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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 2002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引起社会
关注。学界普遍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往往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

进城打工。因此，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生活预期、

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1］。新生代农民工

对农业、农村并不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以城市为坐标，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然而，受宏观社会结构与现实处境的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又面临被城市与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遇，既难以

完全回归乡里，也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2］。为此，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成为学界

关注的焦点。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一

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其中，新生

代农民工选择“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

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分别占到 8.1%和 37%［3］。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在城市务工

一段时间后返乡。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到中国的
经济实体，导致大约 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一时
间，农民工返乡潮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总体来

看，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

关注。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

愿，并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张笑秋以湖南省

为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

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并存的多种意愿，但以定居城市

为主的局面。不同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学

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与心理因素方

面具有不同特征［4］；景晓芬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生

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

别因素与文化方面的 适应等不同程度地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留城与返乡的意愿［5］。另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问题。朱红根等人通过江西

省 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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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特征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对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6］。张秀娥等认为新

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而家乡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态

度、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能力与外部资源可获得性的

担忧，以及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现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能力和主观态度［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则重点关注了返乡农民工的

社会适应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

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

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

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8］，他们在村庄适应方面

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代际差异［9］，常在“扎根”与“归

根”之间徘徊［10］。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发现，从生

命历程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是

与其家庭角色调适相伴随的决策过程，家庭角色在很

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新

生代农民工随着家庭角色的变化开始出现“逆城市化”

流动的现象。因此，政策应该对这种现象作出回应并

进行相应调整［11］。

既有研究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提供了有益的

启示，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仍然大多停留在对其流

动意愿这一假设性问题的探讨上，由于大多数新生代

农民工仍然还在城里打工，其返乡意愿与最终的返乡

行动会出现反差。相关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

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不返乡，但是打工时间长的

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返乡［12］，而且年龄越小并

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13］，年龄越

大的农民工则越倾向于返乡［14］。换言之，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在未来仍将是一种社会常态。而当前学界与

政府的关注仍在单向度的城市化与市民化方面，对新

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缺乏足够重视。

沙村隶属于云南省平县西部，是西南地区一个

普通的小村庄。沙村距镇政府所在地 34公里，交通
不太方便，距县城 34公里。沙村下辖 9个自然村。
村庄现有农户 459户，人口 1868人，其中农业人口
1852人，劳动力 984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810
人。外出打工的人数近 200人，多为中年男人和离校
青年。据沙村会计统计，全村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

工（16-30岁）大约有 72人，本村返乡新生代农民
工的数量已达 35人，占了一半左右。这些返乡的新
生代农民已经在家待了一年以上，且不准备再去县城

以外的城市务工。

本文以云南沙村为例，运用个案访谈法与参与观

察法考察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

应，进而对当前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2014
年春节期间，笔者走访了沙村 3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
工家庭，访谈了 1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个案。此外，
笔者还访谈了这些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的家人和朋友，

以便更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

适应状况。

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动因分析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主要归结为

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比如 2008年经济危
机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学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才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然而，金融危机主要

影响的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对第二代农民工就业

的影响相对较弱。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一些地

方再次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现象。因此，仅

仅从这一结构性因素去考量新生代农民工返乡，难以

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内已有的

研究比较重视以历史眼光的宏观视野来分析个人命

运，大部分研究忽略了在历史社会事件所构筑的限制

性环境下个体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与能动性。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对于个体的

返乡选择、返乡时间点以及返乡后的社会调适，却需

要他们在既有结构背景下作出策略性适应。本文作为

个案研究，无法从一个大数据的角度去描述一种结构

性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但个案研究的长处则

在于能够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生的复杂性，进而

挖掘促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与机制。对云南沙

村 3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的统计发现，他们返乡主要
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

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的影响（见表 1）。
表 1 ：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四种主要原

因及其人数

返乡原因
家庭生活
事件

家庭生命
周期

主动逃离
城市

工伤事故

返乡人数
（35 人）

9 13 11 2

1. 家庭生活事件的发生

家庭生活事件指的是家庭中发生诸如老人过世、

父母生病、失业等变故。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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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子，其选择工作的地域受到家庭生活事件的影

响，一些重大的家庭生活事件会促成青年农民工选择

返乡，以便照顾家庭。沙村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生活

事件的影响而返乡的有 9人，约占返乡总人数的 1/4。
个案１：小陈，男，22 岁，未婚。高中上了两

年之后去浙江、上海打拼了 4 年。4 年里他每个月都

往家里寄 1000 块钱，自己也有了一点积蓄。2012 年

过年的时候由于爷爷病重，他就赶回家。爷爷在过年

之后的几天去世了，他是最疼爱小陈的人。爷爷去世

以前一直告诉小陈一定要回家，家是自己的根本。因

为家里只有小陈一个孩子，在爷爷去世以后，小陈选

择在家和爸爸一起养蚕。

个案 2：小徐，男，26 岁，未婚。初中毕业（16 岁）

之后开始打工。他曾在昆明打过工，也跟村里的伙伴

去过浙江。在外漂泊了 10 年，换过很多工作，每个

月也有两三千块的收入，但是没有太多的积蓄，收支

勉强平衡。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2012 年，他的母

亲得了重病，家里叫他回去帮忙照顾。家里只有他和

一个已经嫁人的姐姐。小徐回家之后，一边帮着父亲

照顾母亲，一边在县城的一个超市做物流工作，每个

月 2200 元。对这一变故，小徐开始有点无奈，但是

慢慢也适应了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而且发现在家里

工作反而能够有一些积蓄 ：除去各种开支，他现在每

个月能够结余 1500 元，这能帮母亲支付一些医疗费，

也让他觉得自己成熟了一些。因为“在大城市有各种

新奇的东西，总是想着去尝试，而县城毕竟可以玩的

东西少，物价也相对低一些”。

在案例１中，小陈是因为爷爷的去世而选择返乡

的。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一女一男户和一

胎化现象也日益增多，这就使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男孩

子通常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家庭的责任。而小陈、

小徐的选择都是这种情况。22岁的小陈，不仅学习
能力很强，而且交际范围广，对城市生活能很好的适

应。但是一些家庭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一些至亲的人发

生变故对于他们会有较大的触动。在个案 2中，对小
徐来说，母亲突然生了重病，尽管有些无奈，但也不

得不返乡帮忙照顾母亲，进而选择县城附近就业，继

而发现这个结果也不错。不仅可以帮助到家里，也感

受到了自己的成长。返乡照顾家庭和就近务工，使他

觉得自己开始变成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2. 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

家庭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将生命

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的发展，社会关系或角色的不

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包括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不

同阶段。一系列根据家庭结构与规模变化划分的人生

不同阶段，强调从不同世代的转换来分析个体的社会

阶段，以及将关系或角色的视角被作为生命历程理论

重要的出发点。具体来说，生命周期理论重视人的社

会角色，某一阶段稳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会给人提供方

向和规则，相应的，个体被锁定在一系列社会期望和

非正式关系中，进而带来一种责任感，保证人格的稳

定，同时也保证了个体生活的稳定，使各种危险与意

外的可能性最小化［15］。新生代农民工恰是处于谈婚

论嫁、生育子女的时期，这一拐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返乡形成较大影响。在沙村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中，

由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而选择返乡的人数有 13
人，居返乡原因的首位。

个案 3：小虹，女，20 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

学，到珠海打工两年。她说去了外面才知道自己视野

太窄了。大城市里的女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漂亮的

衣服，都很会打扮自己。工厂里的很多男同事都对小

虹表示好感。小虹说，在打工的这段时间里，她已经

处过三个男朋友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都分手了。分

手之后她回到老家，村里的很多男孩也对她表示了爱

意。在父母的催促下，小虹和村里一个比较老实的男

人结婚了。小虹告诉笔者，她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

安稳下来以后也准备生个孩子。“就和我妈一样平平

淡淡的在家乡安稳的生活下去。”

个案 4：小天，男，27 岁。曾在福建、广东打工

7 年，主要在工地上做建筑工，相对比较劳累，经常

要顶着高温作业，有时候还得高空作业，有一定的风

险。这些年，小天勤勤恳恳，有了一些积蓄，但是在

外面一直没有女朋友。2013 年春节，在家里人的介

绍下，小天在当地娶了一个媳妇，从此就不再外出打

工了，而是选择在家干点农活，并偶尔到县城去打些

零工。他说，在外总有一种漂泊、找不到家的感觉，

现在自己成了家，不想继续过那样的生活，在家里虽

然钱赚的少，但日子也还是能够过下去。

在个案 3中，小虹选择返乡的初因是感情受挫，
但是之所以返乡后不再外出打工则是因为到了结婚的

年龄，而在父母的催促下，他与村里的一个男人结了

婚。然而，在结婚之后，小虹又到了生育孩子的阶

段，这又使得她需要在家完成这一生产的过程。事实

上，在其他案例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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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孩子之后还得面临照顾孩子的问题。此时，男

性作为家庭挣钱的主要劳力一般仍会继续外出务工，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往往觉得孩子还小而难以割舍，

最终选择继续留在家里，成为留守的新生代妇女。家

庭生命周期中结婚这一节点对于男性农民工来说也会

产生重大影响。案例 4中，小天在外打工 7年，但是
就在回家结婚之后，不再选择外出务工，其原因就是

不想继续漂泊，而想在成家后过安稳的日子，能够找

到“家”的归属感。既有研究也显示，年龄越小并未

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而务工时间

长、年龄大并已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倾向于返乡

生活。

3. 逃离城市的主动选择

家庭生活事件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某种程度

上更多是由家庭力量推动的结果，许多新生代农民工

从意愿上来说是一种被迫返乡。当然，其中的一些新

生代农民工在经历结婚生子这一阶段的时候，也做出

了策略性适应，主动返乡。除此之外，笔者发现了一

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许多农民工在经历了城市生活

与农民生活之后形成了对比与自我反思，而主动选择

返乡务农或者创业。在沙村，逃离城市而主动选择返

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 11人，仅次于家庭生命周期的
影响。

个案 5：小霞，女，18 岁。曾在广州一家纺织厂

打工，由于经常倒班次的缘故，小霞的生活基本上就

是吃了睡、睡了吃，平时都没时间出去好好玩。住在

公司宿舍，自己不能够做饭，外面的餐馆又太贵，所

以小霞的食物主要就是泡面或者零食。小霞说每次上

班都要打卡，干什么都要限制时间，每天都被限制在

那个小的空间里，感觉像坐牢一样。每个月的工资都

花光了，有时候还会和同事借钱。别说赚钱给父母寄

回去，现在不让父母给自己寄钱已经很不错了。2012

年 9 月，小霞从广州回乡，身上仅剩 100 多块钱。回

到家以后她去了一次自己的母校，看见门口有很多卖

东西的，然后突发奇想，在小学门口卖起了炸土豆。

她说现在每天都 9 点左右才起来，然后把东西都准备

好，到下午 6 点就可以回家了。返乡后的生活让小霞

感觉很充实。

个案 6：小山，男，25 岁，家里还有姐弟两个。

小山最初在县城里学理发，但是不到一年，他就离开

了家乡到深圳。那时的他对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充

满了向往。他最初在一个皮鞋厂干过三个月，然而很

快就待不下去，他觉得在工厂里的生活太过单调，请

假出去玩都很困难。于是到 KTV 当服务员。在 KTV

里工作，小山觉得相对自由一些，没有太大的管束，

而且一群同事年龄都相差不大，经常能够玩到一起。

在工作之外，他们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溜

冰等等。然而，在 KTV 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他每天

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突然思考起一个人生活到底是

为了什么。他想到自己黑夜与白天颠倒的工作，以及

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当午夜客人逐步散去，拖着疲

惫的身躯走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他突然感觉自己特别

渺小，这么大的城市，不知道哪里是他的归宿。他开

始厌恶自己现有的生活。2011 年过完年之后，小山

没有再返回深圳，而是选择在家乡小镇开了一个理发

店。他认为，现在的生活更自由，这是为自己打工。

在个案 5中，小霞返乡原因是无法适应城市工作
与生活，且对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极度不满。城市的

作息时间、工作环境、生活节奏、消费方式都让他觉

得如同“坐牢”一般。而相比而言，乡村自主的工作

节奏与生活习惯都让她感到很舒服。在个案 6中，小
山也曾沉醉于城市的灯红酒绿，在城市中与朋友过着

“自由潇洒”的生活。但某一天想到了自己浑浑噩噩

的生活状态，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所归依。于

是回家后重操旧业开了一家理发店，其意在为自己打

工，开启新的生活。由此看出，新生一些新生代农民

工已经开始对城市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以及对人

身控制严格的时间安排反感，对被异化的工作生活进

行反思，渴望在精神与身体上获得自由，形成了个体

的独立自主意识，进而选择主动逃离城市。这种意识

已经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中萌芽、生根。

4. 工伤事故后引发的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合法目的和原因而基

于种族、肤色、宗教、政治见解、民族、社会出身、

性别、户籍、残障或身体健康状况、年龄、身高、语

言等原因，采取区别对待、排斥或者给予优惠等任何

违反平等权的措施侵害劳动者劳动权利的行为。新生

代农民工相对文化水平较低，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不很

高的职业。女性往往进工厂或者服务业；男性多数人

则在建筑业、采矿业、五金加工业等以重体力劳动为

主的行业，工作相对劳累。风险性也比较大，工伤事

故时有发生，在沙村总计已经发生 2例工伤事故，小
伟就是其中 1例。
个案 7：小伟，男，22 岁。初中毕业后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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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金零件加工厂上班，因为做工比较复杂，小伟学

了很久还是不怎么熟练。一天由于操作失误，小伟失

去了两个手指。加工厂只给他赔了 5000 块钱，说是

由于小伟自己的操作失误，所以公司不负全责。由于

这个缺陷，小伟在后期的找工作中接连受到歧视。无

奈之下，小伟回了老家。他说 ：“自己不会再出去了。

去外面会更加自卑，在家里则好很多，乡里乡亲的遇

到什么事情，大家也都会帮我搭一把手”。

在个案 7中，小伟返乡就是因为在工作中的失误
致使自己的手受伤了。此后，他不断遭遇就业歧视，

最终无奈返乡。在他看来，企业都是利益至上，“那

些人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情味，也看不起

自己，进城打工要受很多的气”。而返乡后，老家的

人并没有因为受伤而看不起他，而是热心地帮助他，

让他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综合以上分析，从沙村的情况来看，受家庭生活

事件和一些意外工伤事故的影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

被动选择返乡。而在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家庭生命周期

中的拐点时往往采取主动的策略性适应。一些人主动

选择返乡，恰恰是因为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以及自

我再定位。显示“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

无论何种原因，青年农民工返乡，最紧迫的是在

乡村社会中就业立足，重新适应乡村社会的生活。一

旦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充分就业并且融入乡村社

会，则可能出现排斥乡村社会而出现“游民化”的风

险［16］。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后，

无论在就业还是生活方面，都存在难以适应的现象。

从沙村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来看，某些人在适应方面

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出现“返乡 -进城 -再返
乡⋯⋯”的反复。但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

很快融入新的工作生活。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

返乡适应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就业选择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

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第二代农民工，很少接触农业

劳动，社会普遍担心他们无法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从

沙村的受访者来看，他们认为返乡务农技术上并不存

在多大难度。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很少直

接从事粮食作物耕种等农活，更多人选择了技术含量

较高的果树种植业或者养殖业。案例 1中的小陈在返
乡后便和父亲一起养蚕。“出去打工前就在家里帮忙

过，养蚕容易得很”。而返乡的小超则和父亲一起在

家种核桃。核桃树不需要精心打理，每年收获的季节

相对忙碌忙，其他的时候小超就会想着自己做点小买

卖。他说“在家里就是自在，干什么都是自己决定”。

他很享受这种生活节奏。除了务农以外，许多新生代

农民工返乡之后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者自主经营一些买

卖。如案例 5中的小霞和案例 6中的小山，自己给自
己打工。还有一些人则在乡镇和村里开起了饭店，成

为一名厨师。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

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对于各种技术的学习能力大

大增强，他们返乡就业后的选择凸显出技术化的特点。

2. 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

最终定型化的特点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城市

生活多年，返乡初期阶段几乎都有一个不适应的阶

段。这种不适应既体现在物质生活中，也体现在精神

生活中。物质生活上，对于这些已经习惯城市里洁净

的基础设施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最难容忍的是一些

比较落后且肮脏的基础设施，他们普遍感觉“老家的

厕所真是太脏了，应该像城里一样用水冲”，有时候

他们也会怀念城市的一些美好与便利。在精神生活上，

尤其在娱乐活动方面，他们觉得太过匮乏。“农村晚

上 10点左右就很难见亮灯了，在城市这个时候夜生
活才刚刚开始呢”。小陈的话基本反映了农民工返乡

初期的普遍感受。这种不适应，甚至使一些返乡的新

生代农民工再度进城务工。25岁的小六子在外打工 5
年之后于 2011年就曾返乡就业，但在回乡半年之后，
觉得农村生活单调便再度进城务工。2012年 8月他
再次回乡，并开始跟父亲一起种植核桃。“城里留不

下，回乡没意思”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想法，

这也使他们的返乡历程出现“返乡 -进城 -再返
乡 -再进城 -又返乡⋯⋯”的循环过程。经历了这
样的反复，他们才能逐步主动或被动地适应村庄的社

会生活，直至获得内心的平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开始还是不太适应，内心也有点不甘心，总想在城市

里折腾一下，现在基本上适应了。村里回来的小伙伴

越来越多，平时我们也凑在一起玩，而跟老乡的距离

现在也近了，家里的农活也能上手了，我们家今年的

核桃收成不错。”小六子的这一心态转变，成为不少

返乡农民工村庄社会适应的缩影。这也提醒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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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不适应，无需太过急切，只要

有足够的调整时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并

非是一个完全无法克服的问题。

3. 返乡社会适应状况存在类型差异

这与是否主动返乡的意愿紧密相关。新生代农民

工的返乡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前述农民工

返乡适应出现阶段性、反复性的特征，在被动型新生

代农民工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而主动型返乡的新

生代农民工，其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则要顺利一些。具

体表现为回乡目标比较明确，适应时间较短，而且较

少出现纠结的状况，而且快速融入到了村庄的社会交

往之中。“我们在城市里的一些新鲜事都会和老乡分

享，老乡们则跟我们谈论村庄的历史、各种趣事，还

有各种生活经验，平时有个事都相互照应，生活挺开

心的。”小陈说，他和老乡们交流十分亲切。由此看

出，这些主动选择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是因为

能力欠缺而返乡，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喜欢乡村社会的

生活节奏，尤其是从熟人社会网络感受到了人际间的

温暖，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的

空缺。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动因及其社会

适应调查发现，当下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少是因为结构

性失业被迫返乡的，绝大多数是受到家庭生活事件、

家庭生命周期、工伤事故以及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

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的现象开

始发生。与第一代农民工多从事普通农业存在较大差

异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就业选择主要呈现

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特点。从返乡意愿与外在推

力因素上，可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

两种类型。二者在返乡的社会适应中呈现出差异，主

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到乡村

社会的生产生活当中。因此，返乡带来的是更加自由、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而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

工则会面临初期的不适应，甚至出现“返乡 -进城 -

再返乡 -再进城 -再返乡⋯⋯”的反复经历。不过
绝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后都能克服这种返乡适应

困境，并最终在村庄生活中安定下来［17］。

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第一代农民工

已经返乡或者正在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愿返乡，

也返回不了家乡。当前政府应当将焦点对准新生代农

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而通过对新生代农民

工返乡的研究表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一些新生代

农民工已经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返乡，进而可能出现

一种逆城市化的趋势。尽管这样的现象刚开始发生，

而且一些返乡的新生代农民也出现社会适应的困境，

但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调适之后，这并非是一个无法

克服的障碍。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新生代农民工

流动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逐渐完成城市化，这在政

策上应该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然而，很大一部分农

民工还要返乡，农民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社会现象

还将长久的存在下去，对于农民工的返乡也无需排

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让愿

意留城的人留下，愿意返乡的人返回农村。因此，建

立一个可以“出的去”，又能“回的来”的政策制度

与社会空间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

方面可以为农民工流入城镇提供便利的条件和优惠的

政策，但另一方面应当给予他们自由选择返乡的权利。

“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农村也就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蓄

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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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城市计划生育基本政策。

4. 针对青年农民落户城市选择偏好问题，省内

小城镇应该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完善自身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增加对青年农

民落户的吸引力

小城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能够提供的

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工资水平也普遍不高。以黄冈市

为例，全市各县、区城镇平均工资收入普遍停留在

2000元左右。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小
城镇户籍上所附着的权利、权益和公共服务标准也较

低，对青年农民落户的吸引力低。因此，依托小城镇

推进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首先大力发展小城镇自

身经济水平，充分发挥小城镇地价低、劳动力价格低

的优势，招商引资，吸引外地企业落地，提高小城镇

经济水平、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满足青年农民

进城就业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

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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