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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建筑业农民工长年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事
实。本文剖析了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原因，认为转包分包制和包工头制度
并不是欠薪的根源，两者只是加剧了欠薪的程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组成部
分的转包分包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建筑业中也普遍存在，但欠薪却不普遍。
本文认为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建筑业欠薪支付，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在
建筑行业中的延续，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和城乡分割制度是欠薪形成的
必要条件。尽管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建筑业对农民工
的使用方式和欠薪支付方式却全部被保留下来。农民工不变的身份和城乡
差别是这一传统能够与建筑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对接的必备条件。欠薪支付
顺应了市场和资本的要求，并且在建筑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转分包
制后被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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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岁末年关，建筑业农民工讨要工资的现象都会成为一道独

特而又普遍的中国城市景观。讨薪的形式各种各样: 静坐请愿、堵路围

车、上访诉讼，甚至“跳楼讨薪”、“爬塔吊讨薪”……

2006 年 12 月 22 日《法制日报》以“陈欠积重难清，新欠与日

俱增”为题，报道了一名留在戈壁滩简陋寒冷工棚里的讨薪农民

工不幸因病死亡的消息。

2009 年 1 月 18 日《华商报》报道: 在陕西省西安市钟楼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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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面对春节前脚步匆匆的行人，5 位四川籍农民工满眼含泪，

手持“年历”讨薪，年历上诉说了这些农民工 6 年来的讨薪辛酸。

城市居民对此现象已经见惯不怪，甚至形成“审恶疲劳”。政府相

关部门近年来不断推出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的法规; 2003 年温家宝总

理甚至亲自出面为四川一农妇丈夫讨薪。就在国务院发布《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 王岩，2005) ，建设部发布《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

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2004) ，劳动保障部全面启动“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和《国务院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06) 之后，建筑业的欠薪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违反劳动法的欠薪事件

仍旧屡禁不止。
在种种堪称光怪陆离的欠薪、讨薪现象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 为

何建筑业农民工长期遭受欠薪之苦? 为何欠薪在建筑业如此普遍? 建

筑业的转分包制和包工头制度是否是欠薪的根源? 欠薪机制是如何形

成、如何再生产的?

欠薪问题的严峻性之一在于它的不可思议。古往今来不同制度和

文化中的劳动力买卖关系都是劳动与薪酬交换，虽有各种不等价、不公

正的交换存在，造成出卖劳动力一方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马克思主

义的工资理论就产生于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分析，但即使在罪恶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亦未有出卖劳动力却拿不到薪酬的情况。
我们所面对的欠薪问题是农民工的生活经历、历史和社会结构交

织而成的问题。对于欠薪机制形成的解剖，需要从理解欠薪发生的制

度基础、建筑业与农民工的关系以及资本的运作逻辑入手。

一、研究方法概述

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手段与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理论视

角有密切关系。因为，“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 方法是针对一

定问题的方法; 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它们好比是你所生活的国

家的语言”( 米尔斯，2001: 129 － 130)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既使用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survey) ，也运用了民族志( 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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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graphy) 方法。

( 一) 问卷调查与数据采集过程

以抽样为基础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可以涵盖尽可能多的被访者的差

异性，获取对总体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具体就建筑工调查而言，利用问

卷可以了解诸如建筑业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水平、工资支付

方式，以及保障状况和劳动强度等各方面的信息，并由此推论这个群体

的特征和内部结构。因此，相对于其他方法，在对研究总体某些特征的

描述上，以抽样为基础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袁方

主编，1997; 巴比，2002) 。
1． 五个城市的选择与样本分布

2006 年受国家建设部的委托，清华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方法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有关建筑业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及

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获有效问卷近 5000 份，这是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的建筑业农民工调查。
最初我们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 PPS) ( Kish，1965) ，即在全国建立初级抽样框，按各地区的在建项目

名册、建筑工群体规模分配各地区样本，之后依概率抽样原则抽取城

市，即确定初级抽样单位( PSU) 。然后依照 PPS 方法思路，在第二阶段

抽取在建项目，即 SSU。在确定 SSU 后，按照系统抽样法抽取建筑工。
但是，由于建筑业农民工的高度流动性，无论建管部门、施工单位还是

监理单位都无法提供其管辖范围内包含建筑工人群规模的在建项目资

料，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全国分地区的在建项目名册，以及对应建筑工

群体规模的初级抽样框。
退而求其次，我们在第一阶段只能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即按地理

位置将全国划分成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五个大区，对于每个地

区，我们选出一个中心城市作为调查点，并将 5000 个样本平均分配到

五个中心城市( 如此分配样本，亦是由于相关部门不掌握在建项目的

建筑工规模所致。有些地区的相关部门甚至不能提供完整的在建项目

名单) 。为了避免对调查工作可能的干扰，在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中，

我们没有选择北京而是选择了天津。
2． 各中心城市的抽样过程

每到一个中心城市，我们便与当地建管部门联系，收集该市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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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项目清单。按照等概率抽样原则，抽取该市 25 个在建项目。之后

进入每个项目所在的建筑工地，在得到施工现场建筑工名册后，按照系

统抽样的方式抽取 40 名农民建筑工。如此，每个城市完成 1000 份对

建筑工的问卷调查。①

在五个城市，我们一共收到有效问卷近 5000 份，回收率达 99%。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有关建筑工的调查。

3． 代表性问题

概率抽样因其统计量的无偏性、相合性、方差小和可用性等特征，

已经被确认为对总体最具代表性的抽样方式( 冯世雍，2001 ) 。但是，

概率抽样实现的必要条件是: 总体中元素( elements) 的入选概率是已

知的。但是当总体的容量( 在建项目数量与对应的建筑工规模总量)

未知时，我们不可能计算出元素的入选概率，因此，不能严格遵从与规

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五城市的选择尽管从抽样过程上不能说是对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样

本，但却是研究此类问题的一个好“样品”。因为在地域分布如此分散

的五个中心城市，有关建筑工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工资支付方

式以及进入建筑业方式等变量具有相似的分布，这绝对不是巧合也不

是人为的结果。这些变量就代表了这个群体这些方面的特征。

( 二) 民族志方法的运用

对于解释“欠薪机制如何形成”的问题，结构性的、静止的和无介

入式的问卷调查显得非常不够。这里需要研究者既是理论家又是田野

工作者( Malinowski，1922) ，通过亲身体验和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

和思维方式，在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

性”的( intersubjective) 意义解释。这就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的个

案研究不是孤立的，它包括整个社会情境，它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林

宗弘，2005) 。
着眼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具有知微见著的能力，它能

够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使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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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初级抽样框的编制，需要入选城市提供该市的农民工按工地的规模分布，而这一信息本

身就是建筑管理部门认为最难得到、也从未统计过的，因此，初级抽样采用了按址的等概

率抽样方式，而在建筑工地采用系统抽样方法。



“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 格尔茨，1999: 3 － 46 ) 具有能够将实践中错

综复杂的关系、意义、机制和逻辑“连根拔起”的力量( 郭于华，待出

版) 。对于欠薪机制形成的解剖，需要从理解欠薪发生的制度背景、建
筑业与农民工的历史关系、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政策、资本的运作逻

辑，以及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和建筑业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入手。因此，为

了解释欠薪形成的机制，在问卷调查后，我又重新进入田野，对建筑工

群体进行了长期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二、建筑业的欠薪状况与相关研究

建筑业的工资支付方式与其他行业有很大区别，大部分工资都要

等到整个工程结束或者年底工人要回家时才发给工人。因此，建筑业

日常欠薪非常普遍。

( 一) 建筑业的欠薪现状

数据显示，建筑业以按工计酬为主，通常工人们每天劳动时间不少

于 12 小时，这是完成一个工所需要时间。建筑工很少能按月领到工

资，通常是分包老板每月给工人支付 300 元左右的零花钱，称为“生活

费”。有些工地甚至每月只发 200 元生活费。工人工资要等到年底结

账和工程完工后才可能拿到，最终工资数是根据班组长平日记录的每

人完成的工天总数扣除生活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工人们平时只能

在工地记账吃饭。如此，建筑业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工资支付方式:

欠薪。
工人们对于这种欠薪支付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当我们问他们为什

么不是按月发工资时，他们解释说: “工程没有完，老板哪来的钱给我

们发工资，每年都这样，到年底我们才能拿到工钱”( 建筑工地访谈，

20080109) 。显然欠薪支付在建筑业已经持续很久，而且非常普遍。
那么，如何解释欠薪支付的形成呢?

( 二) 工资理论及有关研究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工资制度的两种形式:

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他认为计时工资是以延长劳动时间继而增加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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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时间而获取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最普遍的工资形式。计件工

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马克思，1973) 。
工资理论在揭示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同时，还揭示出资本对劳

工的控制方式。工资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劳动过程的重要手段，低薪支

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但是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只讲到资本家

如何利用两种工资制度剥削工人，却没有讲到欠薪支付的问题。
在有关劳工研究和劳动过程的其他文献中，我也没有发现有关欠

薪的支付方式( 恩格斯，1956; Friedman，1977; Edwards，1979; Burawoy，

1979; Thomas，1985; Salzinger，2003; Honig，1986; Hershatter，1986; 具海

根，2004; De Genova，2005; 布雷弗曼，1979; 闻翔、周潇，2007; 何明洁，

2009) 。具海根在《韩国工人》中曾讲到资本家对工人的非人待遇和采

用的难以维持再生产的低廉工资制度; 同样的叙述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有关中国东南沿海工厂的研究和文学作品中也能够找到( Lee，1998;

Pun，2005; 曹征路，2009 ) 。但上述研究都未涉及欠薪的问题。可见

“欠薪”在工厂雇佣制度下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在相似的资本

运作过程下，为何独独在建筑业中出现普遍欠薪? 建筑业体制与欠薪

之间又有何种联系?

三、欠薪机制的形成

资本的逻辑是制造低薪，但是中国的建筑业为什么不仅低薪而且

还欠薪? 为什么同样是转分包制度在其他国家的建筑行业就少有欠薪

现象发生? 中国建筑行业的独特性在哪里? 进一步我们还要问，建筑

业的一线建筑工人农民工具有怎样的特征? 欠薪为什么总是发生在他

们身上? 建筑业与农民工曾经有过怎样的联系? 是市场的力量还是市

场之外的力量导致欠薪?

( 一) 转包分包制与包工头制不是欠薪的根源

我国建筑业的转分包制度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1984 年 9 月国

务院颁发《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

定》，在全国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工程招标承包制和建筑资

金拨改贷等措施，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用工制度 ( 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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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05) 。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建筑业普遍实行转分包制度。总

的来说，分包制的格局呈现金字塔型，最上面是发包和总包方，最下面

是包工队，中间是劳务承包方和专业承包方。整个过程是发包商( 或

投资方)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定总包单位( 建设方) ，总包单位将工程

项目肢解转包给各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企业，分包商再将工程按不同

工种和项目转包给包工头。因此从总包到分包再到包工头，一般至少

要经过三个层级，也可能有其他小分包商介于大分包商和包工头之间，

或者个人挂靠某个分包企业承揽工程，之后将工程转手给包工头。层

级越往下，分包单位越多，而其下一层对应的包工头也越多 ( 沈原，

2007) 。在建筑工地，仅施工主体阶段，一般都会有两三个分包老板，

如承包主体工程的清包老板、水电项目分包老板和外墙体装修老板等，

不过，最末端总是农民工。
1． 转分包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与欠薪的关系

建筑业一般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将工程分解转包给承包单位。由于

利润的驱动，建筑领域内的违法违规等腐败问题较多。从发包、总包到

分包的招投标过程中，串标、围标和陪标的问题十分严重 ( 周敬华，

2005; 何茂松，2005) 。有调查表明，此种中标方式在招标工程中所占

比例达 70%以上( 王春柏，2005) 。① 在经济案件中，涉及工程建设的案

件数量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社会上曾有“一个建筑工程产生一个新富

翁”的说法( 许迎来，2005 ) 。尽管建筑行业有严格的工程招投标制

度，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16 条和第 17 条规定了建筑工程发

包与承包的招投标活动应当遵循的原则，第 18 条对建筑工程造价和及

时拨付工程款等项都做出了相关规定，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围标、串标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只要几家企业私下商量好，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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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招投标过程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 1) 明招暗定，即建筑单位为了照顾关系获取私利，在没

有招标前就私下将工程发包，为了掩人耳目逃避责任而进行假招标。( 2 ) 围标，即一些

施工企业串通一气，排斥同行，为了控制中标结果采取 3、4 家企业联合协作的方式，在一

项工程招标中共进共退。中标后，他们会按照事先约好的规则来分享利益。( 3) 串标行

为，即建设单位事先选定施工企业，不过在进行招标过程中，由这家企业自己找几家关系

较好的施工企业来“陪标”。这家企业的招标文件会做得远远好于其他投标企业: 投标

报价合理、施工组织设计详尽完美。这样这家企业在评标时就能获得高分而中标。
招投标的基本流程是: ( 1) 招标人持立项计划、报建规划许可证在招标办办理招标; ( 2 )

审查招标人资格后，招标办发布招标公告; ( 3) 投标人报名; ( 4) 审查投标人资格; ( 5) 拟

定招标文件后发标; ( 6) 勘察现场答疑; ( 7) 抽取专家，开标、评标和定标; ( 8) 公示结果;

( 9) 签订合同; ( 10) 合同备案。



说而外表又符合招投标条例，监管部门就难以发现。串标、围标最直接

的后果是工程造价低于实际合理值，再加上分包商在各个环节上压价，

最后剩下的工程款使得工程很难按施工标准进行。这直接导致施工企

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不按标准施工，最终出现“豆腐

渣工程”。
显然，招投中的违规行为会将更大的风险转嫁到农民工身上，但这

却不是日常欠薪的根源，如果没有日常欠薪作为前提条件，就不会有建

筑工工资被拖欠数年甚至永远拿不到工资的事件发生。
有学者提出建筑业的转分包制与欠薪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它有利

于资本的弹性积累，而且遮蔽了劳动关系( 潘毅、卢晖临，2009a) ，那么

转分包过程形成了怎样的不对等关系? 结果是否一定会导致欠薪?

在转分包链的相邻两级，发包与承包双方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
依据建筑法，总包方和分包方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才能承揽

其等级许可的工程。总包与分包之间、分包与其下属包工队之间都应

签订合法的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实际中我们看到，

总保与分包之间、分包与包工头之间的关系并非这么简单。由于建筑

市场项目少而企业和包工队众多，分包链的上下两级，即发包人与承包

人之间形成了不对等关系，上一级分包商相对于下级分包商总是处在

强势地位，而这种由市场决定的地位和强弱关系会造成以下几种后果。
( 1) 低价承包或垫资承包。建筑业市场已经是买方市场，施工企

业众多而建筑施工项目有限。因此建筑业的发包人可以利用承包人之

间的竞争，压低承包费用，迫使承包人( 企业) 降低用工成本，甚至让分

包商垫资承包项目。
( 2) 不均衡的责任与利益分配。由分包制的金字塔结构可以知

道，上下承包人之间不对等的市场关系决定了越处于金字塔上端者，其

利润越丰厚而责任风险越低，而处于底层的承包者将承担更多的风险，

得到的利润相对较少。
( 3) 规避风险。由于分包环节的阻隔，总包和分包方不是建筑工

的直接雇主，因而导致分包链最底端的农民工的利益更加难以保障，一

旦建筑工遭遇工伤事故，资方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责任，建筑工们很难

得到应有的赔付和补偿。
由此看出，转分包制导致的不对等关系使得处于分包链上方的分

包商承担较小风险，并可以将风险向下端转移。一旦发包方或总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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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不付款，分包老板挪用工程款垫支其他工程时，处在分包链末端的

农民工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低价中标的项目中，劳务分包

商层层盘剥，在将工程转给各个包工头后，本来所剩不多的利润还多数

被包工头拿走，致使农民工到年底也拿不到自己的工资。但是这仍然

不能解释为什么农民工从一开始进入建筑工地时就要面对欠薪，而且

为什么这种日常欠薪能在建筑业存在这么多年?

从对招投标违规操作过程和对转分包链的不对等关系及其结果的

分析中，都难以发现转分包制是导致日常欠薪的直接原因。恰恰相反，

正是由于日常欠薪已经成为建筑业不成文的规定，分包商才可能有恃

无恐地压低转包价格，以至于包工头在承包价格不合理，甚至工人工资

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敢于承接工程。因此，日常欠薪实际上加剧了建

筑业的腐败，但却不是转分包制的必然结果。
2． 包工头制不是欠薪的根源

包工头一直被认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罪魁祸首。为了禁止包工

头承揽项目，建设部于 2005 年 8 月 5 日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

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 天津市施工队伍交流服务中心，

2005) 。《意见》指出，从 2005 年 7 月 1 日起用 3 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

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农民工基本被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

直接吸纳，基本禁止“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包工头是不是拖欠工资

的罪恶源头? 如果取消了包工头制，工资拖欠还存在吗? 潘毅、卢晖临

( 2009b) 的研究证明即使没有卷款逃跑的包工头，拖欠工资问题仍旧

存在。
包工制确与欠薪有密切关系，但却不是欠薪的根源。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资本如何用工资来控制劳动质量和强度的问

题，并讲到以计件工资为基础的包工制( 也称血汗制度) 如何使得工人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寄生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包工头

又是如何剥削工人的( 马克思，1973: 603 － 607 ) 。后来的学者将包工

制定义为一种以计件工资为基础，层层剥削的雇佣劳动制度，并认为它

是由帝国主义者带来的，又利用了中国的行帮头目和封建把头，所以是

资本 主 义 与 封 建 主 义 相 结 合 的 剥 削 形 式 ( 王 小 嘉，2006; 王 处 辉，

1999) 。在 20 世纪初的旧中国，煤矿业、船舶修造业、码头搬运业和营

造业都在使用层层剥削的包工制。这些行业的包工制，有些是由国外

商船开始，有些是从封建行会工匠演变而来，有些则是由封建社会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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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制发展起来。在营造厂，作为大包工头或作头的资本家揽合同，之后

收取部分造价，然后把工程分包给木工、瓦工等工种的包工头，包工头

只给工人很少量的工资。如 1925 年在南京和一些小城市，瓦工通行七

三制，所得工资包工头拿七成，工人只拿三成，包工头供饭。学徒做工

时只能得到少量的津贴，没工作时，小包工头就只供应伙食( 《旧中国

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1977; 《江南造船厂史》编写组，1975 ) 。
层层克扣、低薪支付———但不是欠薪———是包工头制的特点。

3． 欠薪并非由建筑业的特殊性所决定

欠薪不是由建筑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建筑工

人并没有同样面临欠薪的问题。美国学者赫伯特·阿普利鲍姆根据自

己 42 年的建筑工经历写成了《美国的建筑工人》( Applebaum，1999 ) ，

在书中，作者将建筑行业的特点、建筑工的劳动体验、各个工种差别及

工作的危险性和高强度等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阿普利鲍姆特别提到

建筑商品不同于其他工业商品，它们具有不可重复、阶段性和周期长等

特点，加上易于受到季节和原材料供应等因素的影响，难以进行严密控

制下的生产，因此建筑业有必要采取分包制度，这样可以灵活地整合建

筑业各个部门，从而满足对每一建筑项目的特别需求。在讲到总包商

与分包商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建筑业中的垂直关系

要比水平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总包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人力、管理和技术

资源，他们需要分包商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的建筑市场专业化程度较高，但也存在发包商或总包商选择

低价竞标者的问题。另外，阿普利鲍姆还谈到承包商为节省开支，采用

以次充好等方式运作工程项目，并且避开工会监督等问题。
在谈到支付工程款和工人的工资时，阿普利鲍姆说: 美国建筑工人

的平均工资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工人; 而且建筑业内部工资的差别与

建筑工的受教育程度、经验、工作类型、建筑项目规模、性质、季节和地

理位置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建筑工人的工资包含在工

程款内，由发包人每月向承包人提供，工人们按月领取。他还提到美国

的建筑工人中有 20%是工会成员。
显然，欠薪不是建筑业的普遍现象。同样是转分包制度，美国的建

筑业并不存在工人工资被拖欠的问题。仅从专业化市场程度、建筑工

工会、工种协会等方面，似乎还不能充分解释为何中国建筑业常年存在

拖欠建筑工工资的问题。尽管中国建筑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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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

行办法》中都已明确规定不允许拖欠工人工资( 天津市清理拖欠工程

款领导小组办公室，2004) ，可是欠薪事件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在建筑行

业中还十分普遍。

( 二) 农村包工队: 建筑业对农民工的使用方式

建筑企业利用农民工建房修路并不是市场经济催生的事物，早在

计划经济时代初期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建筑企业在施工任务繁忙时

便以合同工、临时工的形式，大量雇用农村的瓦匠、木工和壮工。在任

务减少时，就让这部分人返回农村。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农村施工

力量除了继续以这种合同工、临时工的形式进城务工外，还出现了组织

农村包工队进城独立承包工程的情况。当时这些包工队被称为“地下

黑包工”( 波涛，1984) ，一旦被发现就立即取缔，并且被没收全部收入

和所有施工工具。
自 1978 年政策放宽后，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建筑施工队，他们以公

社或大队名义组建队伍( 如韩建集团的前身韩村河建筑队) 。人员主

要由农村的瓦匠、木匠和一些有盖房经验的人组成，一般规模几十人。
他们自带工具，进城包揽建筑施工企业的部分工程( 劳务，2004 ) 。农

村建筑队中没有固定工，全部是临时组织在一起的农民，在城市打工吃

住等生活方面的问题全部由他们自己解决( 鹿立、王秀银，1984 ) 。农

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更是将大量的农民从土地束缚中释放出来，

农村施工队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988 年以前，全国建筑企业使用

合同工和外包工的比例不足 10%，1988 年已经上升到 40%，农村建筑

队数量已经达到 73090 个，共约 854. 6 万人( 金敏求，1990) 。
与此同时，我国建筑业也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一系列的体制

改革。改革后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大型建筑企业甩掉低端生产资源而

专注于项目管理，大型建筑施工企业不再保留固定的生产建筑工人，而

是全部依赖专业分包队伍和劳务分包队伍。据北京城建集团某项目部

经理介绍，经过 90 年代中期的减员、增效、优化重组后，他们的企业年

龄在 40 岁以上的建筑工人全部提前内退，40 岁以下技术水平较好的

工人转为部门、项目经理，或作为项目部的技术人员，技术较差的在工

地做管理工作，因而无论是按经济类型划分的国有、集体或私有企业，

还是按资质等级划分的特级、一级、二级或三级建筑企业，企业内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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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施工队伍，全部依靠企业外的施工队: 农村包工队。① 这些农村建筑

队不仅为建筑企业节省了管理、生活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还为企业增

加利润降低了成本，并缩短了工期。农民工劳务费用低、工作时间长，

他们每日的劳动时间相当于国营建筑企业工人的一个半工作日( 金敏

求，1990) 。据统计，整个 80 年代的建筑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分别是前

30 年的 2. 4 倍和 2 倍，与 70 年代相比，工期平均缩短 15 － 20%，成本

降低约 8% ( 李家骥，1993) 。直到今天，各建筑企业都在使用农村包工

队，而且工地上一线工人全部是农民工。我们的五城市建筑工地调查

显示 90%以上的建筑工是农民工。建筑业实现了用工主体由城市职

工向农民工的全面转变。

( 三) 社会主义惯习与路径依赖

无论对哪一个阶级来说，新中国的公民权一直都不是一个完善的

权利系统。首先，它不是按照马歇尔所描述的路径，像英国那样依次按

照“民事权”、“政治权”和“社会权”逐步发展起来的。略加回溯就可

看到: 改革前，人民享有较大的社会权，但民事权和政治权则付诸阙如。
改革后，民事权有所成长，但社会权却随着市场的猛烈发展而受到巨大

削弱。其次，公民权的发展始终都是不平衡的。改革前，国家保护和提

供的那些社会权主要覆盖的是城市居民，绝少惠及乡村农民。这就是

说，即使是残缺的公民权，农民也很少能够享有，遑论以之保护自己。
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普遍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集体经济制度。农民及其家庭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生产

队组织生产、共同分配。人民公社制度甚至剥夺了农民自由流动的权

利。在很多地方，农民要想走出县境需要获得上级的批准并持有证明

才行。除了居住的房屋，以及或许拥有一小块自留地并保有简单的生

产工具外，农民及其家庭可谓身无长物，完全融为生产队集体的一员

( 张乐天，2005) 。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这种集体生产、共同分配的制度，是依赖于一

种“工分体制”来操作的。这种体制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全体劳力根据

体力和劳动技能被划分成若干等级，这些等级按照分数来标记，称为

“工分”; 每个生产队成员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出工，做满一个劳动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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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长或会计将工分记录在案，每日一记，从不间断; 农民的每个家

庭成员均根据国家规定标准获得全年口粮额度，秋收后由生产队发放;

农民可以从生产队分得各类来自集体经营的菜地、果园、养殖业等的副

食产品，由生产队记账在案; 每年年底，生产队根据全年农林牧副渔业

总收入，计算出工分的确切分值，与每个农民进行结算: 扣除口粮和从

生产队分配的各种副食品的价值，若有余额，则可从工分转换为货币，

返还给农民本人。
在我们看来，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改革前 20 多年集体生产、共同

分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特有的

“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此种惯习早已构成他们日常行为的一

部分。当他们进入建筑业时，也就将此种惯习自然而然地带了进来。
首先，他们必定是以群体单位进入正在生成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依

靠过去的生产队领导，就是依靠改革后新涌现的能人; 他们对集体居住

在简易的工棚中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这与“毛泽东时代”大搞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时出“民工”的境况相差无几，不过走得更远一些，

直接面对的并非乡村而是城市环境而已。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

来，此种惯习实际上塑造了农民工在心理上能够接受欠薪的一个必要

条件。他们从来就不是被即时支付劳动报酬的。日常记工、年终结算

一直以来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学者们曾论证了欠薪给资本带

来的种种好处，譬如有利于资本的“弹性积累”等等( 潘毅、卢晖临，

2009a: 55)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农民工自己不接受，无

论对资本如何有益，都不可能形成一种牢靠的制度安排，因为农民工自

始就会反抗而使之不能实施。
通过老申的故事，我们也许能更具体地理解这种集体农民的惯习

和欠薪的形成过程。

家住河北某县某村的老申是 1970 年的高中毕业生，毕业那年

参军到了北京，3 年后，复员回到自己家乡务农。在计划经济年

代，他曾先后担任过民兵连长、大队会计和副大队长。老申所在的

生产队是 1981 年开始搞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当时，每人只能分到

8 分多地，全加起来每家没有多少土地。老申说:“光指着那点地

是收不了多少钱的。你想啊，要交皇粮、要买化肥、逢年过节要走

亲戚，平常还有孩子上学，一家人吃用全都需要现钱。当时我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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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着到外面做个小买卖，搞点活钱回来。正好那时我的一个亲戚

在县企业局工作，他那里的施工队缺人，我就跟着这个亲戚干起了

建筑。”
最初老申学的是瓦工，后来又学会了其他技术。一年多后，县

企业局在北京设了办事处，对外称某县建筑施工公司，专门在京承

揽一些建筑工程。每次来京干活，都是这个亲戚带着老申他们一

起来。工钱是驻京办的人与北京这边建筑公司的人事先谈好的，

工程干完由这个亲戚给他们发钱。老申就只管领着人干活。后来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老申自己就当起了包工头，带着村里的人在北

京干工程。
老申说:“那时我一说去北京干活，不光本村的，三里、五里的

人都愿意跟我干。根本没人问工资是不是按月拿的事，只要你和

他们说好干多久，最后给多少钱就行了。”老申还说:“我们农民根

本就没有按月拿钱的习惯，我自己也都没觉得不按月拿钱有什么

不合适的，我干了 10 多年，一直到九几年都这样。后来我小舅子

接我的班，到现在还是这样。农民没啥要求，平时给点零花的，够

个烟钱我们就挺知足的了，我还从没遇到谁要求按月拿钱的。”
那时候不管到哪儿干活，老申他们几十个人都住工地的帐篷，

粮食和菜都是自己带或者自己买的，做饭的“伙夫”也是他们本村

人。( 老申访谈，20110120)

我们看到，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集体农民惯习”造就了欠薪的一个

必要条件。从那时起，分包制度就开始与欠薪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

路径依赖，并构成中国建筑业的一个特色。

四、欠薪机制的再生产

( 一)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强化作用

改革开放 30 年，农民工的制度身份依旧是农民。无论在社会地

位、保障、安居还是就业方面，他们都不同于城市市民。他们可以在城

市打工，却不能在城市安家。建筑工更是农民工群体中的弱势。他们

年龄偏大，大多数人只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不掌握专门的技术，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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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厂经历。工地上，他们凭力气吃饭，干着最苦、最累和最危险的活

儿。身在城市，却基本上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干活在工地，几乎与外界

隔绝。当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时，他们住过的帐篷和活动房屋很快被

拆除，他们只有卷起铺盖到另外的工地继续打工，否则就难以在城市停

留。与他们相伴的总是工地上飞扬的尘土、喧嚣刺耳的噪音、难以预料

的工伤威胁，还有难以下咽的食物和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城市需要

的是他们的劳动而并不关心如何满足他们成为城市市民的梦想。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本文特别有关的地方在于: 正是这一制度

赋予了农民工低于城市人的身份，塑造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并且加固和

强化了建筑业农民工的集体惯习。户籍制度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农民

工: 你们是农民户口，理应居住在农村; 你们现在在城市务工，但你们是

在别人的家园中务工，那是有城市户口的人群的居所。自我和他者永

远辨析得如此分明。这一点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清晰地反映出来: 几

乎 70%的被调查者最为敏感的问题并不是似乎应当表现出来的对剥

削的愤恨，而是对城市人口的歧视所表达的不安。可以判定: 正是这种

户籍制度造就的、来自外部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建筑业农民工

固有的集体农民惯习，使他们将欠薪视为平常而很难进行反抗。

( 二) 建筑业体制改革强化了对农村包工队的使用方式

进入 80 年代，建筑业实行全面的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将企业推

向市场，让企业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提高企业效益并增强企

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实现全行业的企业现代化制度。减员增效是

建筑业改革的重心，1984 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

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的用工制

度。规定要求国营建筑安装企业减少固定工的比例。除保留必需的技

术骨干外，国营建筑企业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而是要大大增加临时

工、季节工的数量，要允许农民工建筑队到城市参加投标、承包施工

( 国务院，1984) 。这为农民工成为建筑业最主要的施工力量提供了政

策依据。
当中国建筑工的主体由城市居民转为农民工时，任何一家建筑企

业都没有按照以前对待城市建筑工人的方式按月支付农民工的工资，

欠薪的支付方式被保留下来。固然，城乡分割和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强

化了农民工的社会主义惯习，但是在建筑业日趋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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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欠薪支付方式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 传统的对农民包工队的

使用方式是如何与市场化、体制改革对接的? 哪些制度因素制造并维

持着这种对农民包工队的使用方式? 欠薪机制的再生产条件是什么?

1． 目标责任制和三项配套改革决定企业的用工群体是农民工

建筑业的体制改革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80 年代初期部分

企业就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6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

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1986 年 12 月

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都强

调要全面推行经理( 厂长) 负责制，同时实行经理( 厂长) 任期目标责任

制。伴随而来的是 3 项配套改革: 一是以聘任制为重点的人事制度改

革; 二是以改善队伍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目标的劳动制度改革; 三

是以调动职工积极性为目的的分配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

了铁饭碗和大锅饭，以往的等级工资( 按局长、处长、科长和科员的等

级) 被以综合职工素质和技能的岗位工资和根据个人工作绩效所发放

的奖金代替( 国务院，1986a，1986b) 。三项改革之后，企业更专注于经

济效益、成本核算和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而不是人事管理，因此固定职

工数被大量消减，而廉价的农民工被大量使用。
2． 施工管理体制的改革固化了对农村包工队的使用方式

实行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改革后工程建设领域的管理

模式，特点是各建设方明确责任集约化管理，概括来说就是企业对内实

行项目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工程总承包是为实现项目目标而采取的

一种承发包方式，具体是指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受业主或建设单位的委

托，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勘察设计、设备选购、材料订货、工程施工和

竣工投产，实行全过程的总承包或部分承包。它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项目的最小投入和产出的最大化。
对内项目管理则完全改变了企业原来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企业内

的行政机构被撤销，公司( 企业) 直接设立项目部，并且重新组合各方

力量，成立劳务、物资、机械、水电、装修等分公司，与项目部建立一种市

场关系。同时，将原来合二为一的管理层和作业层分离，公司不再设置

专门的人事管理部门。各个部门的职责是技术、控制和项目管理。因

此所有建筑企业不再保留固定工人或固定的合同工人，作业层的全部

工人都用农民工程队取代。
国务院、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等部门曾于 1990 年 10 月联合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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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创建工程总承包企业进

行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 “推广鲁布革工程管

理经验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施工管理体制改革，有步骤地改组施工企

业，逐步建立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总承包公司( 集团) 为‘龙头’，以专

业施工企业和农村建筑队为依托，全民与集体、总包与分包、前方与后

方分工协作，互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建设企业组织结构”( 国

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等，1990) 。
在有关文件中，我们还找到了当时对于农民工使用的规定。1998

年 1 月实施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外地建筑企业来京施工管理暂行

规定( 修正) 》的第三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和在本市施工的所有建筑

企业，均不得使用外地零散民工”( 北京市人民政府，1998) 。
“不准许使用外地零散民工”，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施工企业来

说，都可以降低管理成本，适应市场需要，并且与改革后的施工管理体

制相配套。政府出台规定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保证建筑企业改革，维

护市场需要，然而却没有考虑农民工群体的利益。结果使得这种带有

歧视性的非正规用工制度被合法化、固定化和制度化了。
因此，建筑业体制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延续和强化了原有的对农民

工的使用方式。这种延续是在市场需求与政府规定的双重条件下完成

的。从另一角度来看，它也是城乡分割与农民制度身份在具体行业中

的延续。

( 三) 熟人关系遮蔽了劳资之间的对立

尽管改革开放 30 年后，对农村包工队的使用制度被延续下来，但

其内部构成却发生了变化。那些曾经历过农村人民公社制的老一代农

民建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退出了包工队伍，而一些未经历人民公社制

的农民工开始进入包工队。21 世纪的建筑工构成如何? 为什么在欠

薪的情况下仍有人选择进入建筑工地而不是去工厂打工? 农民包工队

的组织形式为何能够延续下来? 那些没有人民公社经历的农民工如何

接受欠薪支付?

1． 建筑工的工作选择: 年龄、文化程度与他们的期望

建筑工以青壮年为主。从 2006 年我们对五省市建筑工调查数据

可以看到，他们的平均年龄 35. 1 岁，年龄中位数 35 岁，众数 38 岁。五

省市平均年龄最低的是兰州市( 32 岁) ，最高的是重庆市( 37 岁) ，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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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到 5 岁。建筑工群体内部的年龄差异很大，最小年龄 16 岁，而最

大的已经 69 岁。我们以 30 岁作为分界点，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

后出生的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几乎没有农村人民公社的经历和体

会。从年 龄 构 成 看，建 筑 工 16 － 30 岁 的 占 31%，31 － 40 岁 的 占

41. 5%，41 － 50 岁的占 18%，51 － 69 岁的占 6%。不难看出农民建筑

工年龄偏大，完全没有这种经历的只占 1 /3。
为什么这些农民工进入建筑工地而不是工厂? 根据我们的数据和

田野中了解的情况看，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个群体的受教

育程度比较低，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 9 年义务教育

( 初中以下程度的占 41. 2%，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 27% ) ，这在一

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进入制造业，据我了解，很多制造业工厂对工人的

学历和年龄有要求。①

第二方面，相对于制造业的工厂，这个行业的工资水平比较高。
2007 年前后，建筑业的小工工资是每天 55 或 60 元，若按每月 25 天计

算，小工一般可拿到 1400 或 1500 元。这比当时工厂工资要高出 300 －
500 元。如果是大工，每天工资可以拿到 70 － 90 元( 大工工资因工种

不同差别很大) ，这比工厂工资要高出更多。
在工地，我问过一位曾在广东家具厂打过 3 年工的工人。他是大

工，那时已经 32 岁了。他说: “在南方打工，太不自由，每天上班都要

打卡，下班后还要加班，天天忙到半夜，非常辛苦，钱还不多。干建筑最

大的好处就是我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钱，上班早点、晚点一般不会有人

管，每天干完就休息。体力好的时候一个月干上 27、28 天，不想干了就

可以少干几天，反正按天给我们算钱，他( 指包工头) 也不能说我什么。
而且南方那边花费太大”( 罗某访谈，20070630) 。

干建筑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而且干活时间不太受包工头的约束。
第三个原因是建筑工们具有较强的主动性，绝大多数人都不满足

于当小工。据我观察，很多小工干上半年左右都能学成大工，这时候包

工头会给他们涨工资，如果工资不涨或者涨幅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私

下里会与别的包工头联系，在合适的时候到别的包工头那里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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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建筑工地的赶工季节，各个工种都缺人手，很多包工头都会到别

的包工队或工地去暗中招揽大工，许愿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同时，因怕

自己手下的工人离开，他们会给工人增加零花钱、许愿加工资。一些与

包工头相处较好、技术较好的大工还会被包工头提拔为班长。也有些

人在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之后会自己做包工头，组建施工队。
所以建筑工升迁的机会更多的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与在工厂中升

迁完全由资方控制很不同。在工厂，一线工人很少能被提拔到线长，即

使能当上，也要经历很多年。他们的固定工资增加很慢，收入多少主要

取决于加班的多少。
2． 熟人关系化解了工人对欠薪的敏感程度

建筑业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固化了该行业对农村包工队的使用，并

且限制了建筑业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由 2006 年五城市建筑农民工调查数据可以看到，93%的建筑工是

通过老乡、亲戚、朋友介绍或本人认识老板进入建筑工地，通过中介、政
府组织、企业招聘和路边市场进入建筑业的比例不足 6% ( 如图 1) ，这

种寻找工作的方式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我们的数据包括了在建筑业就

业不足 1 年到 20 年以上的农民工，如果把从业时间分为不同的时期，

1996 － 2000 年与 1991 － 1995 年间相比，建筑工通过老乡、亲戚和自己

认识老板进入建筑业的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 从 79. 9% 上

升到 80. 8% ) ，由其他途径进入的比例也基本没变。这表明，改革开放

并没有改变建筑工进入建筑业的方式，依靠亲戚、熟人或者自己认识老

板是他们惟一的选择。这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密不可分。很多

收入和工作条件较好的行业一直限制农民工进入，而建筑业为了降低

管理成本，从不采用公开招聘方式招收农民工。因此，农民工进入建筑

业的方式不过是社会主义传统延续的一个具体呈现。
建筑业农民工在进入工地之前就已经接受了欠薪这样的条件。我

们认为他们能接受欠薪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建筑业与制造业的生产体制

如何不同，而是这种依靠熟人的进入方式决定了他们必然接受欠薪。
建筑工尽管在进入包工队前也要与包工头谈工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

系并不像工厂中劳资关系那么清晰。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存在某种程度

上的认同，因为他们同样是农民，来自同一个家族或同一个村庄。所以

建筑工对能不能按月得到工资并不特别在意。这种亲缘、地缘和熟人

关系模糊了劳资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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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民工进入建筑业的途径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着“建筑业欠薪机制如何形成与如何再生产的问题”，利

用定量与定性方法，从建筑业对农民工使用方式的形成、农民工的社会

主义惯习、城乡分割制度及其强化作用、建筑业体制改革与农村包工队

之间的关系，以及包工队组织方式的作用等方面，阐明了延续的社会主

义传统与欠薪机制的形成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欠薪机制形成的解释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认为，无论

包工头制还是转分包制都不必然导致欠薪，它们不过是强化了对农民

建筑工的欠薪使用。转分包制是建筑业普遍采用的生产体制，主要是

为了分担风险以及达到施工阶段的专业化目的，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

的建筑行业非常普遍，但是并未有过欠薪现象。包工头制在 1949 年以

前的中国就曾出现过，亦与欠薪无必然联系。

( 一) 传统的延续

本文认为对农民建筑工的欠薪使用，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

在建筑行业中的延续。计划经济时期被称为“黑包工”的农村包工队

满足了用工不足的建筑企业的要求，但那时建筑业使用农民工并不是

普遍现象。尽管它始于计划经济时期，但欠薪却是在改革开放后获得

了合法性，并且被保留下来。当建筑业实施体制改革并将用工主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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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人全部转换为农民工时，“欠薪使用”实际成为了建筑业降低成

本实现改革的必要筹码，这与改革最初设计的思路相吻合。农民工之

所以这样被定位、使用，根源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农民工

的制度身份。他们作为二等公民，城市不仅不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反

而还特别规定了企事业单位的用工政策，限制他们进入条件较好的行

业就业。他们是城市发展的牺牲品。
因此，欠薪使用之所以能够普遍化和公开化，并非市场的作用，而

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身份导致的农民工权利严重缺失的结果。正因

为如此，建筑业才可能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对待农民工的方式，并将其作

为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将使用农民包工队作为合法的用工方式规定

下来。身份制是欠薪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它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 二) 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与欠薪的合法性

第一代农民建筑工曾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劳动、年终

分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特有的

“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改革开放后农民工们大规模地进入建

筑领域，面对日常欠薪，他们已经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但在这群人因

年龄或其他原因逐渐退出建筑业时，这种欠薪支付为什么还能维持?

它如何被那些没有人民公社经历的农民建筑工们所接受? 欠薪是怎样

获得了合法性? 本文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经历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工利用

血缘和地缘关系进入包工队的方式没有改变。这种与包工头之间的亲

戚、老乡或熟人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包工头的信任与认同

感，弱化了建筑工对欠薪支付的敏感性。
其次，长久以来这种欠薪支付已经在农民包工队中形成了一种不

成文的规矩，如果农民工不接受欠薪支付，他们也就不可能跟随包工头

或老乡进入包工队。所以包工队里只有接受欠薪的农民工，只有这些

人才可能跟随包工头进入建筑工地。
第三，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包工队伍，其内部还包含着

另一层关系: 师徒关系。包工头、班长和少数几个大工一般技术比较

好，而其他人技术一般，小工如果没有大工指点的话不可能学成大工。
所以倘若包工头、班长和其他大工都不质疑欠薪，小工或技术差的工人

是不会公开向他们的包工头，甚至向分包老板提出按月支付工资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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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因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而接受日常欠

薪，那么 10 多年之后随着第一代农民建筑工逐渐离开工地，无论第二

代农民工是否同意，日常欠薪也已经成为建筑业支付农民建筑工工资

的固定方式。农民工只要进入包工队就必须接受欠薪，惯习早已转化

为规则而固定下来。包工队已经成为欠薪的载体，不管包工头还是工

人，只要进入工地，都不能不接受这个规则。
简而言之，制度因素制造并维持着建筑业对农民包工队的使用方

式。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城乡分割制度是欠薪形成的必要条件。
尽管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建筑业对农民工的

使用方式和欠薪支付方式却全部被保留下来。欠薪顺应了市场和资本

的要求，并为经济增长创造出奇迹。欠薪的再生产是在市场需求、国家

设定的发展政策和农民的身份制度下完成的。从另一角度看，它也是

社会主义传统在具体行业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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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ue to the rural-urban divide's preservation of the
socialist peasant habitus． In the reform era，the preservation of delayed wage pay-
ment serves the needs of capital and market，allow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iscal
autonomy，and moreover represents a hyper-intensified form of subcont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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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businesses in Yiwu of Zhejiang Province are owned and managed by
peasants，and peasnts doing business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 success of the Yiwu
Model． Data shows that the efficiencies of enterprises managed by township govern-
ment，village collective or town-village-cooperative are all lower than that of busines-
ses managed by peasants． The basic reas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due to the family-
based cooperation system of peasants． The fact that the family-based cooperation sys-
tem in China is a dynamic force for capital development implies the different paths to
modernit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which，therefore，responds to Weber's proposi-
tio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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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le，as a clue of sociological thinking，can be found in both classical
and post-modernism reflections on modern society． From this perspective，we can
find a huge tension in Alfred Schutz's clean and neat writing style． This tension
comes from Schutz's exile: his writings were directly encountered by his exile． From
this concern，this paper firstly tries to put Schutz's phenomenology sociology into the
tradition of German social though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own tension as a con-
crete and real person in m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then tries to re-interpret Schutz's
thoughts on life-world along with this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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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network user is a highly heterogeneous group，it is necessary for re-
searcher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 users in job seeking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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