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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热点述评
——基于共词分析视角
吴宾 1,2，夏艳霞 1
(1.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要：以 2006—2016 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关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 2 356 篇核心期刊文献为样本，采用
共词分析法和可视化技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挖掘出近年来市民化研究
的六大热点主题：城镇化与市民化动力机制、市民化制度安排、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市民化意愿与影响
因素、城市融入、研究范式；在对高频关键词分年段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发现城镇化与市民化动力机制一直是该
领域研究的核心主题，而其他主题则相对稳定。预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三权分置”问题将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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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red population:
Based on co-word analysis
WU Bin1,2 , XIA Yanxia1
(1.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hinese domestic journal full text database during 2006—2016 as the source and retrieves
2 356 papers related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from the core journals. Using the co-word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maps the hotspots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digs out six
hot topics of urba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ynamic mechanism, system arrangement,
landless peasants’ employment and society security,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e factors, city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different year,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s been the core theme of the field, while other subjects are
relatively stabl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cost sharing mechanism, housing problem and “Three Rights
Division” will be hot topic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hot review; co-word analysis; knowledge mapping

农业转移人口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1]

城镇转移的非农化人口。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这

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 。 在 2009

一群体的高度分化，“农民工”逐渐不能涵盖城乡

年以前，学界更多采用“农民工”来称呼从农村向

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特征，“农业转移人口”成为
新的代称[2]。有序推进其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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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市民化”为主题在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共得到 7 223 条
记录，足见学界对此的关注。面对海量文献，对其
进行个别视角的文献评述显然无法清晰呈现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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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的整体面貌。而从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市民化

作者总共有 2 760 位。以发文量 7 篇为阈值筛选出

研究的总结、回顾来看，多以定性评述为主，缺少

20 位高产作者，刘传江、辜胜阻、吴业苗、贾康等

量化分析。为了准确描绘国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学界知名学者排名靠前；对发文单位以 9 篇为阈值

研究的宏观图景和演变脉络，总体定位农业转移人

进行统计，表明市民化研究主要以高等院校与研究

口市民化研究的热点主题和未来走向，笔者基于共

机构为阵地，涵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

词分析方法，结合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知

学科背景，显示出该领域研究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性

识图谱可视化软件等工具，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质(表 1)。同时，涉农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更高，表明

文献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深化该领域研究，推进农

具有“三农”研究背景的学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

化问题更加关注。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为提高文献搜集的准确性，笔者进行高级检索
时，具体检索式设定为“主题词”or“关键词”or
“篇名”=“市民化”and“时间跨度”=“2006—2016”
and“来源类别”=“CSSCI”or“核心期刊”。这一

表 1 核心期刊发文量前 20 位作者单位
序号

作者单位

发文量(篇)

1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15

2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15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4

4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

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12

检索式下共得到 2446 条文献记录。对于文献时段

6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12

的限定是基于探究市民化研究热点主题的研究目

7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11

的，要求样本选取需遵循一定的即时性原则；限定

8

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11

核心期刊的目的是保证样本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9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10

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

11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0

12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

1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

14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9

将 2 356 篇样本文献按时间顺序进行统计，如

15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9

图 1 所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发文量曲线

16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

呈 S 型，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0 年

17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9

18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9

19

天津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9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9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根据文章篇名、摘要和关键
词对样本进行清洗，剔除掉新闻报道和纪实、通知
公告、期刊征稿启事等可能对研究造成干扰的文
献，最后保留 2 356 篇文献构成研究的样本库。

论文数量平稳增长；2011—2014 年研究热度持续增
强，2014 年达到高峰；2015 至今发文数量较前期
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表明市民化研究经
历了从产生到快速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

二、基于共词视角的知识图谱分析
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
文献和文献工作系统的数量关系与规律的学科。共
词分析是文献计量学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定量分
析展现文献中的共现强度和共现关系，揭示某一研
究领域的内在结构和变化趋势，分析研究领域的热
点、前沿与发展趋势[3]。共词分析的载体为关键词，

图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核心期刊发文量

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发现，2006—2016 年发文

关键词是用以概括全文主题内容的若干单词或术
语，高频关键词往往能反映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及热

5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点[4]。当同一组文献中关键词较多时，通常设置一定

2017 年 4 月

表 2 论文高频关键词统计(频数≥15)
序号

的阈值对高频关键词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

关键词

1 市民化

SPSS 和 UCINET 软件绘制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102

16

人力资本

40
40

2 农业转移人口

699

17

路径选择

3 城镇化

359

18

农民

39

方法，制作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知识图谱，

4 新生代农民工

330

19

市民化意愿

34

以探索该研究领域的主题变迁与未来研究趋势。

5 新型城镇化

246

20

社会融合

34

究的聚类分析图谱与社会网络分析图谱，综合两种

运用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系开发的“书目共

6 户籍制度

87

21

土地制度

30

现分析系统”(Bicomb2)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得到

7 失地农民

86

22

就业

23

4 050 个关键词。为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8 城市融入

50

23

户籍人口

20

9 城乡一体化

49

24

工业化

20

10 影响因素

48

25

困境

18

11 社会保障

48

26

经济增长

17
16

以 15 频次为阈值进行统计，并对高频词中同义词
或无实质意义的词语进行清洗，筛选出 29 个代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热点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表 2)。

12 对策

47

27

城市群

13 社会资本

46

28

城乡二元结构

16

次最高，分别为 1 102 次、699 次，是该领域的研

14 人口城镇化

46

29

现代化

15

究核心。

15 职业教育

41

数据显示，“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出现的频

构建关键词的词篇矩阵和共词矩阵是下一步
研究的基础。因为不同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矩阵
结构的要求不同，聚类分析图谱需要词篇矩阵作为
数据源，社会网络分析需要共词矩阵作为数据源。
其中词篇矩阵是对一定频次的关键词出现在样本

而共词矩阵则利用关键词间的共现频次形成 29×29
的矩阵，共词矩阵的每一个值代表相对应的两个关
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的次数，对角线上的
值代表该关键词在样本文献中出现的总次数(表 3)。

文献的统计，出现标记为“1”，未出现标记为“0”。
表 3 论文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部分)
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 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 新型城镇化 户籍制度
市民化

失地农民

城市融入 城乡一体化 影响因素

1 102

375

128

141

128

52

45

5

21

22

农业转移人口

375

699

91

11

64

35

6

24

5

17

城镇化

128

91

359

23

2

9

20

7

9

2

新生代农民工

141

11

23

330

10

5

0

17

3

12

新型城镇化

128

64

2

10

246

12

2

1

6

1

户籍制度

52

35

9

5

12

87

0

1

2

0

失地农民

45

6

20

0

2

0

86

0

0

2

城市融入

5

24

7

17

1

1

0

50

0

1

城乡一体化

21

5

9

3

6

2

0

0

49

1

影响因素

22

17

2

12

1

0

2

1

1

48

聚类分析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按照物以类

类结果，笔者将高频关键词分为 10 类，并依据各

聚的原则将研究对象进行归类的一种分析方法[5]。

类中关键词组合的含义，将各类从左到右分别命名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相关性高的关键词聚在一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价值与制度设计、市民化

起，形成一个组群，组群之间具有相斥性。将词篇

的动力机制、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市民化

矩阵作为直接数据源，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运用

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范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

SPSS 软件得到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图 2)。基于聚

融入及其资源。

第 18 卷第 2 期

吴宾等

59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热点述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价值与制度设计

市民化的动
力机制

失地农民
的就业与
社会保障

市民化意
愿与影响
因素

研究
范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
市融入及其资源

图 2 聚类分析图谱

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
[6]

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 。借助UCINET软件对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核心关键词分布着众多研究
的热点主题（图 3）。

共词矩阵进行中心性分析并绘制社会网络分析图
谱（图3）。不同社会网络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体
现社会网络特征的指标主要有规模、密度、中心度、
团聚度与多重度。本研究主要选取密度和中心度两
个指标对社会网络分析图谱进行更深层次的探析。
网络密度是衡量一个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连
接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指标处于 0～1 之间，越
接近 1，网络联系也就越紧密[7]。分析显示，该共
现网络的密度为 0.475 4，标准差为 0.499 4。密度
水平相对较高，说明市民化领域的研究关联性较
大。图的中心势是对网络整体聚集度的评价，与网
络密度相互补充。分析结果显示该网络的中心势为
56.35%，表明该网络具有较好的集中趋势，具有明
显的无标度网络特征。
中心度所测量的是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处的位
置，常用的有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
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等。本文主要分析网络的点度
中心度。点度中心度是衡量各个节点中心性的指
标，可以反映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情况，如果
一个点与许多节点直接相连，就说该点具有较高的
中心度[8]。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
节点中心度越大，此结点越居于中心性位置。分析
表明，节点中心度排在前五位的高频关键词由高到
低依次是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新型城
镇化、新生代农民工。根据社会网络分析图谱中节
点的面积大小也可看出，同时围绕新型城镇化、农

图 3 社会网络分析图谱

上述两种方法均有一定的局限，聚类分析不能
呈现各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密度与强度，也无法获
取中心词，易忽视类之间的扩散联系[9]；社会网络
中心性分析突出了结点的网络位置、强弱联系，但
无法兼顾明确归类判断。综合以上两种方法，结合
专业知识和原始文献来源，明晰每个高频关键词背
后所蕴含的内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进行
综合分析判断。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图谱，配合以聚
类分析的明确归类，手动拖拽部分关键词,实现关键
词中心性与类团明确性的统一，最终形成城镇化与
市民化动力机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安排、
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市民化意愿与影响因
素、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研究范式六个以“市
民化”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图 4)。这六个主题由内部
相对聚集的关键词类团组成，每个类团均包含相对
核心的关键词，利于对每一主题进行研究分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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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城镇化与市民化动力机制居于该网络的中

的内涵、必要性以及紧迫性。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

心，且与其他五个研究主题的关联性较强，呈现出

民工虽然生在、长在农村，但是对于家乡的认同和

“一个核心，五个主题”的研究格局。

土地的依赖越来越淡化，渴望融入城市。受制于城
乡二元体制，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相对剥夺感
在增加，成为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的无根人群[13]。
二是从影响因素、实现途径、成本分担等方面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性。刘传江认为制度壁
垒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社会
排斥、人力资本贫弱因素也不容忽视，应实现三大
制度创新：农民退出农业农村的新型机制、城乡统
一的劳动力市场、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14]

。谌新民、周文良认为，成本分担是影响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成本分担是多方博弈的
图 4 综合分析所构建的知识图谱

结果，提出赋权还能和成本分担机制设计是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创新的核心[15]。

三、研究热点及其主要观点
上文通过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及序列化的知识
谱系所构建的知识图谱，呈现了市民化研究热点及
其复杂的关联关系，直观地刻画出该领域的研究格
局。基于以上研究图谱，结合具有代表性的高被引
文献，进一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热点主
题和主要观点进行质性分析，以把握该领域的研究
脉络与动态。

就市民化的动力机制而言，杨英强将影响农民
工市民化的因素划分为推动力、摩擦力及吸拉力，
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应为提高农民工素质、提
高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16]。熊萍
基于推拉理论，剖析了农民市民化双重动力机制，
指出随着工业化发展，农村产生了许多剩余劳动
力，形成对农民的推力，而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
高，形成对农民的拉力[17]。郑永兰、翟鸿健提出渐

1．城镇化与市民化动力机制

趋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符合预期的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现新型城

市民化成本、与农村较方便的对接功能构成了城市

镇化的必由之路。图 4 显示，城镇化与市民化动力

“拉力”[18]。

机制位于市民化研究的核心，这一研究主题包括农

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安排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新

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

型城镇化等高频关键词。
张占斌等认为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市民化，

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既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是农业

表现为两个对应的反向运动过程：农村人口的减少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加速器，由此引发学界广泛关

和城市居民人数的增加[10]。蔡昉指出保障 1.6 亿存

注。这一主题涵盖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乡二

量和未来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
的公共服务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和主线[11]。李国平
等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户籍制度改革、产权
保护制度等为农民工创造了向城市居民全面转移
的良好机遇[12]。
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将会影响整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目前研究理路有二：一是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元结构、城乡一体化等高频关键词。
就户籍制度而言，多数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是阻
碍市民化最重要的因素。刘传江、程建林指出户籍
制度改革使农民工穿越了“显性户籍墙”，但是存
在更加坚韧的“隐性户籍墙”，因此须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打破“隐性户籍墙”，实现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19]。辜胜阻等提出实现市民化应选择“二维
路径”，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推进人口管
理创新[20]。亦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魏后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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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键认为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

个特殊群体。失地农民必须放弃对土地依赖的生产

而是与城镇市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劳动就业和

方式，从事非农生产，属于迁移城市的非自愿性、

社会保障等，同时身份意识与知识技能逐步融入城

非经济性的政策性移民。该主题涵盖失地农民、就

[21]

市

。赵燕菁认为，如果仅仅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涉

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户籍改革是没有

业、社会保障等高频关键词，表明学界主要关注失
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

意义的，同时，要给予农业转移人口资产收益并且

相关研究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就业视角

使其获得持续增值的不动产，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到

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沈关宝发

[22]

。吴业苗指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逐步

现农民土地被征用后虽然得到货币化的征地补偿，

退出历史舞台，农业人口转移将步入新常态，为了

但是并没有给予他们职业培训或者就业机会，而是

更快地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府应大力发展

把他们转为城市新居民后直接推向了市场。而农民

中小城市和村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本身的文化水平较低，技术缺乏，大部分失地农民

[23]

只能在城里打零工，甚至无所事事，坐吃山空[31]。

市民的转变

。
学界对土地制度变革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土

二是从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角度出

地制度改革应坚持农村土地国有化方向，实现城乡

发，对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原因进行探讨。林乐芬、

统筹。贾康提出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新型城镇

葛杨认为不仅要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还要解

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诸多问题的焦点，必须

决他们的发展问题，必须纳入到农民福利改进的整

。

体视角来研究[32]。王慧博指出失地农民成为城市居

肖倩认为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农村土地

民后，并不能与其他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福利待

使用权的身份权属性与财产权属性并存严重阻碍

遇。失地农民在名份上已经是“市民”，但并未纳

了市民化进程，提出建构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确

入目前的“城保”体系；失地农民市民化要具备三

定农村土地国有化方向，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财

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相同的社会保障、

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国有化

[24]

。二是主张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

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33]。高新才、李笑含认

立土地退出机制，提高市民化的能力。刘传江等提

为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方式不合理，需要探索多元

出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和流转市场，“以土地换保

化的补偿安置方式，加快市民化的速度，建立全面

障”有助于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村退出和城镇融合

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保障失地农民权益[34]。此

[26]

。冯桂剖析了重庆“地票制度”的价值，认为该

外，周毕芳指出失地农民受到严重的社会排斥导致

制度既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可以强化农民财产权

社会权益缺失，应从制度改革、文化建设、职业技

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又利于农民离土离

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方面入手，努力消除失地农民

产权属性

[25]

[27]

乡，进城定居，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徐美

受到的社会排斥，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35]。

银认为僵化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使

4．市民化意愿与影响因素

得农村土地缺乏流动性以及合理的退出机制，应加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很多，而市民

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退

化意愿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素，是市民

[28]

村进城”

。张勇、汪应宏强调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

化进程的逻辑起点。该类团由“农民”、
“市民化意
愿”、“影响因素”等高频关键词构成。

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

相关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

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相关因素。梅建

[29]

。吴宾等认为应建立宅

明、袁玉洁指出农民工个体特征、收入消费水平、

基地置换机制，发挥其财产功能，对主动放弃承包

社会生活状况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不同程度

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30]

地和宅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政府要给予一定补偿 。

的影响[36]。陈昭玖、胡雯认为人力资本和地缘特征

3．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

是显著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人力资本越

失地农民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一

强，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就越强，地缘特征优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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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也就越强，同时，转户

城市融入

意愿、自我身份判断、留城意愿是衡量农民工市民

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社会排斥”严重

化意愿的指标。这三大指标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呈

制约了社会资本效力的发挥，阻碍了他们市民化的

[37]

正向相关关系

。刘丽认为，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政

。二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农业转移人

进程。农业转移人口想要完成继续市民化过程，应

口市民化的客观条件及制度因素。王桂新等指出中

不限于以地缘、血缘、亲缘等为基础的小范围社会

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提出

网络，加强与整个城市的社会联系，最后实现融合

要推进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革，多维度、全

[45]

方位地推进市民化进程

[38]

。李培林、田丰描述了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社

。王国霞、张慧指出，经

会、心理、身份四个层面的市民化状况，分析了人

济成本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之一，过

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城市融入的

高市民化成本阻滞了市民化进程。提出主动型转移

影响，主张实施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培训计划，

人口和被动型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呈现不同

建立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营造城市融入的宏观环

的特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市民

境[46]。

化过程中作为成本分担主体，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39]。

6．市民化的研究范式

孙英娟等认为城市就业是影响市民化的基本经济

范式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

因素，也是制约市民化的首要因素，要优化就业环

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

[40]

境，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

。

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

5．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

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就研究的方法、手段而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社会融合既是

言，该领域研究范式包括困境、对策、路径选择三

推进市民化的最终目的，也是衡量市民化水平的核

个高频关键词，问题对策式研究嵌于市民化研究的

心指标。该类团关键词之间连线较为密集，密度水

大部分主题之中，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应

平相对较高，表明关键词之间的研究关联性较大。

用性研究特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农业转移

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

人口流动规模、流出方式以及市民化问题产生的原

市融合的重要因素。

因进行分析；二是从公民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测量农业

面提出市民化对策建议；三是从就业制度、医疗保

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悦中山等将农业转移人

险制度、教育制度和住房制度等方面提出改革措

口城市融入分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

施，探讨了市民化的宏观路径。

合，制度性障碍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重
要因素[41]。杨菊华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

四、研究特点及研究趋势

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

文献计量所显示的知识图谱及其热点研究主

融入，提出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既需要个人

题，清晰地呈现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整体

努力，也需要消除歧视和排斥性的制度障碍，营造

概貌。结合高频关键词纵向时间维度的分析以及对

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42]

。马长山提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种分列式的进城路径，分

样本文献的考察，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呈
现以下特点。

别从“身体进城”、
“权利进城”、
“精神进城”三方

(1)研究热点稳中又有新变化，呈现出鲜明的发

面来测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提出推进

展性特征。表 4 可见，市民化、农民工、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需要消除身份差别、维护权

新生代农民工、失地农民等高频关键词一直位居关

利平等、实现城乡一体化

[43]

。二是分析人力资本与

键词排名前十五位，这些高频稳定的关键词也代表

社会资本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作用机理。

学界对这些热点主题持续、稳定的关注和研究。同

王竹林提出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人

时，诸如工业化、属地化管理、民工返乡等高频关

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

键词先后退出前十五位，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

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

农业转移人口、新型城镇化等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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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词，反映出学界在此领域虽然已形成一些稳定的

籍制度改革”在高频关键词列表中显现；2012 年，

热点主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理念转变，其

十八大正式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研究结构也发生着新的变化，显示出学术界与时俱

指出新型城镇化的道路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此后

进、关注社会热点的理论品质。譬如，2009 年 12

的 2012—2013 年，
“新型城镇化”一词进入高频词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解决符合

的前十五位，2014—2016 年则位居列表第二位，说

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

明学者对其关注度将持续上升。

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随后“农业转移人口”
“户
表 4 高频关键词分年段统计(出现频数前 15 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06-2007 年
市民化
农民工
城镇化
失地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资本
和谐社会
社会保障
构建
对策
工业化
权益
制度创新
属地化管理
城乡一体化

2008-2009 年
市民化
农民工
城镇化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
户籍制度
城乡一体化
劳动力转移
社会资本
社会适应
民工返乡
撤村建居
社会公正

2010-2011 年
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
城镇化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对策
城乡一体化
农民
社会资本
影响因素
身份认同
路径
制度
剩余劳动力

2012-2013 年
市民化
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
城市融入
失地农民
城乡一体化
人口城镇化
户籍人口
户籍制度改革
人力资本
对策
影响因素

2014-2016 年
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
农民工
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
影响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
市民化意愿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失地农民
城市融入
城乡一体化
对策

(2)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住房
问题、农村“三权分置”改革等将成为未来研究的
新热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而成本约束又是当前市民化的最大
障碍，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有序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因此这一话题将会受到
学界普遍关注，且在未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城镇
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物质前提和基本标志，在农
业转移人口家庭式迁徙成为主流的背景下，住房问
题愈来愈成为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
素，这一主题必然会成为未来研究新的增长点。土
地流转制度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因
素。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
是土地资源流转的前提，是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
革的基本方向，它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财产性收
入、斩断与农村的脐带关系、真正融入城市创造了
必要条件，可以预见，“三权分置”改革研究将引
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总体来看，在未来一段时期
内，学界将对以上主题展开更多探讨，加快农业转
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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