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多少钱春节不回家 

一

、问题的提出 

据中新 网1月 13日的综合报道 ，1月 19日春运大幕正 

式拉开 ，至2月 27日结束 ，共计 40天。春运期 间，全国将 

有28．5亿人次通过铁路 、公路等交通工具往返于城市和乡 

村之间，其中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记录，达到 

2_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 12．5％。由此来 

看 ，今年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象仍会延续。 

从最近几年春运的情况看 ，大规模返乡过年最主要的 

群体是农民工。按照2006年1月 18日《国务院关于解 

决农 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的界定 ，“农 民工是指户 

籍身份还是农 民，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 、以 

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 

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 民 

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 ，也称”流 

动民工”。据估计，这一类别人 口占全部农村人 口的16％ 

18％。2009年时 ，两类农民工 的数量为 22542万人 ，其中 

外 出务工人员为 14533万人 ，占城镇人 口的 23．4％。广东 

是全国农民工会聚的第一大省 ，据统计 ，截至2009年上半 

年 ，全省流动就业半年以上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达 2600多 

万 ，约 占全国的1／5，其中外省劳动力 1900万人，约占全国 

跨省流动就业总数的 1／3。从地 区分布来看 ，86％以上分 

布在珠三角地区 ，其中深圳 800万 ，东莞 700万 ，广州 300 

万。可见，广东省农 民工的春运之路 ，便是中国农 民工的 

春运之路。 

本文 以2010年 11月初至 l2月底在广东省五个城市 

171个企业中的2679个外省籍新生代产业工人的问卷调 

查资料为依据，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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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返乡意愿 、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并试图将其 

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相结合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给多少补助愿意留在城里过年? 

问卷调查设计了如下问题：“要过年时，假如您能顺利 

买到 回乡的车票 ，给多少补助您愿意 留在城里过年?”在 

4507名被调查者 中，有 2679名广东省之外籍贯的人给出 

了有效信息，其对问题回答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共 155人，约占有效样本的 

6％，第二类 ，即使不给补助，也可以留在城里过年 ，共 244 

人，约占有效样本的9％，第三类 ，给适当的补助，可以留在 

城里过年，约占有效样本的85％。 

1．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年 

什么样的人“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呢? 

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 占37％，女性 占63％，表现出以 

女性为主的特点。 

从文化程度上看，普通高中、中专或其它技校高职类 

占43％，初中类 占30％，大专及 以上类 占25％。与样本总 

体的文化程度结构比较，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选择一 

定要回家过年的比总体样本 比例高出了8％。 

从 目前职位上看 ，普通工人 占42％，文职人员占36％， 

技术工人占15％，基层管理人员占7％，与样本总体的职位 

结构 比较 ，文职人员与普通工人选择一定要 回家过年者 

的比例更高。 

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者占34％，未婚者占66％，离婚 

者占1％。那些结了婚、配偶也在外工作的，回乡过年的意 

志更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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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和出生年代上看 ，城镇工 占21．3％，90后农民 

工 占17．4％，80后农民工 占52．9％。70后农 民工 占8．4％。 

相比于样本总体的身份和出生年龄结构，8O后和90后农 

民工选择一定要回家过年的比例更高一些。 

从籍贯上看 ，来 自湖南 、湖北 、安徽的打工者选择一 

定回家过年者的比例相对较高。 

2．即使不给补助，也可以留在城里过年 

回答即使不给补助也可以留在城里过年的男性为 

103人 ，女性为 121人，分别占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比例的 

8．8％和9．3％。 

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中有 1 l9人 

表示即使一分钱不给 ，也可留在城里过年 ，占相应样本总 

体的 12％；高中及以上文化者 中有 118人做了这样的选 

择，占相应样本总体的7．5％。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较 

低者此项选择的比例更高。 

从 目前职位上看 ，普通工人表示即使一分钱不给 ，也 

可留在城里过年的比例较高，而文职人员则相对较低。 

不同婚姻状况者在此项选择上无显著性别差异。 

从身份和出生年代上看，城镇工和90后农民工选择 

即使不给补助 ，也可留在城里过年的比例更高一些。 

从籍贯上看，来自湖南、湖北 、安徽、江西的打工者选 

择此项的比例较低 ，而来 自河南 、四川、广西的打工者选 

择此项的比例相对较高。 

3．给予适当补助就愿意在城里过年 

85％的外省籍被调查者表示 ，如果给予适当补助，可 

以留在城里过年，其中0．8％的人表示给的钱越多越好，比 

如 100万之类的，1．2％的人表示还没有想好要多少钱，其 

余 83％希望适当补助的人 ，从补助金额看 ，49％在 1000元 

以下 ，15．6％在 1001～2000元之间，6．3％在 2001～3000元 

之间，6．2％在3001—5000元之间，6％在5001—20000元之 

间，平均值为2828元，接近其上月平均收入的1．5倍，是月 

基本工资的2倍。 

从性别上看 ，男性期望的补助金额是3000元 ，女性期 

望的补助金额是2190元。 

从文化程度上看 ，呈现出两头高的特征 ，期望补助金 

额由高到低分别是 ：大专及以上者为4292元 、小学及以下 

者为 3506元 、高中及相等文化程度者为 2605元 、初中文 

化程度者为 1728元。 

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者期望补助金额为2642元，未 

婚者期望补助金额为2575元。 

从身份和出生年代上看 ，四类群体期望的补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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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城镇工2981元 ，90后农民工2135元 ，80后农民工 

2568元，70后农民工2293元。 

从户籍所在地上看，来自贵州、江西、湖北、湖南的被 

调查者期望的补助金额相对较高，来 自云南、安徽、陕西 、 

广西的被调查者期望的补助金额相对较低，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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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象城市化下的农民工与“春运" 

以上描述了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各类群体对于春 

节回家过年的不同态度 ，这里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每 

年春节农 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为什么对于有些人而 

言，即使给多少钱补助都不愿意在城里过年?为什么对 

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 ，当给予适当补偿的时候，就愿意留 

在城里过年?本文试图从农民工城市化的视角来对上述 

问题进行回答。 

按照官方的统计，截至到2009年 ，中国城镇人 口达到 

了62186万人 ，城镇人 口比重为47．6％。美 国的城市化水 

平 由1870年的25％提高的 1920年的51．2％，用时 5O年；英 

国的城市化水平 由1860年的20％左右到 1950年的80％， 

用 时90年 ；日本 的城市化水平由 1908年 的 18％提高到 

t970年的70％，用时62年 ；韩国的城市化水平 由1944年 

的 13％提高到 1990年 的74％，用时46年。四个国家的年 

均城市化率分别为 O．48、0．67、0．84、1．32。对于作为人 口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城市化率是很快 

的。但是 目前的城市化 ，是一种表象的城市化而非实质 

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未如统计城镇人 口比例 

所展示的那样高，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农 民 

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 

民相称。 

表象的城市化表现为 ：(1)非常规就业农民工大多集 

中于脏、累、险、重、苦、差的非正规部门，工作无保障、不 

稳定 、低收入 、高强度 ，承受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 

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作为非正规、不稳定、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