇 女 比 例 为

82. 1%，比男性高 17. 4 个百分点
［3］;2006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 中妇女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男

性的已经有 24 个
［4］。而在农村妇女务工方面，根

据国家农民工监测报告，2012 年农民工人数达到

26261 万人，其中妇女比例为33. 6%，人数为8824 万

人。［5］
这说明留守农村务农妇女无论是在规模分布，

还是在空间分布上均远超外出务工妇女。当然，上

述现象也与国际经验相符。许多国际研究表明，农

村妇女劳动力非农迁移滞后、农业女性化在全球范

围普遍发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6 － 8］，且该现象在

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在非洲和亚洲，妇女农业劳动

力已上升到农业总劳动力的 50%以上
［9］。

农村妇女群体已经存在的职业分化现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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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以下

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一是农业女性化

后，妇女成为家庭中主要的农业劳动力，相对于家

庭土地承包经营规模而言，劳动力投入够不够用，

会不会引致土地流入或流出? 二是妇女非农就业

后，家庭剩余的农业劳动力相对于家庭土地承包经

营规模又是什么情况，土地流转意愿是怎样的? 已

有的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研究中，对妇女的影

响、作用重视不够，更缺乏妇女群体分化视角的深

入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

从妇女自身因素及其选择偏好对其家庭整体的影

响出发，观察妇女职业选择造成的家庭在流转意愿

上的差异，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拓展农村妇女、农民

分化与土地流转研究，进而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

策的改进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已有研究从社会分化、农民分化等概念细化中

开始关注到农村妇女分化问题，下面就该文献作一

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
1．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文献评述

对于 社 会 分 化 问 题，国 外 研 究 起 步 早。如

Mintz 指出农民社会“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多方面的

内部层次”，［10］
卢曼(Luhmann)归纳了三种分化类

型:区隔分化、阶层分化和功能分化。［11］
在国内，学

者们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农民分化的问题，认识

到农民群体是我国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

最广的群体
［12］。但是相关的研究却往往忽视农民

分化这一重要的社会结构性现象与农村其他问题

的联系，仅仅局限于农民分化本身的狭窄领域，致

使对农民分化这一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能对现实的

社会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13］。而且农民分化的研

究中，尚缺乏性别视角，忽视了男女分工的社会基

础，对于妇女群体关注的缺乏导致妇女成为了“看

不见的农民”［14］。
我国目前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处于

明显滞后的状态，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

的现象。已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并从就业

结 构
［15］、妇 女 个 人 素 质

［16 － 17］、家 庭 内 部 分

工
［18 － 19］、观念障碍

［15，20］、家务负担
［21 － 22］、社会性

别歧视
［23 － 24］

等多个方面对该现象的形成给出了解

释。虽然成因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对妇女劳动力已

经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24］

的事实有高

度共识。妇女职业分化、农业女性化现象对农业发

展、农村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对此持消极观点的学

者们多认为这会导致农业生产处于维持状态
［25］、

耕作粗放和种植结构单一化
［26］、经营管理水平下

降
［27］;同时，还会导致农村妇女在新的社会分层中

地位下降
［28 － 29］。而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该现象

增强了妇女的独立性，获得了更多的施展才能的空

间
［30 － 31］;事实上，农村妇女并非铁板一块的均质群

体，其自身发展状况和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存在

差异，有些农村妇女在妇女群体中表现突出，甚至

会成为社区成员公认的女能人
［32］。

可以看出，虽然针对妇女职业分化现象已经有了

很多研究成果，但是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之

处:研究视角狭窄，过多地聚焦于该现象的本身(妇女

群体自身)进行研究，没有将这一现象推广到与其相

关联的家庭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中，尤其是与家庭土

地流转等现象的联系缺少深入的研究探讨。
2．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与家庭土地流转:理论框

架与假说提出

事实上，当前农村妇女已经成为市场活动的主

要参与者。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对家庭经济

财富积累贡献清晰，依附性降低，通过市场参与增

长了见识与技巧，而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女性在其家

庭中的话语权
［33］。这种变化在理论上可能会强化

女性意志在家庭决策中的体现。浙江农户调研的

结论也证实了这种趋势，女性对于整个家庭有了更

多的影响，农民家庭的决策模式开始向女性方向倾

斜，正在趋向“男女共商”的模式
［34］。在这样的背

景趋势下研究女性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

的影响就有了现实意义。而且，更加异质的人群与

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会促进农村土地租赁的繁

荣
［35］。所以在理论上妇女群体分化对家庭土地流

转的影响研究，可以补充在现有的农地流转决策研

究中缺乏农民分化维度的现状
［36］。

尽管已有的研究认为，妇女劳动力非农转移滞

后、滞留在农业中，阻碍了土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

市场的发育
［37］，但是这类观点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缺乏对妇女自身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存在将

妇女定义为无能为力的接受者片面化倾向。其实

妇女劳动者在面对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劳
动力不足问题时，留守务农的妇女会自发地学习技

术，通过熟人之间帮工、换工的方式来解决存在的

问题
［27］。其次，缺乏分化的视角，倾向于将妇女群

体统一定义为需要帮扶的弱者，忽视了女性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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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有强弱之差别。最后，已有的研究仍然假

定妇女劳动者是家庭决策的接受者而不是决策的

参与者和制定者。这并没有考虑到女性已婚者的

变化:传统上，已婚者往往会要求经济独立、分家，

成为独立的家庭单元
［38］。事实上，妇女群体的能

动性与非均质性变化，已对家庭事务产生影响力，

这使得农村妇女不再是单纯的政策与家庭分工的

被动接受者，她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偏好来进

行选择或发挥影响力。所以，作为妻子的妇女在家

庭农业生产、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方面获得了一定

的决策权。
如果放在更广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考

察，那么妇女外出务工或留守务农的职业分化会导

致其在家庭决策时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地位。显然，

这个变化①是由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引起的②。尤

其在男性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农村妇女在其职业选

择中要考虑到家庭中养老扶幼的刚性职责，她们的

劳动时间分配通常要在务农、务工、家务③三者中

进行理性选择与配置安排。故从理论上，妇女能否

非农迁移，将取决于家务、务农以及自身能力的推

力作用和城镇非农收入的拉力作用。
对于不同就业状态的妇女，其家庭土地流转的

决策基础、机会成本、预期收益将会有所不同:(1)

外出务工的妇女，往往较为年轻且教育水平较高，

家中老人尚有一定劳动能力，能为其分担负担，因

此其能够实现外出务工与家庭的兼顾，形成家庭劳

动力配置的均衡。一般而言，此种情形下其家庭土

地流转的意愿较低④。但随其年龄增加、人力资本

减弱以及家中长辈年纪渐长，从而家务负担变重，

在兼顾务工与家庭开始面临困难，必须有所取舍、
重新调整劳动力配置，若选择务工则流转土地以减

轻负担成为其家庭理性的选择;若选择务农彻底返

回农村，则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将会上升而家庭土地

流转意愿会下降⑤。(2) 留守务农的妇女，或是因

人力资本较弱、推力不足，而未能实现非农迁移。
此种情况下，较弱的人力资本导致妇女就业选择局

限于务农，成为留守人员。对于其家庭而言，当剩

下的劳动力与土地规模相匹配时，家庭一般将不会

产生流转意愿;若是难以负担或尚有余力，则会产

生相应的流转意愿。(3) 恰好与人力资本较弱、推
力不足相反，留守务农妇女虽人力资本较优，但抚

养负担、务农负担过重而拉力过大。此时，其家庭

有流转土地的意愿。通过土地流转降低务农劳动

投入、释放劳动力到非农产业，是其家庭的理性选

择。基于以上认识，对农村妇女职业分化与家庭土

地流转之间的关系，本文假说:农村妇女的不同就

业，使其家庭有着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换言

之，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与留守务农的二元职业分

化，对家庭是否倾向于流转土地、在怎样的情况下

流转土地的决策有着不同影响。总体上，通过土地

流转降低务农劳动投入、释放劳动力到非农产业，

是其家庭的理性选择。

三、调查样本与变量定义

1． 调查方法与样本说明

本文前期研究利用 2010 年“十一”长假，对江

苏的盐城、泰州、镇江、苏州四个市部分地区农村妇

女进行了问卷调查。调研恰逢农忙季节，部分外出

务工者返乡务农，调查能同时访问留守务农和外出

打工的两类妇女及其家庭的信息。调查选取入户

问卷调查形式，去除无效问卷和问卷数过少的样本

点之后，一共收回 168 份有效问卷，分布到上述四

个地市分别是 39 份、82 份、18 份和 29 份。由于实

地调研中人力投入、管理的限制，各地区的问卷分

布差异较大，但除了可能导致区域间差异难以解释

外，基本上能够用于本文问题的研究。被访者中，

纯农户占比仅为 9. 52%，绝大部分为兼业农户，家

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介于 0% ～ 25% 之间的比

重为 3. 57%，25% ～ 50% 的比重为 45. 67%，大于

50%的比重为 45. 24%⑥。被访问妇女绝大部分为

已婚女性(88. 1% )，2. 38% 为未婚，其余为离异、
丧偶。已婚女性基本上都已独立成家，仅有不足 9%

95

第 4 期 陈会广，张耀宇: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我们的调研数据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一变化，下文对此会

有所说明。
对家庭内部分工的讨论详见陈会广［19］。
家庭劳动在时间上与务农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务工则与

家庭劳动在时间上存在冲突［39］。所以留守女性往往会同时兼顾

家务与务农，而外出就业女性在务农与家务上的时间投入相对要

少很多。
陈会广［19］的研究表明，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兼业生产具

有分工经济，这种模式具有稳定性且会降低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非农就业之后的妇女，对土地的重视程度不同，土地流转

方式的选择与偏好也不同。代耕就能说明这一点:年轻的妇女外

出务工，将土地交给体力仍然较好且长期务农的长辈代耕，该类情

况下看似妇女职业选择等因素与其土地流转意愿无关，但是代耕

本身也属于土地流转的一种方式，是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世代的家

庭与年老世代的家庭之间流转，因而代耕是土地流转中最安全的

方式。将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这也反映了土地保险机制与农民

工的城乡迁移之间的紧密联系［40］。
以家庭中人员就业类型为区分农户类型的标准，通过( 非

农就业为主要就业类型的人数) /(家庭总人数)来计算家庭非农就

业比。



的人与父母同住。
2． 变量定义

以被访者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及在此基础上的

流入、流出意愿为因变量，将自变量归纳为妇女个

人变量、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变量、家庭人口结构变

量三大类，用于下文的 t 检验差异性分析与 Probit
与 Biprobit 模型分析。相关变量的设置与解释见

表 1。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因变量 土地流转意愿 家中是否有土地流转的打算? 有 = 1，无 = 0
土地流入意愿 若有流转意愿，是愿意流入还是流出? 有流入意愿 = 1
土地流出意愿 若有流转意愿，是愿意流入还是流出? 有流出意愿 = 1

妇女个体变量 妇女职业 务农为主 = 0，从事非农产业为主 = 1
年龄 被访者的年龄

受教育年限 被访者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已婚 = 1，未婚 = 0
土地资源禀赋变量 耕地面积 家庭所承包耕地的面积

耕地块数 家庭所承包耕地的块数

家庭人口结构变量 家庭劳动力规模 年龄段为 15 ～ 64 岁的家庭成员个数

未成年人数 年龄段为 0 ～ 14 岁的家庭成员个数

老年人数 年龄段为 65 岁及其以上的家庭成员个数

注:家庭人口结构变量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的年龄段划分标准。

3． 样本描述

从表 2 可以看出，妇女投入在务农上的平均时

间超过男性，且家庭中老人务农平均投入的时间最

长，说明农业生产中的确存有女性化、老龄化的趋

势。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耕地面积也较小。从均

值上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家庭有土地流转意愿。
被访问妇女中 48. 21% 的人以外出务工为主，

51. 79%的妇女以留守务农为主。妇女在从事农业

劳动 方 面，43. 45% 的 人 表 示 劳 动 负 担 过 大，

31. 55%的人反映缺乏劳动技能，48. 21% 的人表示

对市场了解不足，68. 45% 的人不了解关于土地的

法律。同时，有 56. 55% 的女性务农者认为自己在

农业生产上的能力有所进步。
关于家庭中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等事项的决

策，调查表明男性单独决策的仅占 19. 64%，女性

单独决策比重为 27. 38%，高于男性;而共同决策

比重为 52. 98%，为最主要的决策方式，这与史清

华、张改清
［34］“男女共商”模式的结论一致。表 3

分别计算了样本总体、女性留守务农为主家庭、女
性外出务工为主家庭中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比重，以

及在愿意流转的情况下选择流入还是流出的比重。
可以看出，农民家庭的土地流转意愿基本上以流出

为主，妇女留守务农家庭的流转意愿确实比妇女外

出务工家庭的流转意愿低。
表 2 被访者及其家庭基本信息

变量名称 频数 极大值 极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被访者)年龄 168 83 21 45． 98 45 11． 36
(被访者)受教育年限 168 12 0 6． 92 7 3． 46

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务农时间 146 12 0 2． 46 2 2． 81
女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务农时间 121 12 0 3． 13 3 2． 63
老人为主要劳动力的务农时间 113 12 0 4． 95 4 3． 95

家庭总人口 168 6 1 3． 27 3 1． 17
耕地面积 168 60 0． 8 5． 72 5 6． 19
耕地块数 168 80 1 3． 57 2 6． 36

家庭收入(万元) 166 20 0． 5 5． 00 4 3． 03
家庭土地流转意愿(有 = 1，无 = 0) 168 1 0 0． 34 0 0． 47

表 3 家庭土地流转意愿

总体

流转意愿 流出 流入

女性留守务农为主家庭

流转意愿 流出 流入

女性外出务工为主家庭

流转意愿 流出 流入

33． 9% 78． 19% 22． 81% 24． 14% 71． 43% 28． 57% 44． 44% 80． 56% 19． 44%

4． 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4 可知，两类人群及其家庭在许多方面存

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妇女有不同职业选择，其

家庭在土地流转意愿上存在差异，从均值上看女性

外出务工为主的家庭更倾向于流转土地，特别倾向

于流出土地。其次，两类女性群体在人力资本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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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差距:平均年龄相差 11 岁，务农者年龄偏

大;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 4 年，外出务工者受教育程

度较高。再次，妇女留守务农的家庭耕地面积均值

比妇女外出务工的家庭多出近 2． 3 亩，承包地的块

数也较多，留守务农妇女更能够感受到务农的压力。
最后，从家庭劳动规模与抚养人口上来看，两类家庭

在劳动力规模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未成年人数

量上务工者家庭略大，但是妇女留守务农家庭的老

年人数量的均值要显著多于妇女外出务工家庭。
表 4 分化背景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职业类型 频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土地流转意愿 务农 87 0． 241 0 0． 430
务工 81 0． 444 0 0． 500

土地流入意愿 务农 87 0． 069 0 0． 255
务工 81 0． 086 0 0． 283

土地流出意愿 务农 87 0． 172 0 0． 380
务工 81 0． 358 0 0． 482

年龄 务农 87 51． 391 52 10． 153
务工 81 40． 185 41 9． 635

受教育年限 务农 87 5． 012 6 3． 146
务工 81 8． 975 9 2． 460

婚姻状况 务农 87 0． 826 1 0． 347
务工 81 0． 901 1 0． 300

耕地面积 务农 87 6． 726 4 8． 233
务工 81 4． 465 5 2． 109

耕地块数 务农 87 3． 713 2 8． 532
务工 81 3． 333 3 2． 335

家庭劳动力规模 务农 87 3． 420 4 0． 772
务工 81 3． 333 3 0． 996

未成年人数 务农 87 0． 395 0 0． 540
务工 81 0． 437 0 0． 522

老年人数 务农 87 0． 679 0 0． 8779
务工 81 0． 299 0 0． 5929

四、实证计量与结果

1． 农村妇女职业二元分化对其家庭影响的差

异分析

在这里将进一步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的计量

方法对女性职业分化造成的两类家庭的方差齐性、
两总体均值差异进行验证，检验职业分化造成的差

异是否能够通过统计检验。通过 SPSS 软件的计

算，对表 1 中的变量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两总体均

值 t 检验，通过检验的变量及其检验结果见表 5。
土地流转意愿的 F 检验值为 25. 14，概率 p 值

为 0. 00，表示在 1% 的显著水平上，农村妇女留守

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以下简称“两类样本”)

的方差存在显著差异。t 检验值为 － 2. 81，双尾 p
值为 0. 006，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样本在

有无土地流转意愿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土地

流出意愿的 F 检验值为 30. 98，概率 p 值为 0. 00，

表示在 1%的显著水平上，可认为两类样本方差存

在显著差异。t 检验值为 2. 76，双尾 p 值为 0. 007，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样本在土地流出意

愿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教育年限的 F 统计观察值为 11. 56，对应概率

p 值为 0. 00，通过 F 检验。可认为两类样本方差存

在显著差异。t 检验的值为 － 9. 13，对应的双尾 p
值为 0. 00，说明留守务农的妇女和外出务工的妇

女在教育年限存在明显的差异。
家庭中老人数目的 F 统计观察值为 26. 64，对

应概率 p 值为 0. 00，则两类样本在老人数量的方

差有显著差异。t 检验的值为 3. 27，双尾 p 值为

0. 001，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老人的个

数在“务农”和“务工”的妇女家庭存在显著差异。
耕地面积的 F 检验值为 15. 33，概率 p 值为

0. 00，说明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两类样本的方差

存在明显的差别。而对应的 t 检验值为 － 2. 28，双

尾 p 值为 0. 025，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

样本家庭的耕地面积存在显著的差异。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可知，有无流转意愿、土地

流出意愿、教育年限、老人数量、耕地面积这四类变

量均值存在着显著差异。通过 t 检验，证实了妇女

表 5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F Sig． T Df Sig． (2 － tailed)

土地流转意愿 方差齐性 25． 14 0． 00 － 2． 82 166． 00 0． 005
方差非齐性 － 2． 81 158． 34 0． 006

土地流出意愿 方差齐性 30． 98 0． 00 2． 78 166． 00 0． 006
方差非齐性 2． 76 151． 94 0． 007

教育年限 方差齐性 11． 56 0． 00 － 9． 05 166． 00 0． 000
方差非齐性 － 9． 13 161． 27 0． 000

老年人数 方差齐性 26． 64 0． 00 3． 31 166． 00 0． 001
方差非齐性 3． 27 139． 05 0． 001

耕地面积 方差齐性 15． 33 0． 00 － 2． 21 165． 00 0． 029
方差非齐性 － 2． 28 98． 03 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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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就业选择情况下，其自身人力资本、家庭人口

结构、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等方

面存在差异性，即女性职业分化不仅仅反映了其自

身差异，也反映了其家庭存在的差异。
2． 农村妇女职业二元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

愿影响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证实了两类妇女群体及其家

庭在多方面存在差异。一般而言，研究对象差异越

大，抽样偏差也越大。为了部分地系统消除由此引

起的误差的影响，并进一步证明妇女职业分化对家

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下面以土地流转意愿及流

入流出意愿为因变量，对这两类群体的土地流转意

愿分别加以检验实属必要。土地流转意愿是二元

选择的变量，用 Probit 模型分析比较合适。同时，

“流入”和“流出”两种意愿并非完全相互独立，二

者间存在关联，适用双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 Biva-
riate Probit Ｒegression，Biprobit)。该模型能在考虑

以上两个决策的随机项之间相关性的前提下同时

估计两个方程
［41］。解释变量除了加入反映妇女职

业分化选择的虚拟变量( 非农 = 1，务农 = 0) 与年

龄、教育年限的平方项之外，其他变量见表 1。
(1)模型基本回归估计

为了突出妇女职业分化因素对家庭土地流转

的作用，采取控制变量的方式，先在模型中只放入

职业分化变量，再将其他控制变量加入方程。模型

结果如下表 6 所示。
表 6 模型估计结果Ⅰ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变量 流转意愿 流入意愿 流出意愿 流转意愿 流入意愿 流出意愿

常数项 － 0. 702＊＊＊ － 1. 484＊＊＊ － 0． 945＊＊＊ － 4． 654＊＊＊ － 1． 061 － 5． 673＊＊＊

妇女个体变量 职业分化 0． 562＊＊＊ 0． 121 0． 581＊＊＊ 0． 516* 0． 008 0． 578*

年龄 0． 163＊＊ － 0． 033 0． 189＊＊

年龄平方 － 0． 002＊＊ 0． 000 － 0． 002＊＊

教育年限 0． 020 0． 422 － 0． 078
教育年限平方 0． 002 － 0． 031 0． 010

婚姻状况 － 0． 160 － 0． 400 0． 032
家庭土地资源变量 耕地面积 0． 027 0． 058* － 0． 001

耕地块数 － 0． 025 － 0． 213 0． 008
家庭劳动力变量 家庭劳动力规模 0． 012 0． 060 0． 011

老年人数 0． 081 0． 198 0． 007
未成年人数 － 0． 157 － 0． 529 － 0． 053

观察值 168 168 168 168
对数似然值 － 103． 726 － 134． 023 － 99． 269 － 122． 242

P 值 Prob ＞ χ2 = 0． 005 Prob ＞ χ2 = 0． 016 Prob ＞ χ2 = 0． 117 Prob ＞ χ2 = 0． 227

注:1．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2． 农户同时有流入、流出意愿时，这两个相反的意愿会影响 Biprobit 模型中

两个模型回归系数的取值和显著性程度，并不能从模型中直接给出这种情况的回归系数，且在本文的数据中，不存在有家庭同时存在流入

流出意愿。

由表 6 可见，对于家庭是否流转土地，妇女职

业分化变量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流出意愿上，

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同样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其系数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只有在流入意愿上，妇女

职业分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中，在

模型 4、6 中，妇女自身变量中的年龄、年龄平方变

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年龄平方系数为一正

一负，说明年龄与土地流转意愿之间表现为倒 U
型关系，家庭土地流转意愿随年龄升高而增加，且

存在拐点，越过拐点后流转意愿将会随年龄增加而

减弱。这充分说明在如今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女

性因素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确存有影响。而在

模型 5 中，土地面积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

在考虑扩大经营时，自身的既有土地资源禀赋起到

了促进作用，拥有的土地越多，规模效益越明显，就

越倾向于流入土地。
(2)内生性讨论与模型改进

如上文所述，女性职业选择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而这些因素也会同样作用于家庭的土地流转意

愿。所以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需要引入工具变量，

消除内生性对模型的影响。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

参照 Kung［42］
的做法，分别计算调研村庄被访妇女

的非农就业比例，即村级妇女非农就业率，将除了 i
村之外的所有村的平均非农就业率作为 i 村的工

具变量。工具变量设定的理由是:由于法律政策以

及交易成本的缘故，土地流转行为一般限定于村庄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但一个村外出务工可能会对邻

村的农户非农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35，42，43］。因此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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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与女性非农就业相关，而与土地流转无 关，具有外生性。模型回归①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模型估计结果Ⅱ

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IV 估计

流转意愿 流入意愿 流出意愿 妇女职业

常数项 － 4． 888＊＊＊ － 1． 267 － 5． 737＊＊＊ 13． 929＊＊＊

妇女个体变量 职业分化 1． 551＊＊＊ 0． 941 1． 603＊＊＊ －

村级妇女非农就业率 － － － － 25． 435＊＊＊

年龄 0． 165＊＊ － 0． 031 0． 186＊＊ － 0． 080

年龄平方 － 0． 002* 0． 000 － 0． 002* 0． 000

教育年限 0． 045 0． 398 － 0． 043 － 0． 385＊＊

教育年限平方 － 0． 005 － 0． 033＊＊ 0． 002 0． 042＊＊＊

婚姻状况 － 0． 307 － 0． 454 － 0． 141 1． 185*

家庭土地资源变量 耕地面积 0． 034 0． 064＊＊ 0． 005 － 0． 136

耕地块数 － 0． 030 － 0． 234＊＊ 0． 005 － 0． 253＊＊

家庭劳动力变量 家庭劳动力规模 － 0． 045 0． 040 － 0． 043 0． 510＊＊

老年人数 － 0． 115 0． 010 － 0． 185 0． 694＊＊

未成年人数 － 0． 081 － 0． 470 0． 019 － 0． 278

观察值 168 168 168 168
对数似然值 － 144． 176 － 166． 629 － 42． 950

P 值 Prob ＞ χ2 = 0． 009 Prob ＞ χ2 = 0． 000 Prob ＞ χ2 = 0． 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控制了内生性之后，模型结果有所

改善。妇女职业分化变量的显著性在模型 7 中有

所提升，系数变大。在模型 8 中，系数变大，但是仍

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有流入意愿的样本较少导

致的，教育年限的平方、土地块数也从不显著转为

显著，且土地面积的显著水平也提升了，这说明在

土地流入意愿中受到家庭初始土地资源禀赋的影

响较大，妇女的人力资本对此也有显著作用。模型

9 中妇女职业变量显著性水平提升，且系数也有明

显的增加。最后，对比这三个改进后的模型，可以

看出，是否有流转意愿、流出意愿、流入意愿中，女

性职业选择及其他女性因素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

的验证。此外，表 7 还报告了工具变量等变量对职

业选择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包括工具变量在

内的教育、婚姻、耕地块数、家庭劳动力规模、老年

人数等多个变量对妇女非农就业起到显著作用。

五、结论性评价

本文尝试从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来解读农民

家庭关于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偏好的形成，通过描

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Probit 与 Biprobit 模型，

实证研究农村妇女职业分化情况下家庭在土地流

转的意愿与偏好是否存有差异，以及存在差异的原

因。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就是农村妇女职业分化

是由于其自身因素、家庭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存在差

异而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导致了

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外出或留守。
分工之后，家庭仍存在进一步流转土地、调整劳动

力配置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潜在可能，而这种潜在的

土地流转意愿将会受妇女职业分化显著影响。具

体而言，从性别与土地权益的角度来看，相对于

“主外”、以务工为主的男性，女性在务农、务工间

的职业转换更多地受制于养老扶幼的家庭职责，她

们的劳动时间将在务农、务工、家务三者中分配，这

对整个家庭的生产资源配置结构形成有着明显的

冲击与决定作用，其中就包括了对家庭土地流转意

愿的影响。妇女不同就业状态下，家庭在土地流转

中的约束条件与预期收益不同:女性非农迁移的家

庭，可以通过流转土地、释放劳动力来增加或维持

非农收入水平，当其年龄渐长、将要返乡留守时，则

会降低其家庭的土地流转意愿;而留守妇女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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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Stata 中 Biprobit 模型中无法直接引入工具变量，本文是通过 CMP(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指令对 Biprobit 模型进行二阶段回

归［44］。



分妇女在自身人力资本较强、家庭分工带来的阻力

较弱的情况下，有可能实现非农迁移，从而将会促

进土地流转的意愿，而其余的留守妇女在无法实现

非农迁移的情况下，只能固守家庭分工角色，留守

务农，从而会降低其家庭流转意愿。当然，随着家

中劳动力的老龄化日趋严重，也可能会由于劳动力

的缺乏，导致家庭土地流转意愿上升。
本文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

位使得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

的、更为复杂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存在对家庭决

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对性别与土地权益具有重

要的政策含义。在农村土地政策设计中，要意识到

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理解“切实维护

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写进 2014 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的深远意义。
尤其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有

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且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上升。鉴于此，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有:

首先，关注农村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为

政策制定提供性别依据。政策研究者或制定者应

了解农民群体的真实需求与农民家庭决策形成中

的性别因素影响，将以往的农村土地政策中被忽

视、轻视的农村妇女作用显化出来，纳入研究与政

策的视野。
其次，健全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减轻

妇女的劳动负担。建立公共服务机构，通过进一步

提升农村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来提高农村劳动

要素效率。发挥农机补贴等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农

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将妇女劳动者从劳动负担中解

放出来，让她们更深入地参与到市场活动中。
再次，加大对留守务农妇女的技能培训、经营

管理能力培训。鉴于妇女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主体，

引导留守务农妇女更好地务农，增加农民务农收入

是今后重要的政策选择，从而真正地激发妇女务农

的兴趣，为农业发展留住人力资本。
最后，提供多样化的土地流转政策。针对农民

家庭在土地流转方式上的不同偏好这一现实，应提

供多样化土地流转政策方案，以满足农村妇女职业

分化的需要，满足不同类型农民家庭在土地流转形

式上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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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Ｒural Women on Their
Family's Willingness to Circulate Contracted 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emale's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HEN Huiguang，ZHANG Yaoyu

(China Center for Land Polic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As rural women are relatively delayed in the urban-rural migration，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profes-
sional groups: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leads to
different income，opportunity cost and preference of proper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rural household data from our
survey in some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in the year 2010． W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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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efficiency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 added chain，we set the work efficiency index system of the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which contains the five criteria layer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the project，the estab-
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task decomposition and main entity identification，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task． We set up the benchmark of efficiency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enchmarking and the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practices and standards，selected
the model of the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ngzhou White Buffalo Ｒ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as a practical optimal benchmarking，set theoretical extension benchmark from the angle of the dynamic of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and the management level potential point improvement，and built up the measure
model which was based on the Minkowski distance function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n the final man-
agement and maintenance work efficiency． Taking Xiaogang Ｒ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n the Xiaonan
District of Xiaogan City，for example，we measured the efficiency of its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t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istance value between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tage efficiency index and the reference benchmark，the actual optimal benchmark，the theoretical extension
benchmark respectively is 0． 4264，0． 4913 and 0． 5344． We finally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and put for-
ward the suggestions，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other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in the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tage of the efficiency measure．
Key words:Ｒural Land Consolidation;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Efficiency;Value Chain;Bench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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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ypothe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women's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ir family's willing-
ness to circulate contracted land，with the us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Probit model and Biprobit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ural women's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n-
fluence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circulate contracted land，so it will lead to a different logic of the decision making
in their contracted land circulation．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gender and land right under the con-
dition of rural women's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Ｒural Woman;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Non-agricultural Employ-
ment;Land Circulation; Peasant Household's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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