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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理性化适应策略与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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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果说农民工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理性因素的增长更多的迫于某种压力环境下适应策略选择下的结果，那
么回流农民工创业则更多的是基于个人自主性增强、满足自身发展性要求的结果。本篇着力讨论回流农民工在这
种转变过程中所呈现的多种考量，以及其在与农村大环境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所展现出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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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价值，即思维方式的理性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一、对农民工理性化的解释

组织架构的科层制、文化生活大众化、快餐文明等等。

（一）理性主义的界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结合农民工外出的目的来

根据德国研究韦伯理性化思想的施路赫特对它的定
[1]

谈这种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目的影响着他们选择怎样

义，他认为理性化大致有如下的三种含义 ：第一，理性

在城市里生活、以及他们对城市文明的不同特征的接受

主义意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务的能力。这种理性主

程度，显然，经济目标是大多数的农民工外出的直接目

义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说是广义的科学——

的，这种经济目标的指向的背后，也是国家价值取向的

技术的理性主义。第二，理性主义意味着（思想层次上）

整体转向，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

政策，到后来不断多次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

刻意升华的成果。他称之为形而上—伦理的理性主义。

展更多的层面上也是指经济上的发展，从国家层面不断

第三，理性主义也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

的强化着发展经济的权威性，当然，仅仅是国家的强调

本文认为农民工理性化更符合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含义。

还不一定完全能够被民众接受，另一个促使发展经济发

（二）理性化的两个条件

展得更具权威性的因素是其在特殊的国情（原有价值体

一是压力性环境的持续性作用。一方面来讲，在

系逐渐崩解但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确立）下其合理性不

某种强大的压力环境下，主体要应对这种挑战，就必须

断得到认同，从而使其自身在实践逻辑层面的正当性和

发展出合理的适应策略，因为它关乎着主体能否在这种

合法性最终得以确立。即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

环境下生存，并且，这种合适的适应策略必定要适合他

式下，在现实条件下，权威的确立还依赖于“效率法则”，

在那种环境下的价值认同，大环境下的价值观，引导着

即在实用主义的环境下，有效性的组织模式、技术、方

在此环境下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从你遵从它、响应它

法可以在逐渐显示出自身有效性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权

的价值设定的过程中，就会获得某种社会认同和尊严感。

威。继而可以通过它来确立内嵌在它之上的那种价值的

相反，你若拒绝它、逃避它，最终将会被这种价值倡导

权威，眼下我们的转型或许也将是这个路径，即可以这

下的公意裁决为另类，甚至是失败者。主导性价值的力

样理解这个逻辑：我们不是先确立某种预设的理念，而

量具有比制度性力量更强大的威力，某一制度尽管限制

是在现实中遵循实践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过程中得以确立

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但却不一定能使人们切实的认同它，

某种理念的价值，继而其权威也得以确立。这样一个过

即不能迫使人们认同制度背后的价值，倘若人们从内心

程既是理性的力量为自己开拓新天地的逻辑。

里不认同这种制度的价值，在执行它的时候是会大大折

二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扣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认为现代城市化、工业化

是个体走向健康的理性化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并且也

所主导的这个核心价值对某一“外来者”而言就是一种

是理性化持续深化的调剂性力量。个体的行为如何、价

持续性的压力。农民进城务工，城市文明背后的主导价

值取向如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主体的选择上，尽管其选

值是什么呢，从变迁的角度来讲，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现

择自身就具有诸多的制约因素。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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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表现在主体性意识、选择性意识增强。因为理性本

农村的参照系逐渐向城市靠近），毕竟农村的整体环境还

身就意味着一个比较、思考权衡、选择的过程。问题是

没有很多的改变，所以嵌入他们价值层面的变化也不可

什么导致个体意识的觉醒呢？在没有外部价值导入的前

能有实质性的变化，基于此判断，我们认为农村和城市

提下，内生性的缘由何以获得？这就得从主体在非封闭、

是两个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不同单元，农民工回

专制环境下伴随交往的扩大、利益分化凸显上来找原因，

乡创业，原本在城市习得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是否有被乡

即在一个相对自由交往的社会环境里，主体间利益的矛

土文明所重新同化的风险，回到乡土的环境里，将如何

盾会促使其积极的为争取个人利益而彰显出的主体性意

和农民对象互动，由于二者的理性化程度、类型的差别，

识的发展。或许争夺利益不是一个好现象，但却是在现

要顺利的实现二者的磨合、彼此调适，必定会有一个矛

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促使着个人主体意识的生发，再

盾交织的过程。下面我们先阐述有关农民工回流创业的

或许，争夺利益本身也没有错，需要的只是一个促使能

几种视角。
[2]

够公平争夺的环境。从反面来阐述这个问题，也许易于

大致有如下三种视角 ，第一是现代性的视角。此种

理解。在封建王朝和个人崇拜的社会里，自我意识、以

视角强调农民工在向城市流动后，不断习得现代性的各

致理性的声音很难得以生发，不管是这种体制里的国君

种特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合原有的价值体系和这

还是臣民似乎都没有理性的持久动力。从国君一方讲，

种现代性特质的不一致，从而持续性的获得现代城市社

国君的决断、谕旨即为法则，即为裁决的标杆，没有外

会的各种体验，进而不断的生成自身的价值观、生活态

部的约束，他凭什么要去理性任事、图辛劳，在没有外

度和社会行为模式，锻就这种文化所需要的个人责任感、

部的抗衡性力量时主体处于完全不对称的优势地位，他

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等现代性的特征（江立华，

哪有动力去理性。从臣民一方讲，臣民似乎没有变得理

2004）。这样的一些现代性特质符合创业者所必需的理性

性的激励机制，因为你没有理性生长的空间，你的理性

特征，或许可以这样说，农民工进城重要的不是挣到了

不仅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反而让你受损，长此以往，当

多少货币收益，而是多大程度的习得了这些现代特质，

一个个体的某一行为持续性的得不到某种“奖励”，反而

多大程度的武装了自身，这种因城市生活与生产而获致

是“惩罚”时，个体是不会坚持此种行为。

的现代性特征无疑成为创业的坚实基础和有效前提，因

（三）农民工选择的理性化

此，也形成了打工是创业“孵化器”的论断。具体表现

通过以上的论述，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理性化在现

为，一方面打工培育了返乡创业意识，或者说在城市生

世的环境下就变得易于理解了，这种理性化的过程从社

活中的不公正待遇使得农民工不满足最低层次的需求，

会学的角度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继续社会化。农民有

进而萌发了追求平等、公正的意识。另一方面，打工为

挣钱的目的，加上城市文明的外在压力，这种文明在农

创业积累了所需要的资本。第二是结构性的视角。与现

民工初进城时表现更为明显，随着农民工长时间的受到

代性视域不同，该视角较多地强调社会系统中时空“束

城市文明的耳熏目染，农民工在尝试利用这种城市式的

缚”的结构化特性，这一点更多的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行事方式后，发现它可以更好的促进自己与这个城市里

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相关。主要关注创业过程中的社会

的人交流，并从中获得某种好处。当这种好处不仅与挣

性结构因素，如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资本向内地转移、

钱的目标直接相关，而且还包括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尊严

个人和家庭的结构化影响等。（白南生、何宇鹏，2002；

感。当然，这样讲内在的是以城市文明作为参照系，因

辜胜祖，2009），此外，还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分析返乡

为只有当农民工真正放弃原有村庄内的参照标准，才会

农民工创业实践的社会经济效益。
（韩俊、崔传义，2008）

在行为上真正改变。无疑，在行为改变前的观念转变（改

第三是政策引导性视角，或言问题面向性视角。在现实

变参照系）尽管是可能更多的是压力性、竞争环境下的

生活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并非一帆风顺。诸多学

被动性成分更多，即是农民工基于多重考量调整适应策

者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创业实践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在

略的结果。

面对创业实践问题时，一些学者提出，让农民工回乡创

二、农民工回流创业的比较分析

业享受外地客商的待遇，如税收减免，或享受国家和地
方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业、提供小额

下面要讨论的话题先提出来，即我们要探讨农民工

贷款、农产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政策。通过

基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后，出于各种因素的

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设立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专项

考量和取舍（这中间同样包含理性思维的作用），选择回

基金，用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贷款贴息、创业培训和担

乡创业，那么他们在村庄里创业，其环境和价值导向与

保资金等。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扶持，

城市有着较大的区别，就算随着现代媒体对农村内部的

为回乡创业农民工提供贷款支持。

影响日益深入，农村的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很大（即

另据我们的个案调查，信息交流密集的行业，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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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化程度要高于信息相对封闭的职业，在访谈中发

代化的片面认识，进而演变成某种异化的不正常现象，

现，从事销售类的农民工言谈举止间更多的反映了其现

比如一些地方，由于对现代性的不恰当认识，出现了村

代性的上述特质，所见所闻、以及观点见解都表现出很

庄内的“面子竞争现象”，这种面子竞争是通过展现谁家

强的合理性，正如，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的人所形容的，

的房子建得气派、建的大来体现的，这种从很大程度上

“他们比我们强，头脑灵活，见的世面广”，总之，回到

会导致不合理、不经济浪费严重的现象显然就是因为对

村庄里，他们被认为是“能人”、
“有门（道）
”的人，假

现代性的盲目和认识误区导致的。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如，那些回流创业的人的某些现代性得到他们的肯定，

由于在城市里待的时间比较长更了解现代性的特质，并

一般都是依托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给他们自身带来切实

且这种特质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处世行为方式之

的功用来作为载体的，比如，一个在外面从事电力维修

中，在这方面他们可以更好的在创业实践中向其他村民

的返乡创业人员帮助村里的某家解决了因打雷线路出现

做出表率，从而帮助磨合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对抗与误解。

故障的问题，一个懂些电器维修的返乡农民工修好了某

总之，返乡创业农民工由于在城乡二维时空中形成

户农家的电视，这些都可以透过村民之间流转的口碑来

的身份二重性，可以更好衔接城乡之间的良性交流，从

显现出来。

而更好的促进城乡融合。另外一个需要反思的是，尽管
在城乡交流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可是返乡

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反思

农民工创业的生存和发展境遇应值得特别关注，由于农

沿着理性化的思路，我们探讨了理性萌生的土壤与

村整体性的消费能力偏弱、购买力不强，尽管很多创业

条件，然后依此视角具体探讨了农民工从进城务工接受

项目是切合农村实际的，但是如果需求不能扩大，企业

现代文化的洗礼，到同样基于理性思路返乡创业的过程，

的持续发展就面临着危机，再加上农村信用环境不佳，

理性化是一个社会转型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它所涉及

这些都极大的影响着创业人员的积极性，这些问题短时

的内涵和外延是如此之广，以致我们或许只能列举散落

间恐难解决，需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才能够较好的解决。

在现实角落里的一些个案来加以认识，农民工进城、创
业同样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彰显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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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we say that migrant workers who go outside to work would bring the rational factors into a soar, from the result that they adopt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when they confront with certain pressure environment. Then, perhaps, we can suggest that migrant workers go back
to their hometown engaging in startup based more on personal autonomy to meet their own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more about returning home migrant workers in this process of change presented by a variety of consideration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which exhibited interacting with other subjects in the great r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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