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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外出家庭： 一个包工头家庭共同体的变迁

①

程士强，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家庭结构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趋向于核心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会加速大家

庭的分解。本文将家庭组织的变迁与延续放入城乡流动研究的中心，以包工头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深


度的个案研究来呈现包工头家庭的结构变迁，尝试从中得出一些关于城乡流动和家庭研究的新观点。

本文中的包工头家庭以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整体外出，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既分化又聚合，形成一种

“分”而不“离”、“合”而不“统”的家庭经济组织。家庭结构现代化理论和家族企业研究这两种对立视


角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家庭现象，它也很难被归入已有的流动人口家庭类型之中，我们将这种流动人

“联合外出家庭”。
口家庭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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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农村的劳动力和城市的工作岗位连接起

一、引言

来。更重要的是，包工头并不是简单的“打工

（ 一） 研究背景

者”，
而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

的一种表现，
在一定意义上，
包工头在城市经营

会转型，
那就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是“微型 企 业”，而 他 们 自 己 是“企 业 家”和

的现代化进程。将农村放入现代化的视野中，

“创业者”，
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包括了普通农民

就不能离开城市孤立地看农村，城乡人口流动

工较少涉及的市场开拓。所以，尽管大多数包

是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

工头在城市中也是普普通通的草根阶层，但他

流动人口（ 农民工） 处于城乡关系的“连接点”，

们的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却要比农民工复杂得

［1］6

也位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前线” ，所以，

多。由于包工头比普通的农民工更深层地参与

流动人口是探究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重要

了城市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身上可能

研究对象。但是，
现有的流动人口（ 农民工） 研

具有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的更深刻和更丰富多彩

究却存在着一种“劳工偏见”，
似乎流动人口只

的研究主题。

是些打工者，
这种偏见阻碍了我们对这一群体

然而，
目前研究大多关注的都是“广义的

及其所处的社会转型过程形成全面深刻的认

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对该群体的研究缺乏

识。

进一步的细分，
包工头很容易被更为热门的普
包工头及包工制度在城乡流动中是一种普

通农民工研究所遮蔽。仅有的相关研究也多不

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普通农民工相比，包工

而是把包工头作为影响农
是以包工头为中心，

头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和重要的差异。包工头

民工的一个外在因素进行阐述。已有的研究或

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日常工作生活的组织者，

者以农民工为中心把包工头作为影响农民工的

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力量，是他

一个外在因素，
或者宏观地分析包工制度，
或者

①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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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生产的高度同构，
它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与 

有从包工头的主体性的角度开展研究，而这正

传统家庭内的角色分工极为类似

。除了核



是本文的努力方向之一。

心家庭外，
更多的研究说明了家族在现代化进



徐勇认为，
家户制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

程中发挥的经济功能，例如，李晓兵和李东认



深远影响的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从中可

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
家族的管
为，



以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

理特点会深刻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国的



［2］

来走向

。那么，家庭组织在城乡流动中的延

续与变迁，
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
以往的流动人口研究多是
基础性问题。但是，
［3］［4］

以个体或社区为分析单位

，
即使涉及家庭，
［5］［6］

也多是用整体的、抽象视角进行分析

［10］24

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管理受到家族文化及精神的
［11］

影响与制约

。

以上两种视角都有其现实依据 和 理 论 意
义，
但又都失于片面和简化。笔者认为，
对以上

。而

理论争论的一个有益补充是回到日常实践，笔

本文则力求将家庭放入分析的中心，旨在探讨

者希望通过个案分析来探究家庭在城乡流动这

包工头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具体如何运作，

一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变迁，以此

及其在城乡流动中如何变迁。

呈现新的观察视野、
发现新的知识。

（ 二） 文献回顾： 关于家庭结构现代化的争论
黄宗智指出，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中

二、包工头家庭： 一个经济组织与外出单位

国当前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都认为，在现代化进

—
—张 家①，在 笔 者 开 展 调 查
本文的 案 主—

程中，
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将被

期间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 D 镇某外来人口聚

个体的产业工人生产模式取代，三代家庭也将

张占军今年
居区。他们的家乡是河北省 Y 县，

［7］

。确实，大多数学者认为

43 岁，
在家排行老大。1996 年 10 月份，
张占军

中国的家庭结构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趋向于核

来到 北 京 打 工，跟 着 别 人 做 家 庭 装 修。1997

心化，
家庭规模变小，
功能趋于单一化。杨善华

年，
张占军开始创业，自己做起了包工头，带着

和沈崇麟指出，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家庭规模都

一帮工人搞家庭装修，
他的妻子郭明霞则在北

存在小型化的趋势，而且，家庭功能将逐步减

京金五星市场租摊位卖服装和小礼品。他的四

少，
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家庭制度更强调家庭

弟张占征、二弟张占华也先后随他进京打工。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离，并把家庭看做私人生

兄弟三人各自的核心家庭之间既独立又合作、

会被核心家庭取代

［8］8 － 9，
248

活的领域

。王跃生在农村家庭结构变迁

的研究中也指出，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程影响着农村家庭的核心化水平，人口迁移
［9］28，
158

流动会加速大家庭的分解

既分化又聚合，
形成一种特定的家庭共同体，
这
就是本文所指的包工头家庭。
除了做装修外，张占军还承包过一家移动
信号设备公司的施工工程，
后来在北京的郊区

。

对于这种主流观点，也有学者根据中国家

租地建房出租，
并以此发家，
完成了从农民工到

族企业和家庭工厂等方面的情况对上述家庭结

小包工头、再到有一定实力的经营者的转变。

构现代化视角的部分观点提出挑战，表明家庭

他的两个弟弟张占征和张占华一开始跟着他打

的经济生产功能并没有剥离出去，家庭或家庭

2006 年之后张占征和张占华也先后开始创
工，

共同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宗智

2006 年张占征自己干起了装修，
2008 年张
业，

认为，
中国经济史的实际与西方理论图式十分

占华从张占军那里接手了移动信号设备安装的

不同，
家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
三代家

工作。之后三兄弟基本是各干各的，但在经营

庭也持续了下来，
家庭单位的经济行为也展示

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和

［7］

。陈秋

互助。在这个家庭共同体中，老大张占军的经

虹指出，
河北北镇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

济实力最强，
经历最丰富，
人也有威信。用他妻



家庭工厂是一种跨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组

子郭明霞的话说，是从“几毛钱的公交都舍不



织，
它属于家庭经济，产权归家庭所有，核心家

得坐”到“在北京有房有车”，本文的行文逻辑



了与一般经济学理论很不一样的逻辑


①

即张占军一家，根据学术惯例，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人名和地名均经过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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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他的经历为线索。
虽然把研究对象称为“包工头家庭”，
但张

位，
但这并不代表它的结构在城乡流动的过程
张占军的
中会一直保持稳定。从 2006 年开始，

占军一家的家庭经营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

两个弟弟改变了跟着他打工的状态，先后自己

除了做包工头外，
张占军和妻子在金五星市场

创业做起了包工头，开始有了各自的事业。张

他后期也主要做租地建房出租的生意，
有摊位，

其家庭结构也开始
家的经营领域进一步扩展，

而且在 2008 年把移动信号安装的工作转给二

分化。

弟张占华后，他就基本退出了包工头的行列。

张占征主要是在一个建材城做店面装修，

尽管如此，
在北京的 16 年里，他干包工头的时

也兼做一些家庭装修。张占华的创业则是直接

间占到了 12 年，
而从大的家庭共同体的角度来

从张占军手里承接的项目。从 2004 年开始，
经

看，
他的两个兄弟目前也还在做包工头。所以，

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
张占军开始固定和一家

即便这个家庭在 16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

移动信号覆盖公司合作，
承包这家公司的设备

变化，
我们仍以包工头家庭来统称它。

安装工程，也就退出了装修行业。2008 年，张

对于这个包工头家庭来说，家庭既是一个

占军把移动信号覆盖设备安装的工作转给了张

情感共同体，又是一个经济组织和外出单位。

占华，
自己也就不再包工。转让的原因也有几

在张占军进城之后不久，他的妻子郭明霞也来

分“家本位”和道义经济的色彩，
张占军说： “一

到北京和他一起创业，
在北京金五星市场经营

方面是租地盖房那边太忙，
自己不想太累，
另一

他就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
摊位。自此，

方面是 想 让 他 （ 张 占 华） 尽 快 发 展 起 来，想 帮

进城创业。张占军一直以“家本位”的态度来

他，
不能说自己发展挺好，兄弟们都不行，如果

看待金五星市场的经营： 虽然一开始不赚钱，
但

”
他一直跟着我干，
就只能是个工人。

是可以先让郭明霞过来有个事做，“这就有个

这样，
兄弟三人都有了各自的事业，
并且基

家了”。张占征和张占华的妻子也分别先后随

本上分开独立做。关于为什么兄弟们不一起合

丈夫来京，张占征说： “结婚后一个人在外面，

张占征说： “一开始我和占华都
伙干同样的事，

”另外，在一段时
一个人在老家，不是个事儿。

跟着占军干装修，
后来有些事上想法不一致，
在

张占征和张占华也都跟着大哥张占军干，
间内，

”
一起可能有些相互牵制，
就分开吧。

“给自己兄弟干活，自然会卖力”，这就在监督

除了避免因意见分歧而产生冲突外，相互

和激励上省去了不少麻烦。张占军在没事时会

分化也许还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源。分开各自独

到金五星市场帮妻子运货，这种对劳动力的充

立干可以开拓更多的领域，
也可以和家庭外具

分使用也是家庭在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时的特殊

进而可以汲取和撬动更
有不同优势的人合作，

优势。

多的资源。正如张占征所说： “在一起只是一

按照韦伯的观点，
随着理性化的进程，
企业

”
分开干就是多个方向。
个方向，

经营将脱离家庭共同体。他认为，原先家庭成

独立并不是孤立，
分化不意味着分裂，
张家

员零用钱与商业组织融为一体的情况将演变为

在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内部密切联

一种分 离 出 来 的、在 一 个“企 业”内 部 从 事 的

系的有机体。血缘和亲情的纽带作用仍然比较

“职业”，
使原有的家庭、工场和账房的三位一

强大，
他们在经营和生活上还存在很密切的联

体瓦解了，
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家庭与企业在

系和互助。张占军说： “如果以前我做装修时

“簿记”上和法律上的分开。但是，
张占军一家

”张
的老关系来找我，
我都把活儿推给占征了。

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韦伯所说的家庭

占华那边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还是需要张占

与经营的分离。经营活动与家庭消费之间、家

军来出面和公司联系。张占征则说： “占军这

庭内部的不同经营领域之间，均没有明确的资

如果说房顶塌了，当时找外面人吧，人
么多房，

金和财务分割，
所有的投资与消费、
盈利与亏损

家可能不过来，
跟我说一声，
我第二天可能不去

最终都统一于家庭。

工地，
我把这个活给他干了，
不说钱，
就是帮忙。

三、兄弟家庭之间的产业转移与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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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头家庭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和 外 出 单

再一个，
我这儿有工人，占华那儿也有工人，偶
尔缺人的话可以相互调一下，
从外面临时找人
自己不放心，这儿都是咱老家的人，去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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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又不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营实体。


”
使。
除了这种日常性的经营互助外，他们日后



四、联合外出家庭： 一种新型的

在租地建房领域中还进行了更紧密的合作。张



家庭经济组织和流动人口家庭类型

占军在租地建房中获得的高收益对他的两个弟



弟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经过创业两三年积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以往



累了一定的资金后，
他们也先后开始进入这一

研究以家庭结构现代化为主流，
家族企业、
家庭



领域。同租地建房中的高收益并存的是更大的

工厂等研究则与之针锋相对。本文所研究的包

因此，
在投资、
选址、
建设等方
资金压力和风险，

工头家庭展现了一种与这两个对立视角都有所

面，
张家三兄弟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合作，
表明分

不同的家庭结构形态，
包工头家庭通过分化与

化后的家庭共同体在需要时仍存在重新整合的

整合的辩证过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

倾向与能力。

张家兄弟在“雁阵模式”中形成的分立而不孤

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张占军一家的家庭
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其家庭经济经历了一

“合”而
具有“分”而不“离”，
立的家庭联合体，
不“统”的特点。

个结构分化和资源整合的辩证过程。在创业前

首先，
按照家庭结构现代化的理论，
各种大

期，
家庭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
张占征和张占华

家庭的分化和核心化是社会变迁的趋势，城乡

跟着张占军打工，
张占军也会到金五星市场给

流动则更会加速大家庭的分解。但是，张占军

妻子帮忙。家庭内部的紧密联结有助于渡过艰

一家在流动中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合家庭，

难的“适应期”，在经济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呈现出一种联合化的趋势。从严格意义上讲，

但是，
这种内聚性却阻碍了对更多经济资源的

联合家庭是指由父母和两对及以上已婚子女所

开发和利用。张占军说： “要是两口子都在金

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
组成的家庭，

五星干，
收入肯定比一个人还多点，
但是不会往

庭

”所以，张占军逐渐和家庭以外的人
大处发展。

就是 因 为 张 家 兄 弟 分 家 后 的 核 心 家 庭 之 间

合作，
张占征和张占华也先后独立出去。这样，

“合”而不“统”，兄弟家庭之间既有密切合作，

家庭结 构 发 生 了 分 化，形 成 了“多 元 经 营 格

又保持基本的独立性。这种核心家庭的联合化

局”，
但其内部根据不同需要还是存在不同程

形成的 家 庭 共 同 体 更 接 近 于 所 谓 的“网 络 家

整个家庭所能汲取和整合起来的资
度的合作，

即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单
庭”，

源也大大增加了。

位联合体

［14］105

。之所以说他们的大家庭是“松散的”，

［9］454

。不过，
在这里，
城乡流动加强了

从张占军、
张占征和张占华三兄弟先后创

网络家庭的内聚力，
而不是对其起分解作用，
其

业的经历看，
他们之间的产业转移类似于东亚

内部关系也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得功利

［13］

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雁阵模式” 。张占军做

化、
理性化。张家的家庭共同体内部联系更加

过装修和移动信号覆盖设备安装，而他的两个

而且这种联系纽带更综合地
紧密和富有弹性，

弟弟在创业时也先后进入这两个行业，他则从

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因
涉及血缘情感、

中相继退出，
后来在张占军的带动下，
他们又都

素，
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家庭经济共同体。更

进入了租地建房领域。这种“雁阵模式”使得

重要的是，
这一家庭共同体的独特之处不在于

他们之间可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互助，尤其是

核心家庭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而在于这种关

使得后来者不必孤立地进入陌生的行业。“雁

—
—它会因不同情境而进行分化或
系的动态性—

阵”中的大雁独立而不孤立，在拥有多种汲取

聚合。

资源的渠道的同时，
保持协同和资源整合的能

其次，
关于家庭的经济功能，
家庭结构核心

力。在“雁阵模式”中形成的家庭经济共同体

化的理论倾向于认为家庭生活和经济活动是逐

不同于家庭工厂和家族企业： 家庭工厂由核心

家庭将只剩下消费功能和私人生活
步分离的，

家庭独立经营，
并将跨家庭的亲属关系排除在

功能。在此，
家庭工厂和家族企业的研究更符

经营协作之外，
家族企业则是多个家庭共同参

合包工头家庭的实际，
包工头的家庭也承担着

2011： 7 ） ，
与同一个企业的内部经营 （ 陈秋虹，

十分重要的经济生产功能。但是，本文中的包

本文的家庭共同体既不排斥跨家庭的亲属合

工头家庭并不像家族企业和家庭工厂那样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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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营实体。从大的家庭共同体的角度来说，

联合外出家庭与上面提到的五种家庭类型

张家内部的各个核心家庭尽管存在密切的经济

中的兄弟姐妹外出型和全家外出型比较类似，

联系，
但它们的经营是基本独立的。从核心家

但又和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存在差异，更接近

庭本身来说，
尽管它是一个统一的资金库和收

于二者的结合体。它一方面存在兄弟姐妹之间

但其成员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与
支核算单位，

但又不仅体现在兄弟姐妹个人身
的相互带动，

家庭之外的人的合作来进行。这种情况与家庭

上，
而是兄弟姐妹的各个核心家庭的全家外出，

工厂中“家庭和生产的高度同构”形成鲜明对

这种全家外出不是单个小家庭的外出，而是形

照。

成一种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
如果把家庭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传统

从关系网络视角研究人口流动的学者提出

资源”，
一般认为其基本特点是结构上的内聚

了“移民网络”理论，
以表明先前的外出者对后

性和封闭性，
家庭工厂或家族企业的优势和劣

来者的带动作用和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相互支

势都被认为是来自于这种内聚性和封闭性特

持

包工头的家庭经济组织却显示了它
点。但是，

存在本质的区别，
网络移民虽然依靠流出地原

开放性的一面： 虽然家庭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和

有的关系网络，
流动到城市后也存在密切的联

情感的归宿，
但他们的经营活动却超越了家庭。

系，
但是，
组成关系网络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

当然，
并没有像现代企业组织那样发生家庭和

或家庭。而联 合 外 出 家 庭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共 同

正是这种“不分离”导致了经
经营活动的分离，

其成员中先外出者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
体，

济组织的“家本位”色彩。在此，
实践向我们展

分而外出的，
他是整个家庭共同体外出的一个

示了家庭和经济关系的复杂面向，也向我们展

步骤，
这里的外出是一个以联合家庭整体为单

示了家庭结构的复杂性和家庭作为一种经济组

位的外出。而联合家庭的成员先后进城之后，

织在面对不同环境时的权变特点。

他们也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城市中，形成的是

前文提到，
本文的包工头家庭既不符合家

［4］467［15］

。联合外出家庭与这种“移民网络”也

一个分工协作的共同体，
而不仅仅是一个网络，

庭结构现代化理论，
也不同于有更强传统色彩

所以联合外出家庭在城市中联系的密切程度要

的家族企业或家庭工厂，
那么，
这种家庭现象该

大于“移民网络”。

如何归类呢？ 尤其是，
作为流动人口家庭，
它是
不是一种既独特又重要的家庭类型呢？

五、结语

李强（ 1996 ） 根据对农民工的研究总结出

正如黄宗智（ 2011） 所言，家庭在当代中国

了五种流动人口家庭类型： （ 1） 单身子女外出

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对于进城创业的包

型，
即单身女子或单身男子外出打工。（ 2 ） 兄

工头来说，家庭不仅是情感的寄托、奋斗的动

即家中一个子女先在外面闯，
等
弟姐妹外出型，

力，
更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包工头以联合

扎稳了脚跟，再把其他兄弟姐妹带进城。（ 3 ）

在创业的过程中既
化的家庭共同体整体外出，

夫妻分居型，
即丈夫一方或妻子一方在城市中

独立又合作，既分化又聚合，形成一种“分”而

做民工，
留下配偶、
孩子和老人在家乡。（ 4） 夫

“合”而不“统”的联合外出家庭。
不“离”、

妻子女分居型，
即年青的夫妻二人外出打工，
留

在进城创业的过程中，包工头家庭经济组

下老人与孩子在农村。（ 5 ） 全家外出型，即夫

织的结构变迁不符合现代化理论和关于家族企

妻子女的小家庭全家都外出打工，这种农民工

业的研究，
也很难用流动人口研究中常见的关

的家庭一般仍有老人留在农村。

系网络理论来解释，
联合外出家庭这种家庭经

李强对农民工家庭类型的分析比较全面，

济组织具有明显的动态性、
多元性和权变性，
它

但是，
本文中的包工头家庭却难以归入这五大

同人们所熟知的家庭类型及经济组织类型存在

模式。张家以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整体外出，

它既不同于传统
较大差异： 作为一种家庭形态，

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既独立又合作、既分化又

的大家庭，
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核心家庭； 作

“合”而不“统”
聚合，
形成一种“分”而不“离”、

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
它承担经济功能的方式

的家庭经济组织，
我们将这种流动人口家庭称

既不同于富有传统色彩的家庭工厂、
家族企业，

为联合外出型家庭。

更不同于正规化程度较高的现代企业组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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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家庭类型中，
这一家庭的结构形态及
其所体现的家庭和经济的结合方式均不同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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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Joint Family： The Change of a Migrant Contractor Family
CHENG Shi-qia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Ｒural-urban migration is a research hotspot． But previous studies ignore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doe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a migrant contractor family’s entrepreneurship． We’
re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ir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ity，they formed“migrant joint family”． This family organization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and the family enterprise theory． And it is hard to put it in the existing types of migrant family．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ode of operation are beyond some two opposites，such as



“Ｒational / Irrational”or“Modern / Traditional”． It shows a more dynamic and complex picture than theory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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