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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工厂: 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留守女工的兼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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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沿海地区代工产业如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订单开始向内地转移外发，

吸引了大量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到生产中。这些妇女在拆分型劳动体制下不得不从打工地返回家乡，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女工的兼业工作对于建构自我认同以及提升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妇女的兼业生产具有脆弱性，它不

仅体现在订单的不稳定方面，更体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保护不足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落实农民

工融入城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等相关政策，推进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让农民工家庭能够全面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以化解拆分型劳动体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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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ur migration，when coastal processing factories that have concentrated on la-

bour-intensive electronic and toy productions began to send their orders from abroad to factories that are located interior，this expansion

offered many Left-behind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These women travel between the work

when there is an order and home where their care is still needed by their families． Their part-time work has helped raise their confidence

and status in the family and society． However，there are challenges to them too as the work orders are inconsist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re is a lack of government policy favourable to them． Therefore，to change the status quo，rural workers must be absorbed into cities

through policies that enhance the urbanization and expand public services equitably to rural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so a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forth by the rural-urban segregation of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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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讨论性别化的社会结构转型这一议题时，学

术界已经关注到 20 世纪 50 年代集体化时期的“银

花赛”①和 20 世纪 90 年代“打工妹”话语变迁对于

女性社会地位带来的冲击，这两种现象均从挣脱父

权制出发来重新定义女性的主体性［1］(P153)［2］(P105)。本

文接续上述关于女工主体性的讨论，关注农村留守

妇女群体以非正规就业方式参与到全球代工生产中

如何建构自我认同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沿海地

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是全球代工产业最为发达的地

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打工人员，但随

着全球商品生产链的延伸，珠三角地区囿于其高昂

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电子、玩具等行业开始

走向外发生产，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电子配件以惊

人的速度向内地农村外发扩散。
在邻近珠三角的江西农村，大量留守妇女参与

到外发生产体系，这批原本已经离开劳动力市场的

女性重新回到生产中来。不同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国台湾和当代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大量来自国外品

牌订单的外包生产［3］(P187)［4］(P172)［5］(P71)［6］(P139) ，本文所述的

外发生产是指跨越长地理距离的订单转移，其主要

利用的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的留守女工; 同时，当地

电子厂老板和工人都称之为外发而不是外包，因为

老板认为外包即有包工的意涵，而包工头意味着工

人与老板关系的不平等、控制和剥削。本文观察到，

留守妇女正是在这一新型生产体系中寻找着留守与

工作、家庭与生活平衡的自主性。这也是当前产业

结构转移对农村留守群体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的

冲击。
二、拆分型劳动体制、外发产业与留守女工

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打工潮制造了庞大的

打工现象，学术界已经对农民工离土又离乡、外出打

工寻找现金收入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浩荡的农

民工成为中国人口流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注脚，也由

此产生了许多社会管理和社会融合问题。农民工来

到城市或沿海地区打工，但是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

仍然由家乡来承担。沿海城市等流入地区政府不用

承担他们的住房、养老和子女教育等责任，他们不得

不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农村家乡和城市沿海地区，这

种现象被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 Michael Bu-
raway) ［7］(P105) 称为“拆分型”劳动体制，具体表现为流

动农民家庭层面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状

态［8］(P153)。“拆分型家庭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

了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也制造了中国农村的留守妇

女、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现象［9］(P138)。

全球化生产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跨国品牌商品供

应链，跨国公司拥有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他们可

以在全球组织生产网络，品牌的设计由跨国公司垄

断，加工和组装交由全球劳动力廉价的国家或地区

来完成，销售和市场则由不同的代理商来承接。这

种合同生产网络化催生了庞大的代工产业。产品外

包和层层转包由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韩国转移至

中国台湾、香港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珠三

角地区，沿海地区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

与到国际分工中。在贝弗里·J． 西尔弗 ( Beverly J．
Silver) ［10］(P48) 看来，代工生产网络的不断转移是资本

主义为克服利润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矛盾所采取的空

间解决策略，资本由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由

劳动条件保护完善的地区向劳动保护薄弱的地区

流动。

代工产品大都是可以拆分的产品，工序拆分越

细，代工企业越多，且代工进入门槛很低，有三五台

旧设备和三五个工人就可以开厂。代工产业严重依

赖劳动力市场，受制于劳动力成本以及汇率、土地、

原材料、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为降低生

产成本，非正规就业、非正式聘用等劳动用工模式开

始进入代工产业。一些技术娴熟的工人选择在沿海

地区租房从事外包生产，领取配件进行加工生产或

选择以赶货工、临时工而不是正式进厂的方式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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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银花赛”是陕西省妇联在关中一带产棉区发动农村妇女参与棉田管理、夺取棉花丰产的劳动竞赛。它始于 1956 年，一

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银花赛”是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标志着妇女在新中国

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角色转换，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经典诠释。高小贤:《银花赛”: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4 期。



赚快钱［3］(P188)［4］(P173)。外发工厂是前述两种赶工外包

的延伸。得益于交通和网络的日益便捷，地理距离

被无限压缩，外发工厂主要利用农村闲散的劳动力

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从事外发生产。外发生产契合

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导

致了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工资、雇佣关系、

工作制度和劳动技能的弹性化，使得各种灵活用工

形式如临时工、兼职工、散工、合同工、实习生和学生

工等纷纷出现，它们开始替代长期雇佣工人，生产的

内部劳动分工变得更为灵活，离境外包成为一种普

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方式。
本文田野调研是在江西中部的 G 县完成的。G

县人口超过 100 万，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也是劳动力

输出大县。该县农民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工收入。20
世纪 90 年代末，G 县大量劳动人口迁移至东莞、深
圳等珠三角沿海城市打工，甚至一些乡镇都有开往

珠三角的长途班车。有据可查的记载是，G 县农民

最早外出打工的地点是东莞石碣台达电子厂和高埗

的裕元鞋厂，这两家工厂都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

代工企业。大概在 2008 年以后，G 县乡镇开始出现

外发电子厂，外发工厂一般集中在乡镇集市和县城

周围，当地人称之为“做外发”，以区别于进入正式

工厂上班。这些工厂规模一般非常小，最大规模的

都不到 50 人，主要承接珠三角的电子配件加工，每

天通过长途大巴车接送配件和发回产品。老板每天

在高速路口等候从东莞和深圳返回的大巴车，然后

用最快的速度把配件分散到各乡镇甚至村庄的电子

加工厂完成组装。因富士康落户 G 县的隔壁 F 市

后带来了一些配套电子企业，G 县的电子装配产业

更加发达，吸引了农村大量的留守妇女和闲散劳动

力加入。
外发生产属于非正式就业体系，它们被排除在

正式劳动法律保护之外，订单不稳定，弹性生产，工

资低，工作时间长，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外发生产主

要由留守女工承担，因此外发生产体系中的性别问

题尤其值得关注。女性贫困以及贫困女性化是性别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与男性相比妇女更难获得

土地、信贷、资本和收入高的工作而容易陷入贫困。
此外，女性贫困不能仅局限于收入和财富定义领域，

还应扩展为文化、权利、社会资本以及社会支持网络

等方面［11］(P117)。即便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基于父

权制的延续，无论是扎根型流动家庭还是离乡型流

动家庭，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父权压迫仍然制约着她

们的发展［8］(P16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12］(P13) ，女

性更容易成为非正规就业工人，非正规就业广泛意

义上意味着低工资、高风险和少保障。女性在劳动

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强化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

位，家务劳动的繁重则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

弱竞争性。
劳动力性别平等议题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出

发: 一方面，妇女由于资源受到限制，她们负担的沉

重家务产出被隐化，劳动效益被忽视，无薪从而弱化

了她们在家庭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新自由主义导致订单加速流动，公共福利被压

缩，社会福利被商品化，大量妇女被卷入全球流水生

产线中，这也导致了劳动力的性别分工［13］(P117)。妇女

的工作变得更为弹性和不稳定，甚至以家庭为工作

场所，家庭重担与加班工作使压力不减反增，妇女的

权力与地位并没有与市场经济递增的趋势相匹配，

反而向下流动。盖伊·斯坦丁 ( Guy Standing) ［14］(P97)

以劳动力的女性化概念来描述此现象，他发现资本

家通过生产的全球化与引入弹性形式的劳动力来维

持或增加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加

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从而使劳动力女性化，在

女性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她们的工作条件

却在不断恶化。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台湾经济起飞时期，台湾

乡村和城市社区广泛分布着家户式的小型工厂，谢

国雄［15］(P139) 称之为“隐型工厂”，熊秉纯［5］(P52) 称之为

“客厅即工厂”。作为“家庭辅助职业计划”，国民党

当局在台湾开展的“客厅即工厂”计划的目的是把

社区和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纳入生产行列，这个计

划所开发出来的是“迟滞的劳动力”“闲散的劳动

力”，他们的劳动本身并没有纳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

源，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代工小型企业中的已婚女

工既要承担为妻为母的“道德义务”又要承担起经

济发展的“神圣使命”。所以“客厅即工厂”模式既反

映了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同时也是儒家父权体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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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结果。克劳迪娅·冯·维尔霍夫 ( Claudia Von
Werlhof) ［16］(P168) 也因此指出，无产阶级劳动力正在被

另一种“有着家务劳动性质，得不到工会与劳动法保

护，随时以任何价格都能购买得到”的劳动力所取

代。“客厅即工厂”强调女性在小型工厂及作坊经

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批判性地审视劳动生产

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异，凸显父权劳动体制下的

性别不平等［5］(P71)。
类似中国台湾的“客厅即工厂”生产模式在中

国大陆被称为“家户劳动”。家户劳动在一些产业

集群的地区广泛存在。家户生产是基于传统文化的

延续，以家户为生产单位，采用“劳动－生活”均衡生

产原则，通过家户关系连带机制组织生产［17］(P88)。任

焰等［18］(P109) 认为农村留守人口并不是家庭生计中被

动的客体，而是维持家庭再生产的积极行动者和劳

动主体。农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创造出新的就业机

会，引发了农村家庭内各主体对家庭生计的广泛参

与，其中家户劳动由于其劳动边界的模糊性和劳动

空间的家庭化而成为家庭成员参与的主要形式，从

而促进了农村留守人口劳动力动员机制的形成。范

璐璐［19］(P69) 观察了浙江嘉兴服装行业中的妇女包工

队现象，这种由拥有熟练劳动技术而自发组织起来

的包工队表现出强烈的性别结构力量，提高了工人

与雇主或订单包工头的谈判能力。她们大多数是本

地人，退出成本低，没有订单和收入也可以生存。她

们技术熟练，经验丰富，在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发

达，信息灵通。她们可以领取散件在自己家里加工，

由此逃避工厂严格的管理环境; 也可以组队到工厂

生产。由于包工队缺乏明确的组织章程，因此不属

于正规工人组织。
性别与非正式就业两个问题交织在复杂的政治

经济情境中。一方面，国家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女

性劳动力参与到国家建设时，“银花赛”、“打工妹”
等可以塑造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当劳

动力迁移过程中的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劳动力再生

产成本时，妇女不得不回家成为留守女性以承担家

庭照顾功能。但是女工可以从她们的打工历练、娴
熟的技术以及对都市生活的适应性中提升自我认

同。乡村工业化中的家户女工和包工队的女工自组

织以及“客厅即工厂”中的台湾女工尽管在“国家”建

设中承担不同的角色，但是对于自身的家庭来说她

们因工作而获得的尊重和尊严得以体现。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劳动市场不稳定性进一步在全球扩

张，成为全球雇佣关系和劳动方式的一种新的状态。
全球资本通过外包方式不断地实现空间转移，强化

弹性劳动，进一步将流水生产线向第三世界国家转

移。留守妇女的就业也是这种不稳定就业的产物，

留守女工回到外发工厂中的兼业工作机会在不断扩

大，她们的选择权也在不断扩大。
三、灵巧的手指、轻盈的身体与流动的订单

( 一) 留守与兼业

年轻女性农民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力军，

灵活的手指和轻盈的身体方便其快速流动。年轻女

性在婚前没有家庭拖累，吃苦耐劳，能够承受较长时

间的加班，她们集中居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中，劳动生

产效率非常高。珠三角地区集中了一大批服装、玩
具、电子等产业，其看中的正是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

力。婚后，由于农民工打工收入不足以在打工地安顿

家庭且输入地城市政府无法或不愿为外来工人提供

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一旦结婚生育特别是生育二

胎或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大多数“打工妹”不得不离开

打工地回到家乡照顾家庭从而形成拆分型劳动体制，

即离散型家庭被迫拆分成两个或多个部分，一般男人

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在家乡负责照料老人和孩子。
我十七岁出外打工，在东莞石碣电子厂打工八

年，结婚后第一个孩子一直放在娘家带，后来又生二

胎。现在老大也要上小学了，每天要接送到镇上读

书，老人搞不定，只能辞工回家。( 20171003，访谈女

工美芝)

农村女性一旦返乡留守就基本上退出了有薪劳

动领域。她们在农村耕种少量土地，从事家务劳动和

自产自销的蔬菜果园种植，这些均是无薪劳动，没有

现金收入但较为闲暇，多数情况下只能靠打麻将来打

发时间。G 县 H 镇是一个相对偏僻的小镇，几乎没有

流动人口，小镇商业非常落后，只有逢年过节农民工

返乡回家时才热闹几天，但是小镇上有七家麻将馆。
我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刚开始回到村里生活非常

不习惯，没有事做，听不懂当地话。老公常年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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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装修，每个月都会打钱回来，算是全家的生活费。
我每天接送两个孩子到镇上上学，种种菜，每天只能

靠打麻将来消磨时间。( 20180404，访谈女工杏秀)

某种程度上，留守工厂的出现正是拆分型劳动

体制的产物。一方面，珠三角庞大的电子、服装和玩

具等代工产业需要大量娴熟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

些娴熟的劳动力在拆分制生产体系下不得不返乡留

守。美桃四个亲生姐妹是 H 镇最早外出的“打工

妹”，1988 年春节后，美桃辍学前往东莞石碣，进入

台达电子厂工作。在美桃的介绍下，G 县 H 镇的女

孩子陆陆续续外出打工。美桃夫妇是最早把电子产

品组装业务引入 G 县加工的老板，因为美桃的丈夫

在东莞的电子厂做管理层干部，2008 年，她们开始

尝试把东莞的电子零件运送回 H 镇加工组装②。如

今，H 镇有四家外发厂，共雇佣 100 多名女工，其中

绝大多数是留守女工③。
外发工厂规模取决于订单的稳定以及劳动力的

充足，姐妹情谊是留守工厂管理的最大特色。由于

留守女工都有在外打工经历，本身就是娴熟的劳动

力，因此她们能够尽快适应电子厂的生产。外发工

厂只有少量未婚女工④，一般是刚从学校毕业、年龄

太小进不了正式工厂的童工，或者是父母还不放心或

找不到合适的人带出来的女工，她们暂时在外发工厂

打工; 另外，寒暑假时期外发工厂也会大量招学生工。
打工十多年实在累了，身体不行。在东莞石碣

也开过早餐店，开过服装店，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

小孩在东莞那边没有办法上学，进不了公办学校。
十年前我们开这个厂，是四个亲姐妹一起合作的，

订单是从东莞那边接的。每天在高速公路出口等

货发货，如果没有高速公路这生意可能估 ( 做) 不

成。后来四个姐妹又各自分开来开厂，到现在规模

都差不多。规模大了我们也管理不好，( 具体规模)

完全取决于订单，但是订单又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 20170404，访谈厂长美桃)

( 二) 弹性工作时间

从居住形态来看，留守女工一般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在县城或乡镇租房或购房，主要是考虑孩子上

学方便; 二是在村庄居住，每天早出晚归。为了照顾

孩子上学和女工居住的实际情况，外发工厂一般上

午九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平时晚上一般不加班。

工人在学生放学后可以请假接孩子或直接回家。工

厂实行计件制，但是也会设置全勤奖，以鼓励工人尽

量多投入工作时间，不轻易请假。

在周六和周日，外发工厂的上班时间会适当延

长，因为周末工人不用接送孩子上学。如果订单紧，

会尽量安排在周末加班，周末加班还可以发动家长

带孩子一起加班。外发工厂也不会完全按照国家公

众节假日的规定放假，因为在这些假日女工不用接送

孩子，反而上班时间最长、效率最高。例如，国庆节一

般调休有七天连续假期，但外发工厂一般只会放假一

天，其他时间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当地特殊节日、

吉日或者农忙期间，工厂会专门放假以满足工人的需

要。农村办喜事一般要挑选吉日，乡亲都要去帮忙或

赴宴席。春节假期最长，约一个月，一般在腊月二十

四之前工厂就已经开始放假，直到元宵节后工人才陆

续上班。新房入伙、婚嫁丧葬、生日升学、动土迁居等

都是工人停工或请假的理由。另外，如果有家人生

病、学生家长会、春播秋收甚至灌溉或打农药等临时

性事务，工人也可请假。一年一度的社火节以及 G

县流行的物资交流展览会也是固定的放假日。

这些弹性的放假和请假规定也反映出外发工厂

女工的兼业特点以及乡谊生活图景。高度弹性化的

工作时间安排充分反映了留守女性的留守职责，她

03

②

③

④

美桃的妹妹在接受访谈时说，促使她们四个姐妹下决心回乡办厂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亲哥哥 1999 年在工厂患白血病

去世。当时她们家兄妹五人在同一家电子厂打工，哥哥得病后就回家治疗，没有向工厂提出任何赔偿。当时没有工伤

保险，也没有维权意识。
留守女工都有在外面打工的经历，而且大部分做过电子厂工作，这与 G 县早期外出打工主要是到东莞石碣和石龙镇电

子厂有很大关系。东莞密集分布着大量的电子代工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生产基地，长期在外打工的留守女工

形成了一定技能积累优势。
未婚女工之所以不愿意在外发工厂打工，是因为外出打工收入相对较高，还可以增长见识，并且不用受到家庭的约束，比较

自由。



们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下劳动再生产的坚强后方，留

守女性既要照顾老人和小孩生活起居，又要耕作劳

顿，维持家庭生活必需的农作收入。随着农耕机械化

的发展，农事的体力强度在下降，留守女性投入农事

的时间和体力也在下降，她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进厂打

工，留守工厂的时间安排适应了留守女性的需要。
我们厂里有两个女工都是熟手，在县城租房子

住，都有两个孩子。但她们的孩子实在太调皮，带到

厂里来太淘气，影响厂里其他人的工作，因此，到了暑

假我们就跟这两个姐妹商量，她们暑假就不用来上班

了，回家带孩子。其他姐妹都会把孩子带到厂里来。
我们有一个小房间给小孩子做作业和玩，大一些的孩

子做完作业后会帮父母一起做些活。每年都是这样，

因此暑假厂里会多出很多人。( 20171004，访谈厂长

春桃)

越来越多的农民迁居县城或集镇。由于村办小

学生源萎缩，师资严重不足，只能延聘退休教师上

课，正常课程开设几乎都无法维持，很多学校已经面

临关闭。大部分村民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乡镇或

县城上学。因此，留守妇女只能在城乡之间、在打工

与农作之间多元身份交织，在客厅和工厂之间不断

变换身份和职业，外发工厂灵活的时间安排适应了

留守妇女这种不断变换的身份需求。
我们镇共有十三间村级小学，每间学校平均下

来四个年级不到三十个学生，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

集中在镇中心小学住宿。村级小学每个年级只配一

名教师，而且有半数还是返聘的退休教师。这些学

校严格来说只是一个教学点，根本无法配备英语教

师。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农村小学三年级必须开设

英语课。我们只能由镇中学派出一名英语教师在十

三间小学轮流教学，每个学校每周上一节英语课，一

个学期下来，只能教会 26 个字母。所以有点能力的

家长 都 想 办 法 把 小 孩 送 到 镇 上 或 县 城 读 书 了。
( 20180204，访谈小学校长统文)

( 三) 现金收入

农业产出商品率太低，打工收入成为中国农村

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农民为了寻找现金收入，被

迫离开土地外出打工。自 2008 年开始，G 县抓住广

东产业调整的机会，从广东佛山引进了多家陶瓷企

业，兴建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陶瓷工业园。工业园大

量使用男性劳动力，只有少量岗位使用女工。另外，

与 G 县相邻的 F 市引进了富士康，解决了一批女性劳

动力就业。陶瓷厂和富士康都提供住宿，订单比较稳

定，但是工业园企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劳动强度

和劳动时间要求相对较高，不方便女工照应家庭。
但当地产业转入过程中带动了 G 县的一批电子

外发产业，其中还有个别电子厂是直接承接富士康的

外发订单⑤。留守工厂都是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没

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工人上班的时间取决于小孩上

学和离家远近，因此工人的收入差异非常大，因为每

个人投入生产的时间不一样。工厂一般会设置全勤

奖，规定每个月最少工作多长时间可以领取全勤奖。
留守女工普遍反映，电子厂的收入可以极大地

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每个月

2000 元不到的收入可以解决家庭的日常开支，男人

在外打工赚钱可以用来对付家庭大件支出，如盖房、
小孩上学和医疗等等。熊秉纯认为中国台湾 20 世

纪 70 年代“客厅即工厂”女工的收入和工作都是家

庭的补充，但是 G 县留守妇女的收入可以维持拆分

型家庭的正常开支，是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现在农村生活每天的开支也不小，什么都要买，

连水都要买，因为村里的水源已经污染了; 再说，大

家都是买水喝，也有一个攀比。城里租个房子也是

一笔负担，还有人情世故往来，根本存不下钱。
我们家男人一直浙江打工，基本上一年回来一

次，往返车票费钱，还耽误活，一年下来到手也就两

三万( 元) ，家里结婚盖房子欠了不少钱，只能慢慢

还。如果我不去电子厂上班，家里经济就会很紧张。
现在 小 孩 的 花 销 也 越 来 越 多，还 要 报 辅 导 班。
( 20180223，访谈女工红英)

( 四) 管理与冲突

非正规就业的工厂女工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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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富士康的订单要求比较高，一般的外发工厂很难有实力承接，所以外发工厂整体订单承接并不稳定，在外发工厂工作的

女工收入整体比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工要低。



环境下工作，她们工资收入低，工作条件差，没有正

式的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游离于国家劳动法律

保护之外。外发工厂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

基于乡谊和亲情的互动，大多数情况下雇主需要与

工人维持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工人多数

来自周边农村，而且以各种亲缘为主。外发工厂本

身也缺乏作为一个严格企业的定位，他们没有注册

登记，没有工商执照，没有纳税记录，没有劳动合同。
代工企业竞争非常激烈，订单层层转包，代工老板能

够获取的利润非常透明，所有利润均来源于严格和

高效的管理水平。如果碰到产品质量不达标需要返

工，那么这个订单肯定会亏损。老板经常会因为订

单返工与工人发生矛盾，互相埋怨推卸责任。外发

工厂并没有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⑥，工人与老板就

单价和交货时间进行口头约定，工资每个月结算一

次，如遇到急需用钱工人可以预支工资。工厂经常

发生资金周转问题，拖欠工资情况几乎普遍存在，工

人对此一般没有什么怨言。
我们以前都是接( 江西) 赣州的订单，赣州又是

接东莞的单，一层转一层，赣州做不完就外发给我们

做。有实力就不用接二手单，二手单利润低。实力

就是要有大厂房，自己添置好的设备; 但这样风险也

大。我们经常做赔钱的生意，或者是质量达不了关，

或者是交货不及时，都要扣钱。( 20180405，访谈厂

长胜文)

亲缘用工模式容易带来一些管理问题，跳槽在

外发工厂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基于亲缘关系，工

厂管理一般比较人性化，无论是老板还是工人都希

望不要把矛盾外化。老板希望工人尽量稳定，不要

跳槽; 工人往往会抱怨订单苛刻难做，老板赚得太

多。如果某家工厂管理不到位，如伙食不好，经常拖

欠工资，或者单价过低，这些信息会很快传播开来。
但是，如果工人想跳槽，对老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没

有面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跳槽可能意味着亲戚

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女工们一般会选择忍让，或

者找其他理由辞工。

在镇上做工，跟在外面做工不一样，这里都是熟

人，大家要给面子，进哪个厂跟哪些人一起做，不只

是工资的问题，还要看各种关系。我以前进的厂是

老公表弟的厂子，他们欺侮我是一个外地人，我后来

只好找借口，在深圳待了一个月，这样才算是辞工

了，然后再进现在这个厂子。( 20181003，访谈女工

美玲)

四、选择的力量

留守女性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得益于全球化生产

体系下劳动密集型外包产业的转移，外包产业转移

又受制于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市场成

本上升的影响。留守妇女在经营家务的同时，在乡

镇和县城电子厂从事非正规就业，这种非正规就业

的劳动管理一直受到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劳动条

件恶劣，没有劳动保险，没有合同，没有社保; 女性的

兼业是父权制压迫的延续，妇女们为了照顾家庭，不

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离开打工地回到家乡。从事

农作和家务这些无薪工作更是遮蔽了她们劳动贡

献，使得她们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田野调

查发现外发工作同样赋予了女工选择的权利。
( 一) 经济独立

从沿海打工生活回到村庄留守，对于女工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除了生育带来的繁重抚养

压力和责任外，经济上窘迫和无助以及陌生生活环

境都会带来直接的压力。在返乡之前，大部分女工

其实很少有在夫家长期生活的经历，一般每年只是

春节回来住上十天半个月，又匆忙返回工厂上班。

夫妻两个在外打工，收入保障度稍高。当女方迫于

家庭原因被迫退出劳动领域回乡从事家务和农作

后，家庭负担突然变得沉重。男人总是埋怨女人在

家花钱太多，不会省钱; 女人总是埋怨男人赚钱不

够，往家里寄的钱太少。很多留守妇女养成了记账

的习惯，把每个月的花销记录下来。记账的主要目

23

⑥产品缺乏质量监管，必然会出现一些交货质量不达标的问题。但因为订单层层转包，老板和工人对订单的质量要求把

握不准; 又因为订单价格低，利润薄，老板和工人积极性不高，重视程度不够，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返工现象。不可忽

视的是，订单返工造成的损失往往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仅是预期的利润没有了，雇主要另外支付返工费，同时还会严重

影响工厂的信誉。



的是给家庭一个交待，证明自己没有乱花钱，这同时

也反映了妇女在家庭中受限的经济地位。
留守打工能够帮助妇女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

位。一方面，留守妇女的再就业可以有效地改善家

庭经济状况，弥补家庭日常收支，提高家庭生活质

量，还可获得夫家的尊重，在处理与夫家关系时提高

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做外发是留守妇女在

承担家庭重任之后的主要收入，她们可以自主选择消

费方式，从而进一步获得家庭的发言权，提高自信。
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总是钱紧，每次回娘家

都是很窝火，因为自己没有收入，买点礼物回娘家都

要看男人脸色，老公不理解，婆婆不理解，总是风言

风语的。( 20181005，访谈女工晓花)

留守妇女重返工厂也获得了重新分配家务劳动

的机会。一些女性开始拒绝再从事农作生产，农作

生产的经济效益非常低，小块土地耕种是一种过密

型生产，造成劳动力大量浪费。收入控制是确立妇

女工资工作与家庭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女性获得

工资性收入后能够在家庭层面产生平等的性别关

系，帮助她们在家庭决策中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将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基于血缘、继承和从夫居这些家

长制规则长期塑造的女性服从地位。
种田非常累，初中毕业到深圳打工后，就没有种

过田，现在回到村庄要种田，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

了，一切都要从头学; 闲在家里又没有其他事做，只能打

麻将，公婆看不顺眼。他们下地干活，自己也只能一起

去做。现在进了电子厂，终于解脱了。( 20170405，访

谈女工秀英)

婆媳关系一直是农村家庭矛盾的主要内容，传统

农村通过分家来解决这一矛盾。分家是确立代际交

换新规则和家庭权力再平衡的一种模式。留守家庭

一般不分家，无论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和子女留守所

造成的不分家，还是夫妻一方外出一方留守( 留守妇

女需要兼顾田地劳作和接送子女上学) 出于不得已而

选择不分家，都是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20］(P85)。但

是不分家造成的后果可能是代际关系紧张，因为男性

在外打工，缺乏婆媳关系的中介协调。
传统家庭妇女的地位很低，从夫居更是强化了女

性的从属地位。多数传统家庭的决策权都由公婆掌

握，大部分女人没有话事权，走娘家亲戚、礼节来往、
逢年过节送红包、给小孩买衣服这些经济支出都做不

了主，要看公婆脸色。如果男人外出打工的话，妇女

在家庭的处境更为弱势，甚至会激化婆媳矛盾。参与

留守工作以后，妇女可以暂时摆脱这种从属地位。
村里的媳妇以前都是天天打麻将，田地活不会

做，越坐越懒，全家靠儿子一个人在外打工，日子越

来越紧，矛盾自然多，双方看不惯。媳妇到镇上上班

后，田地活很少做了，每个赶集都是她出钱买菜，小

孩的花销也是她来负担，跟我们经济上往来就少。
以前每次遇到花钱的事就吵架。( 20180404，访谈女

工红秀)

( 二) 社会网络

打工生活丰富了留守女性的社会关系，她们有了

独立自主的交往网络。外发工厂没有严苛的工作纪

律，女工普遍反映上班不像以前在东莞电子厂那么紧

张，她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工作。车间管理文化也高

度人性化，老板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是一种基于

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控制关系。这种工作方式极大地

满足了女工的需求，在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弹性化

安排下，女性扩大了自己的社会交往空间。工人一边

上班一边聊家常，聊家庭杂事和邻里纠纷，这其实也

是女工的一个情感释放过程。她们从沿海打工再回

到乡村后，其实生活和心理状态与农村生活是脱节

的。她们对农事已经越来越生疏，但返乡后她们不得

不重新从事农作。她们也不习惯单独与公婆相处、与
陌生的邻居相处，因此重返工厂上班使女工有了自己

的社交生活，得以重建姐妹情谊，重塑自我认同。
我嫁到李村十多年，每年春节回家小住十天半

月的，跟村里人都不熟悉。我是外地人，刚来听不懂

当地话，没有说话的地方。回到镇上上班，好像又回

到了东莞工厂，我很少回村里，大多数时候我宁愿带

着孩子住在镇上。( 20180404，访谈女工杏秀)

尽管留守打工使女性的工作时间更加紧凑，更

加忙碌，但它能够帮助女性走出村庄，暂时摆脱沉重

的家务压力，从而有了相对自主的支配时间。她们

可以结伴上街购物，可以聊天谈心，可以诉说生活压

力和家庭压力，可以议论人情世故，可以重新安排自

己的闲暇生活。她们成了镇上广场舞的主力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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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镇上美容店的消费主力。她们把在沿海打工时期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带到了家乡小镇，进一步激

活了乡村的公共生活。
镇上死气沉沉，年轻人都外出了，每年就是过年

那几天热闹下。现在电子厂越来越多，村里的女人

们都跑到镇上来打工，也带旺了镇上的消费。镇上

有几支广场舞队，还相互比拼人气。女人们一般不

会在村里跳广场舞，因为有些村民观念上还不能接

受，她们只能结伴到镇上来跳舞。
县城到镇上的公交车经过我们村，但我就是不

愿意坐公交车，我宁愿选择自己骑电动车，这样自

由。我可以来去自由，安排我自己的下班时间，在城

里转转，或者跟姐妹们聚聚，看望老朋友，家里人也

管不着。( 20180223，访谈女工满红)

社会经济地位是理解传统性别契约的核心。政

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福利还远没

有实现，他们无法把家庭安置在打工地，只能是夫妻

一方退留农村。留守妇女的职责是留守农村从事家

务和田间劳动以及照顾孩子和老人，男人在外打工

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义务。但因男人无法负担全部

的家庭支出，无法承担家庭再生产的全部压力，留守

妇女不得不在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投入外发

生产中。在获得工资性收入后，女工们可以控制自

己的收入。大多数女工反映自己的老公不会计算她

们的收入和开支，因此她们有了相对自主的工资支

配权，同时姐妹情谊也可以帮助女工传习自主策略。
有些男人会来打听自己老婆在厂里的收入，怀

疑老婆存了私房钱，我都是对他们破口大骂，没有用

的男人才会算计女人这点钱。我以前也是与老公分

居两地，跟公公婆婆相处，跟村里人相处，非常难受。
有些男人不往家里寄钱，全靠女人电子厂的收入撑

下来。( 20180405，访谈厂长美萍)

五、结论

流动开启了对性别权力的重新定义，流动过程

也是女性主体性的获得过程。随着农民工流动的加

剧，家庭的离散化、亲属关系碎片化和劳动力再生产

拆分开始弱化和重构男性家长制权力，这本身也是

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流动中的女性通过自己的劳

动获得工资性收入，解放妇女的家务劳动和无薪农

业劳动，进而冲击传统的性别就业观念。留守妇女

娴熟的劳动技术、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以及丰富的

打工经验在外发工厂得以重新激发，她们成为外发

工厂生产体系中的主力军。外发工厂的打工收入成

为家庭重要经济来源，不仅帮助改善了家庭经济状

况，还帮助她们赢得了自尊和自我认同。资源决定

论认为婚姻家庭中个人所拥有的权威和权力来源于

配偶双方所占有资源的比较，女性在教育和收入等

资源方面要劣势于男性，因此在家庭中处于不利的

地位［21］(P77)。尽管留守妇女家庭事务决策权和家庭实

权一直在强化，但这种强化不一定会增强妇女对家庭

地位的满意度，因为满意度还取决于双方的沟通、尊
重和婚姻互动满足感。经济文化资源和社会性别意

识是实现婚姻平衡的重要因素，有薪工作、对家务和

家庭收入的控制是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性别的核

心［22］(P866)。外发电子厂的打工经验把女工从留守和无

薪工作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局促和陌生的乡村生活中

解放出来，进一步弱化了父权制度下的性别不平等关

系，使家庭的性别关系得以重构并趋于平等。
留守生活是否又是女工的一个宿命循环? 城市

或沿海地区打工地无法承担农民工子女就读、住房

和家庭成员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在拆分型劳动体

制重压之下，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尤其是当她们需

要照顾上学的孩子和高龄的老人时，不得不回到家

乡承担留守职责，接受夫妻分居和返乡留守的生活

而成为留守女性。外发工厂的兼业劳动是她们试图

共同承担家庭生计责任、摆脱乡村生活的束缚、寻找

自我认同的主动选择，但这又何尝不是拆分型劳动

体制下女性的无奈抉择?

近年来，随着国家力量的大规模介入，乡村振兴

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雄伟战略，外发工厂、扶贫车间

以及村镇工厂、家户工厂等一起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政策选项。这些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功能是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而留守妇女则是这部分剩余劳

动力的主体，大部分女工是以兼业方式投入到生产

中的。在外发电子厂打工过程中，女工的工厂工作

受限于家庭照料、农事安排以及各种民间节庆和人

情往来。值得关注的是，她们的兼业生产还往往受

限于市场订单，是一份高度不稳定的弹性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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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固然发现了外发工厂对于解决留守家庭和

妇女就业的重要价值，但也容易忽视工人劳动权益

受损的另一面，从而弱化对这些外发工厂、扶贫车间

以及村镇工厂、家户工厂等的监管责任。目前，留守

女工的兼业生产行为往往游离于国家劳动法律的正

式保护之外，劳动合同、加班费计算、“五险一金”、
童工保护等都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国家劳动法律严格

监管的领域，但是这些工厂中雇主使用的灵活管理

策略和乡谊亲缘关系容易掩盖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

控制。因此，妇女兼业生产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订

单的不稳定方面，更体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

保护不足等方面。从政策供给的角度来看，进一步

促进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工融入打工地，取消针对农

民工的歧视性政策，扩大面向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具体在义务教育

问题方面，全面落实国务院 2003 年出台的关于流动

儿童就读的“两个为主”( 公立学校为主、流入地为

主) 政策，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打工地城市入读公

立学校的问题，这对于化解拆分型劳动体制所带来

的家庭离散化难题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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