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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
变化 : 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渐变为“土字型社会结构”——

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
李 强

前些年，笔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国第五次
人口普查（简称 ： 五普）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
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
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
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
笔者采用 ＩＳＥＩ 方法测量，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
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里将社会结构
的变化概述为四大群体的变化。
农民群体：10 年间减少了 16.71%，预测还会发生巨大的
社会结构变迁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院长、教授

主要是农民、农业从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外出
打工群体以及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用 ＩＳＥＩ 测量，２３ 分值
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２０１０ 年占比 ４６．４９％，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３．２０％ 相比，２０１０ 年六普减少了 １６．７１％。十
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由此可以预测到七普的时候，还会发生同一方向的巨大
的社会结构变迁。此种变迁体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一
般趋势，根据社会学的现代化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
动力的比例低于 ３０％ 是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
指标。
如果具体分析中国农民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可以
发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 一种是农转非，起因于城市发展向
农村扩张，该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于是，
农民转为市民。第二种是农民外出打工，这部分以青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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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一些求职者在返乡农民工招聘会上

年劳动力为主。外出打工农民的情况更为复杂，一

大学进城 ； 也不排除有少数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镇

方面，循环流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

买房，为使孩子受到更好教育或老人享受更好的医

上的打工农民又返回家乡；另一方面，年轻农民返

疗而转入城镇的。清华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户籍的

乡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六普数据显示的种田农民的

人口，已经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比例为 ２１．６％。

比例下降是真实的，是不可逆转的。第三种是就地
城镇化。调研发现，中国即使是留在农村没有外出

体力劳动工人群体：10 年间上升了 3.78%，但随着

的农民，有很高比例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了。这

后工业社会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减少

部分农民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
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动人口或城镇常住人口。但是，

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ＩＳＥＩ 分

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住房形态也发生根本变

值 集 中 在 ２９￣３２ 分 组，２０１０ 年 占 比 １３．５８％，２０００

化，农民“上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村庄以

年为 ９．８％，上升了 ３．７８％。这个群体属于最为典型

及村庄周边非农产业十分发达，多数农民从事了工

的体力劳动工人群体，是生产一线的直接操作工人。

商业、服务业劳动。这些村庄已经与城镇没有差异。
此外，还有多种原因转入城市户籍的，比如上

从职业地位看，体力劳动、直接操作型工人，
归属蓝领群体，确实不属于中产阶层。但是，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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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的就业群体中都是最重要的劳
动群体，即使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经
济发达国家，一般也占到全体劳动者
的 １０％￣２０％ 多之间。所以，在中国
未来社会结构中，仍然会占有重要地
位，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最重要的群体。对于蓝领工人，我们
同样要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其中的
绝大多数目前被称为“农民工”，这
种称谓有问题，他们是最为典型的产
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基本的群
农民群体 10 年间减少了 16.71%

体。体力劳动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劳动
强度大、劳动艰苦、劳动危险性大、
劳动环境差，而目前待遇较低，所以，
应该提高该群体的劳动工资、经济收
入。从国际比较看，在完成现代化转
型的国家，这个阶层的收入不亚于普
通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且由于工会力
量强大，他们的收入甚至会高于一般
中产阶级的收入。
该群体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
还会占据比较稳定的比例。从数据分
析看，五普到六普上升了 ３．７８％，但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群体会由

2015 年 5 月，山西永济，一名老师在指导学生学习数控机床的操作知识

于产业转型而有所减少。所以，预计
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会保持稳定。
技术工人群体：10 年间下降了 1.4%，
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
值得深思

在 ＩＳＥＩ 中， 技 术 工 人 主 要 是 集
中在 ３３￣４０ 分值群体。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技术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
不升反降！ ２０１０ 年占比为 ９．８％，而
２０００ 年为 １１．２％，２０１０ 年反而下降了
１．４％。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 让我们先
技术工人群体比例不增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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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

测人员等等，多属于白领中下层。

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

六 普 数 据 显 示， 这 个 群 体 的 大 部 分 人， 即

人员、机电产品和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等

５８．２％ 是农村户籍，即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或农

等。这个阶层介乎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

民工，通过奋斗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或

置上，可以称作白领下层，或蓝领上层。

者受雇处于经营者的位置。所以，该群体为农民地

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

位上升开创了新渠道。该群体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

深思。技术工人亦称作中产过渡层，是中产阶层形

从全国情况看，主要是初中、高中毕业生，高中及

成的重要来源。与上面体力劳动工人比较，最明显

以下受教育的占全部经营者群体的 ８３．１％。所以，

的差异是占有技术技能，体力劳动工人也可以通过

这个群体进入中产的主渠道不是教育渠道。该群体

提升技术而进入到中产阶层。笔者曾提出，中国技

的开放性最强，接纳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实践上

术认证的体制上的障碍，阻碍了广大有技术的农民

看，很多受到户籍阻碍或难以通过教育渠道上升的

工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

人群，都希望通过做小买卖或经商运营改变社会地

此次五普、六普数据的比较再次印证了技术地

位。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城镇中颇具进取心而积极奋

位上升受到阻碍的论断。目前，此方面矛盾比较尖

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动的群体，是中国经济

锐。一方面，中国技术工人队伍严重短缺，就业市

社会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然而，目前大城市的

场上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十分强烈 ； 另一方面，社

社会管理和户籍政策却往往排斥这些人。

会上对于技术工人没有给予尊重，技术认证、地位

对比五普和六普的 ＩＳＥＩ 社会结构，我们可以

认证、地位准入、职业培训等均存在严重轻视，甚

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得分值较

至歧视。

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
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

其他白领群体：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变化微小，经营

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

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增速惊人

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
“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

在社会学研究中，白领阶层与中产阶层几乎是

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总之，中产阶层的某些群

同义语。白领职业通常指四个职业群体：管理者群

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

体、专业技术群体、经营销售人员群体和普通办公

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室职员群体。其中两个群体，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
往往有较高学历，来自大学生的比例较高，但此次

调查样本

ＩＳＥＩ 测量显示，中国这两个群体变化微小。六普数

本文使用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 简称 ： 六普 ）

据显示，白领群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经营销售群

抽样数据，选取其中 １６￣６４ 岁有职业的人口，总样

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十年来，发生了极大的变

本数为 ６８３２９１ 人。另一数据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

化。仅 ＩＳＥＩ 的 ４３￣４５ 分值群体就增加了 １０．４４％，

社会数据中心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完成的“城镇化问卷

即 ２０１０ 年占比 １３．３４％，而 ２０００ 年仅为 ２．９％，其

调查”。该调查采用严格的 ＰＰＳ 抽样方法，覆盖全

增速惊人 ！ 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变化最大的群体，该

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完成有效

群体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呢 ？ 包括购销人员、营业人

样本 １２５４０ 个，正文中凡提到清华大学调查均指此

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

数据。

通办公室职员、普通行政办公人员、普通行政业务
员、护理人员、幼儿教师、裁剪缝纫人员、环境监

（转载自 ２０１５年 ５月 ２５日《北京日报》）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