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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闲暇生活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以西北黄土高原 W 村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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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西北黄土高原农村个案的调查发现，农民闲暇生活空间狭小封闭、闲暇生活方式单调，闲暇活动

结构主要由消遣娱乐型、社交型和闲呆型活动构成，而学习型、发展型活动所占比例较低。因此，需对农民进行
必要的闲暇生活教育和引导，转变闲暇生活观念，并加强农村闲暇娱乐等硬件设施建设，以改善农民的闲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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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al path of peasants’ leisure life:A case of W village in Loess Plateau
XU Xiao-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After a case study of a village in Loess Plateau,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s’ leisure life
are: the space for leisure activities is narrow; the form of leisure life is single,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recreation,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itting idly;the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lack. It is important to conduct leisure education among the
peasants, make them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leisure lif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asants’ leisur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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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生活水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的必然要求。

闲暇生活指的是人们在工作、劳动之外从事的

关于闲暇生活的研究，最初主要是针对城市社

体育、娱乐、业余爱好、社会交际等活动而构成的

区，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

日常生活，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

的研究有社会学者王雅林、王琪延、卢汉龙、钟英

闲暇生活一般体现出自由性、个人性、情感性的特

莲等对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的

点。闲暇时间是人们闲暇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人们

特征及对策研究。与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成为学术

从事各种闲暇活动的载体[2]。就我国农民整体而言，

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成鲜明对照的是，近 20 余年来，

虽然在农业生产劳动之余有相对较为充裕的闲暇

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一直被冷落忽视，关于农民闲

时间，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时间用于闲暇生活，而

暇生活方式的系统研究几近空白，只是在以往学者

是参与到其他能增加家庭收入的活动中。即使是在

对于农民生活的全面研究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农

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时间里，闲暇生活的内容也相当

民的闲暇生活，如葛学溥对凤凰村农民生活的研究

贫乏，谈不上丰富多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

以及周大鸣对该村的追踪研究中涉及到农民的闲

民生活的质量和新型农民的培育。因此，提升农民

暇生活，费孝通在《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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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农民闲暇生活的描述[3]，等等。至 2005 年，田
翠琴、齐心撰写的《农民闲暇》才填补这一研究空
白[2]。该书对农民生活时间配置、闲暇活动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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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心态进行了多层面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深

游，南距内官营镇 2 公里。总流域面积 25 平方公

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特征

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42 人。现有耕地总面

及变迁规律，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研究提供了一套

积 10 645 亩，人均耕地面积 2.9 亩，其中山地 6 215

完整翔实的数据和资料，为农村闲暇社会学研究提

亩，川地 4 430 亩，川地中水地保灌面积 4 000 亩。

供了一个具有新意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随后，

属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半川半山区，为中温带半干旱

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如马正幼基于闲暇阅读的视

区，降水较少，但日照充足，温差较大，年降水量

[4]

角研究了我国农民的闲暇生活现状与改善对策 ，

350—500 毫米，年平均温度 7 ℃，无霜期 100—160

陈桂香则从培育新型农民的的角度探讨了农民的闲

天。全村共有 13 个社，农户 839 户，共有人口 3 471

暇消费问题[5]。黄惠珍调查了慈溪农民闲暇生活[6]，

人。其中农业人口男性 1 762 人，占全村人口的

庄媛通过对江都市许桥村的个案解读，研究了农民

50.76%，女性 1 709 人，占全村人口的 49.24%。劳

[7]

的闲暇生活结构 ，谢云以荆州为例，分析了粮食

动年龄内的全部人口为 1 619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主产区农民的闲暇时间和消遣方式[8]。谷中原则以

46.64%。

大别山区钟山村为例，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Ｗ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虽然该村人均耕地达

职业、收入等方面探讨了山区农民的闲暇时间、闲

到 2.9 亩，但是，有近三分之二的耕地是山地，引

暇活动以及他们对闲暇生活的感受[9]。这些研究为
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笔者拟通过西北黄土高原
地区的典型村庄为研究个案，试图揭示当下西部乡
村农民闲暇生活的特征，并为农民闲暇生活的合理
化提出建议。这不仅将丰富闲暇社会学的研究领
域，而且也为农村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样本
W村是为研究方便而依照学术惯例所取的村
庄名称，也是农民闲暇活动展开的实体空间。费孝
通先生指出，选择调查单位时，调查单位的大小“应

水灌溉受到种种条件限制，加之该地区原本就属于
严重缺水地带，因此，前些年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
农民收益很少。经过长期地摸索，村民逐步改变过
去单一发展种植业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断加大
养殖业和发展林业，使农业结构趋于合理。近年来，
该村的蔬菜逐渐形成了品牌优势，畅销全国各地，
市场占有份额逐年跃升，而马铃薯作为该地区具有
传统优势的农产品，也已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远
销海外。蔬菜、马铃薯、药材已成为有效增加农民
收入的主导产业，从三大产业中获得的收入占人均

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完整切片”[3]。在单纯的行

纯收入的 85%以上，农民的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政村里，无法得到较为完整的农民闲暇生活的完整

趋势。如 2004 年，全村粮食总产量 1 700 吨，人均

切片；而如果选择单一的自然村，又可能无法充分

545 公斤，工农业总产值 162.6 万元，人均纯收入 1

体现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农民闲暇生活的变迁。笔者

803 元。

所选择的W村既是一个行政村，也可以视其为一个

近些年，该村商品农业发展较快，农民闲暇生

自然村落，它可以揭示现代化背景下农民闲暇生活

活方式随之也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就直观感受而

的基本逻辑。同时，Ｗ村农民的闲暇生活较为活跃，

言，Ｗ村农民的闲暇生活无疑是琐碎的、繁杂的甚

能为研究者提供相对较为丰富的原始资料。近些

至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当笔者将理性地思考延伸

年，W村主要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商品农业发展

到农民闲暇生活领域，从时间、空间与方式等视角

较快，市场化程度高，这有助于笔者考察商品农业

综合考量时，发现农民的闲暇生活并不是毫无规

发展这一背景下农民的闲暇生活特征。笔者于 2006

则、无章可循。

年、2008 年先后两次深入W村进行农民闲暇生活实
地研究。
W 村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典型村庄，位于定
西市安定区西北部，王家什字河(俗称“大河”)上

三、农民闲暇生活的特征
(一) 时间——“有闲”，却无休闲
对农民闲暇生活的考察，时间自然是必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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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度之一。总体而言，农民可以说是 “有闲” 的，

大的社会财富，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可以创造出丰

而且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的闲暇时间更为自

富的社会财富。事实上，该村农民大量的闲暇时间

由。对城市市民而言，工作时间被模式化，闲暇时

没有被科学地、合理地利用，而是被耗费在闲聊、

间也相对较为固定。而农民虽然也要干农活，但用

睡觉等消遣型的无意义的活动上。此外，农民的闲

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反正是个家(方言，‘自己’的意

暇时间被挪作他用也是家常便饭，原本的闲暇被家

思)的活，啥时候干活，啥时候缓着(‘休息’的意思)，

务等繁杂琐事所填充。
“串门、睡觉、干活计……”

全由个家(‘随自己’的意思)，又没人逼。”(访谈实录，

这是Ｗ村很多农民对自己闲暇时间的概括。“浪(方

村民王 ZJ，男，2006 年 8 月)

言，‘逛’、‘串门’的意思)牙(‘也’的意思)没个固定时

W 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农民

间，想去就去，啥时候都行。”(访谈实录，村民王

已经很少种植粮食等作物，取而代之的是莲花菜、

CL，女，2008 年 8 月)可以看出，Ｗ村农民的闲暇

辣椒等蔬菜作物，村民大多数都是以种植蔬菜为主

时间并没有被有效地利用，已经失去闲暇的原初意

的农业从业者，因此，该村农民的闲暇时间呈现如

义。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据田翠琴的调查，我

下特点：闲暇生活的安排以蔬菜的生长周期为标

国农民在一天的闲暇时间里，平均时间超过 30 分

准，四季差异明显，季节性强，农忙时无工作日与

钟的闲暇活动有：看电视 107.71 分钟、户外交往交

休息日之分。一般而言，农民在春夏秋季节进行闲

谈 44.29 分钟、闲呆 38.42 分钟。而像学习、阅读

暇活动的时间较少，在冬季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较

书报杂志、展览、文体表演等活动的时间很少，平

多。与以往相比，农民那种“半年辛苦半年闲”的

均每天学习与自学的时间仅 3.00 分钟、看报纸 8.65

生活节奏早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地闲人不闲”

分钟，占闲暇时间的 3.81%[2]。石秀印、王羽中等

的生活。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十个月的时间都处于农

的调查也显示，我国农民每天生产劳作时间只有

忙时节，而较为集中的闲暇时间只集中在阴历十一

380 分钟，能够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长达 305 分

二月份。农忙时节Ｗ村的农民们基本上遵循着“日

钟，闲暇时间较多。然而，大多数农民把闲暇时间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规则，每年三茬蔬菜的

都用在了消遣娱乐、赌博活动上。主要有闲呆、看

种植从搭棚育苗、施肥打药到出售蔬菜，农民把几

电视、打牌、打麻将、闲逛(城市农民工)、闲聊等

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种植蔬菜作物上。当

方式，他们的闲暇生活单调，空虚、寂寞、无聊，

然，尽管是农忙时节，农民也能忙里偷闲，如在庄

闲暇时间利用率低。提高素质的学习提高型、发展

稼成长的空隙或在下雨天享受从天而降的悠闲。但

型休闲活动(如上网、看书报)的时间很少[11-12]。

他们往往感恩于老天爷恩赐的可贵雨水的同时，也

(二) 空间——随意，却狭小封闭

为误了农时倍感焦虑。“从早忙到晚，乏得很。碰

W 村农民闲暇生活展开的地点主要有以下两

上个下雨天就串个门子、做个针线、谝个传(方言，

个地方：一是家庭——特别是别人的家庭，二是村

‘聊天’的意思)。”(访谈实录，村民甘 YF，女，

里的小卖部和十字路口，可以视其为公共空间。

2008 年 8 月)而一旦进入了农闲时节，无论收益与

对农民而言，串门聊天是他们主要的闲暇生活

否、收益多少，农民们都可以从农忙中解放出来。

之一，而家庭——特别是别人的家庭则合理地成为

尽管农闲时间并不意味着农民可以完全处于闲暇

串门聊天的载体。在农村，家庭是一个私人空间，

状态，但农闲时节的到来的确使农民在生活时间的

更是一个公共空间。开放的家门，时刻准备着迎接

安排上更加自由。

不期而至的村民，院子里、厅房、厨房……私人空

劳动时间的相对自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地

间随时都可能承载起公共空间的职能。在Ｗ村，家

安排其闲暇生活。然而，支配闲暇时间的相对自由，

庭不只是一个私人空间，更是一个交流情感、传播

并不意味着农民在劳动之余可以尽享休闲的乐趣。

信息、产生故事的公共空间。Ｗ村的农民对来串门

马克思曾说：“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整个

的邻居始终保持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而自己也

财富发展的基础。”

[10]

可见，闲暇时间内孕育着巨

随时都可能成为邻居家的不速之客。农民的家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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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不上锁的，因而，农民从来不会像城里人那样

然习以为常地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里度过闲暇；在

因为邻居的破门而入而感到惊慌失措。家门总是开

闲暇活动设施相对贫乏的村庄里，农民只能在十字

放的，家里的房间也一样，除了年轻夫妇的卧室，

路口、村头小卖部、大树底下、桥头巷口让自己疲

家里的任何房间(厅房、厨房)，村民都可以不必事

劳的身体得到暂时的慰籍。所有这一切日常闲暇空

先预约就破门而入。可以这样说：每个农民家庭、

间基本局限在本村地域之内。这种状况是当前偏远

家里的每个房间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闲暇生活的公

农村的一个缩影。应该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共空间。对他们而言，聊天本身的意义远胜于聊天

和农民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农村闲暇时间也日益

的场所，聊天的地点是在客房还是在院门口是无关

增多，他们有进行闲暇活动的需求欲望，但却无专

紧要的，聊天本身才有意义。

门的闲暇场所。据有关调查，在农民被问及“妨碍

“是谁(方言，‘不管谁家’的意思)的门都没锁，

农民参加户外闲暇活动的原因”时，有 32.4%的农

一搡就进去了，院子里没人就喝上(‘吆喝的意思’)

民认为“缺乏闲暇活动设施”、26.1%的农民认为“缺

两声，农村里就是这样，没什么讲究。冬天冻，就

乏活动场所”
、11.3%的农民认为“地点远、交通不

到炕上谝，男的都不爱上炕，在屋里抱着炉子谝，

便”。[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夏天就随便了，哪里都成……”(访谈实录，村民王

村建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也表明，目前我国

Q，男，2008 年 8 月)

农村有图书室村的比例为 25%，有养老福利院的比

Ｗ村农民闲暇生活也有自己的公共空间，譬如

例为 4.1%，有文化活动中心的比例为 29.4%，配备

晒场、大槐树底下、巷口、桥头、十字路口、村里

电脑村的比例为 39.9%。这还只是全国的平均数据，

的小卖部……这些公共空间对农民来说往往具有

若分区域，西部边远地区农村远低于这个比例。

超越其本身的意义与功能。十字路口和小卖部之所

(三)方式——单调，以消遣为主

以成为该村闲暇生活的公共空间，笔者认为，一方

闲暇生活内容的充实度与闲暇生活的种类是

面是由于十字路口和小卖部村民流动量较大，另一

否丰富、结构是否协调是相统一的。由于农村的封

方面则是村民的习惯使然。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

闭性、农民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以及娱乐设施、娱

者曾多次观察和旁听村民们在这两个公共场所的

乐场地的贫乏，我国农民的闲暇生活大多在“三闲”

闲暇生活。W 村村民在公共空间的闲暇生活是相对

(闲呆、闲聊、闲逛)中度过，Ｗ村也不例外，在家

较为活跃的，只要天气好，在晚饭后，许多村民们

闲呆、小范围闲逛、与邻居闲聊成为Ｗ村农民闲暇

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村里的十字路口或小卖部门

生活的真实写照。

前闲聊。一般情况下，男人和女人会在十字路口和

Ｗ村农民的闲暇生活内容非常有限，充实度很

小卖部门前围成不同的小圈子，交流信息，诉说家

低，闲暇生活严重缺乏协调性，主要表现为：首先，

庭琐事，议论村务……十字路口和小卖部超越了其

发展型闲暇生活与消遣型闲暇生活之间的比例不

本来的意义与功能，承载了农民闲暇生活活动空间

协调。用于消磨时间的消遣型闲暇生活所占比例远

的功能。

远大于用于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才能的发展型闲暇

“吃过黑饭(方言，‘晚饭’的意思)，闲着没事，

生活，串门聊天、睡觉的居多，而读书看报的较少。

就到什字上转一下，夏天的时候人多，谝地热闹得

“暂的(‘现在的’意思)电视么(‘没有’的意思)看头，

很。赶上有事从什字上路过，看着站的人多，就停

看得时间一长，头疼地很。娃娃们都没在，出去多

下谝几句，凑个热闹呗……”(访谈实录，村民王

浪(‘逛’的意思)一下，心里还舒坦些。
”(访谈实录，

ZJ，男，2006 年 8 月)

村民魏 MY，女，2008 年 8 月)其次，主动闲暇生

在闲暇生活空间这一维度上，农民是如此地自

活与被动闲暇生活的比例失调。农民普遍缺乏积极

由与随意，这是城市人所无法体会的。而这种自由

主动参与闲暇生活的自觉性。“串门子，也没个固

与随意，却掩藏不住农村闲暇活动空间狭小的事

定时间，想去就去，啥时候都行。”(访谈实录，村

实。在缺少专门的闲暇活动空间的前提下，农民依

民甘 YF，女，2008 年 8 月)最后，户内闲暇生活与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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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闲暇生活比例失调。
“闲的时候在屋里没事干，

教会他们明智地、个性化地安排闲暇生活，提高对

现在的电视我丫(也)不爱看，不转(串)门子做啥，急

闲暇生活的自我规划、自我决断、自我评价能力。

地很。”(访谈实录，村民王 ZJ，男，2006 年 8 月)

在闲暇消费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本

这与农民比较落后的闲暇消费观念不无关系。

质及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减少奢靡性消费、攀比

一是闲暇观念淡漠与“挣钱第一，闲暇第二”、
“先

性消费、形式化消费，增大精神消费在总体闲暇消

挣钱、后闲暇”的闲暇价值观。一直以来，中国农

费中的比重[14-18]。

民是“贫”字当头，所以“勤俭持家”被认为是生

其次，加强农村闲暇娱乐等硬件设施建设。闲

活第一原则，“闲”往往是与“懒”联系在一起，

暇娱乐等硬件设施的缺失是导致农民闲暇生活质

只有“劳动才光荣”。二是庸俗闲暇消费观。认为

量不高，甚至出现闲暇越轨的客观原因之一。为了

闲暇消费就是看电视、吃喝玩乐、串亲访友、购物、

丰富农民的闲暇生活、抑制越轨行为的发生，必须

打牌等。因此容易衍生出一些畸形消费现象。如在

加强闲暇娱乐设施、场所等硬件的建设，并采取有

平时省吃省用，而在中秋、过年等重大节日尽情消

效措施对其进行规范管理。一是抓好农村社区水、

费，更有甚者讲排场、摆阔气，不惜举债大操大办，

电、路、通邮、通电话的建设，改善农村社区生产

形成了“日常节俭克制—重点节日过度消费—日常

生活条件和市场条件，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市场开拓

节俭克制”的恶性消费循环。

创造条件[5]。二是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基础设施的建

简言之，W 村农民总体处于被动休闲状态，空

设，改善文化教育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

间匮乏，方式单调，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结构性

农民看书难、买书难、农村图书馆藏书少的问题一

失调，离发达的休闲文明尚有很大差距。

直是困扰农民群众汲取文化知识，丰富文化生活的
重要方面。应鼓励出版社出版农民群众买得起、读

四、优化农民闲暇生活的路径选择

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发展农民书社等农民自

为了提高农民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优化农

助读书组织，为农民群众读书提供方便。继续实

民的闲暇生活，需要采取诸如增加农民收入、提高

施送书下乡工程。三是切实改善农村社区卫生、

农民文化素质、加强交通建设等多方面的措施，笔

体育和公益事业福利设施。重视乡镇文化活动中

者认为，现实的路径主要为：

心、村文化室建设。要通过“政府和社会化投入”

首先，对农民进行必要的闲暇生活教育和引

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加强农村文体设施建设，下

导，转变闲暇生活观念，使农民充分认识到闲暇生

功夫建设好包括农村广播室、文化活动室、阅览

活的重要功能。长期以来，农民对闲暇生活的正功

室、阅报栏等各种思想文化阵地，把思想宣传工

能缺乏充分认识，认为闲暇生活就是消遣玩乐，这

作、文体活动向农村延伸，向农民渗透，把教育

种错误认识导致农民对闲暇生活缺乏应有的重视，

农民的工作做实。

甚至是忽视。应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认识到闲
暇消费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却是人的基本需
要之一。积极、健康、文明的闲暇消费，不仅是享
受生活，还可以通过消费提升人的修养，充分展示

参考文献：
[1] 袁亚愚．乡村社会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
253．
[2] 田翠琴，齐

自己、发展自己，同时还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
展。需要对广大农民实行闲暇教育，包括消费观、
消费知识、文化艺术和审美知识的教育以及消费道
德和社会公德的教育，并把它逐步纳入教育体系之
中，通过闲暇教育，使农民正确认识闲暇中的自我，
加强对闲暇价值的自我意识，系统培养闲暇情趣，

心．农民闲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5．
[3]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兰州：敦煌文艺
出版社，1997．
[4]

马正幼．我国农民的闲暇生活现状与改善对策——基
于闲暇阅读的视角[J]．安徽农业科学，2007(19)：88．

[5]

陈桂香，农民闲暇消费论——兼论新型农民的培育
[J]．农村经济，2008(5)：126-129．

第 11 卷第 3 期
[6]

许晓芸

农民闲暇生活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7]

干部论坛，2006(2)：86．

黄惠珍．农民的闲暇生活水准———慈溪农民闲暇生
活调查[J]．宁波经济，2006(8)：44-46．
庄

[14]

媛．农民的闲暇生活结构——对江都市许桥村的

谢

云．粮食主产区农民闲暇时间消遣方式的调查与

18-21．
[15] 罗满妹．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视阈[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2009(3)：103-106．
[9]

谷中原、余成普．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
——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社

版，2008(2)：58-61．
[16]

会科学版，2005(1)：28-3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秀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2000：101．

[17] 许晓芸．农民社交型闲暇活动个案研究[D]．西北师范

印．农民休闲：对我国以人为本程度的一个衡量

———《农民闲暇》一书评介[J]．河北学刊，2006(2)：

许晓芸，王力平．试析农民越轨行为的原因及对策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个案研究[J]．现代经济，2009(8)：58．
[8]

41

大学，2007：29．
[18] 万江红，高冬梅．客家地区农村女性闲暇生活及其影
响因素[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38-239．
[12] 王羽中．谁来关注他们的闲暇生活[J]．就业与保障，

10(6)：47-52．

2005(5)：11-12．

责任编辑：陈向科

[13] 辛秋水．注重解决农民的文化贫困问题[J]．中国党政

(上接第 6 页)
[3] Kwan A C C，Kwok B. Exogeneity and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 the case of China[J] ．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5(61)：1158-1166．
[4]

尹敬东．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的需求解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0)：
81-90．

[5]

李春顶．出口与增长：中国三十年经验实证
(1978-2008)[J]．财经科学，2009(5)：117-124．

[6]

曾国平，王燕飞．我国农产品出口对农民收入影响的
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37-42．

[7]

汪艳涛，王记志．农民收入增长：基于农产品贸易视

[9]

王云飞．我国贸易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基于地区
面板数据的检验[J]．财贸研究，2008(5)：41-47．

[10] 蔡

昉，王德文，都

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

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
[11] 文

娟，孙楚仁．贸易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计量检验

[J]．财贸研究，2009(1)：47-54．
[12] 程国强．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结构与贡献[J]．管
理世界，2004(11)：85-96．
[13] 彭代彦．增加农民收入与乡镇政府改革[J]．经济学家，
2003(6)：26-29．

角分析[J]．科技与管理，2009(5)：33-36．
[8] 赵

伟，赵晓霞．对外贸易、FDI 与中国农民收入及其

分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95-102．

责任编辑：李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