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大量失业情况下的我国群体性事件分析

彭天宇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是以往所发生的可
比拟的，加上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专家预测 2009 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 2009 年将是一个动荡不安
的年份。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想要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要从社
会根源上着手解决。

一、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叙事主题

已经过去的 2008 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有给我们带来欢
声笑语的奥运会，也有带来无数悲痛的汶川大地震。08 年更有数起让历史铭记的有重大影响
力的社会事件发生。如贵州省瓮安县 6.28 打砸抢烧事件，陕西府谷县 7.5 警民抢尸事件，广
东惠州 7.17 骚乱事件，云南孟连 7.19 胶农事件，河北省廊坊 10.19 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
县 10.24 山林纠纷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深圳宝安区 11.7 对讲机砸人事件，甘肃省陇
南 11•17 拆迁上访事件，湖北武汉 11.18 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县 11.21 村民煤矿冲突
事件，广东东莞 11.25 劳资纠纷事件等。这些事件贯穿了 2008 年的整个下半年，并引起社会
的高度关注。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尤为典型的是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出租车罢运
事件、深圳对讲机砸人事件、以及年末发生的东莞劳资纠纷事件。从这几起事件中我们能够
清晰地看到近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其实，2008 年并不是群体性事件突发的
一年。据 2008 年 9 月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 年我国发生社
会群体性事件 0.87 万件，2005 年上升为 8.7 万件，2006 年超过 9 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
头。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群体性事件增长了 10 倍以上，随着数量的不断增长，群体性事
件的表现形式等各方面与以往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的不同。
早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有明确的以经济利益诉求为目的、有组织的群
体行为，也就是欧博文和李连江所说的“依法抗争”
。造成早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主要是劳资关系、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征地、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上访是作为
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形式。早期的群体性事件很少使用暴力手段，大部分群体能够克制自己
的情绪，没有表现出过激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早期就没有暴力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但

5

是在暴力性事件的规模和事件发生的频繁程度上与近阶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国，群体性事件发展到近几年，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还有参与的社会群体等各方面
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利益诉求不再是集体行
动的唯一目的。早期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这个目的基本上是与直接经济利
益紧密相连的，从近期所发生的数起群体性事件看，经济利益仅仅是集体行动的部分因素，
除去经济利益诉求，还有村民自治、对政府不公正的抗议等都是集体行动的主要动机。在部
分事件中，行为者甚至没有明确的目的。其次，暴力事件增多，并在激烈程度上有扩大的趋
势。在甘肃陇南事件中涉及的群众达到 2000 多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和大量财产的损坏；
而在 2004 年发生的万州事件中，参与的群众居然达到 3 到 4 万人。第三，大部分的群体性
事件缺乏组织性，偶发性事故增多。与以往具有组织性的“依法抗争”相比，现阶段的群体
性事件大多没有任何组织性。这类事件基本是偶然性事故，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偶然性事故
的当事人并没有任何社会交往，他们甚至并不清楚最初事故的具体情况，这种群体性事件持
续的时间往往很短。最后，群体性事件不再局限于偏远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始向沿海
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转移。早期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发生在农村地区和县城，这也与环境有关。
小县城和偏远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层不明显，
“官”
、
“民”界限明显，官民互动中的怨恨也更明
显。加上传统的亲情文化和农民的交往局限于此地，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朋友、亲戚、乡
亲就会相互帮忙。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不仅在偏远地区时有发生，更是有向沿海地区和大中
城市蔓延的趋势，比如 2008 年的深圳对讲机砸人事件、广东惠州骚乱事件和东莞劳资纠纷
事件等。这种趋势是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民逐渐向城市转移密切相关的。
另外，还要注意到这些群体性事件矛头最后指向的总是基层政府和警察队伍。这也与基
层政府普遍存在的贪污、渎职现象，以及警察队伍的蛮横执法有关，大多数民众已经对基层
政府感到极度不信任和厌倦。虽然各种群体性事件使广大民众走上街头，但是我国当前发生
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政治性抗争，这些事件还主要是资源性权益抗争，或者说夹杂着些许对
政治权利的追求在里面。

二、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逻辑起点

从表面上看，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犯罪破坏行为，
就如同个别地方政府对其定性所用的词语：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
、
“不明真相的群众”
、
“黑
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的确，许多群体性事件带来的是纯粹的破坏，没有任何建设性
的内容的存在，如果事实真如那些个政府所说，只需对犯罪分子严惩不怠就行了。那为什么
此类事件仍屡屡发生呢？这就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探究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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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今日群体性事件如此猛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遗产和政府的越位和
缺位。
严格限制农民迁移的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农业集体化加上城市居民单独享有的社
会福利制度加大了中国城乡差距，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
存的经济结构，也可以说是代表现代化的城市和代表传统的农村并存的状态。城乡二元并存
的状态并不少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越来越多的农民被纳入工业体系，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在中国，城乡二
元并存的状态变成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一种常态。农民并没有随工业化的进程吸纳到城市，
而是形成“农民工”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群体的存在。由于农民工不具有城市户口，因
此他们就没办法享受到城市中工业文明带来的各种便利，也没有权利享受医疗卫生、教育、
社保、养老等国家提供的福利。由于国家不给农民工提供这些的福利，他们必须在自己微薄
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支付医疗、教育等各种费用。这样一来，本就存在的城乡之间的鸿沟被
进一步拉大，形成恶性循环。
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实行政治全能主
义，把一切权力牢牢抓在手里。在城市，政府在不给市民诸多政治社会权利的同时，也包办
了个人的生老病死一切事项，社会领域荡然无存，民众直接面对国家统治。在农村，政府并
没有包办农民的一切，但是农民却失去了财产权、就业权、自由迁移权等等。直到今天，农
民的权利仍不完整。
改革 30 年过去了，我国工业化远远领先于城市化水平，我国农村人口比例仍然高于城
市人口，耕地面积却逐年减少，而农村公共设施、公共福利不完整，农民工在城市受到不公
正待遇等，这些问题长年累月都得不到解决，使矛盾越来越突出，到达爆发的边缘。首先是
尖锐的人地矛盾。人地矛盾的真正焦点不在于地少，而在于人太多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
已经不适合现代农业，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是必然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向城市转移也是
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再把农村看成劳动力的蓄水池，需要的时候放出去，不需要的是时候收
回来。人地矛盾的另一种表现是失地农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按道理来说农民失去土地后，
就不再是农民，应该转化为市民，由政府妥善安置。大多情况是政府补偿一部分损失后，再
也不管不问，这些补偿不足以解决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问题。这就形成另一种人地矛盾，其
实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比人地矛盾更加尖锐，更能危及到政治的稳定。
官民矛盾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僭越权力的边界，与民争利，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不作为，本
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出现。这两个方面看似相互矛盾，实质却是统一的。改革开放后
我国进行 5 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是改革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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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改革之所以不成功，一是在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不触动权力
的情况下对政府机构的调整，政府权力依然过大，无法约束；二是没有改变政府职能，我国
政府依然是生产型、管理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政府跨过界与
民争利，管民过宽的行为了，同时，它也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民众想要的得不到，
民众不希望政府管的却面面俱到，这就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除了人地矛盾、官
民矛盾外，还有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滞后的矛盾等，当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
起农民强烈的反抗，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严重威胁政治稳定。

三、农民工大量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如果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已经给社会稳定来带巨大压力的话，那么大量农民工
失业有可能会给本已脆弱的社会秩序以致命的打击。从 2008 年下半年起，美国次贷危机逐
渐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势，并逐渐形成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对于外贸出口占国民生产总
值三分之一的中国来说，影响是在所难免的。首先订单下滑，导致工厂开工不足，进一步导
致一些资金紧张的工厂停产倒闭，形成大量的失业工人。而这些失业工人主要就是被称为“农
民工”的农民。
（农民在这不是指职业，而是身份，农民工的意思就是具有农民身份而从事非
农产业的人。
）从 2008 年 11 月份，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地陆续返乡，到 2009 年 2 月份，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大约有 2000 万农民工失业，并且还没有找到工
作。进入 3 月以来，情况继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截止至 2009 年 3 月，我国
外出农民工失业人数在 2300 万—2500 万左右，目前具体有多少农民工失业还没有一个准确
的统计数字。但是就按照 3 月份的失业数字来算已经是很严重了，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也就
1.4 亿左右。也就是说失业比例达到 17%。如此高的失业比例使农民工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
注，如果失业农民工出现重大问题，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提供众多工作岗位，内地农村剩余劳
动力逐渐走出农村，来到东部沿海城市，从事加工制造和建筑业。据统计，1993 年我国跨省
流动农民工约 2200 万人，农民工总数为 6000 多万，在其后，国家放宽了农民工就业限制，
这就促使更多的农民进城。到 2006 年时，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达到 2 亿以上，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40%以上，跨地区流动农民工已经上亿。到 2008 年，我国跨地区流动
农民工达到史无前例的 1.4 亿人。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尚有富余劳动力 1.5 亿人，每年还将
新增劳动力 600 万人，这部分人也将会逐步走出农田，投身于第二、第三产业，其中一大部
分仍将流向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但是这次经济危机却推迟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的出不去，失业了的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数量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找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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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路，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首先农业就业人口本身就已经过剩，农业不可能吸纳更
多的劳动力。除去农业外，占我国农村人口大多数的中西部地区本身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并不
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没有就业就意味着没有农业之外的收入来源。从 2003 年起，我国农
民收入比例中农业收入仅占据不到 50%，虽然此后有各种惠农政策的扶持，但是，农业收入
在农民总收入中没有超过半数以上。对于失业农民来说，虽然有农业收入作为保障，但是他
们的总收入比起以往仍然大大缩水。而那些失地农民，如果他们不幸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就意味着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收入。同样，将土地转包出去的失业农民也存在这个问
题。对于失地而又失业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必然要
求政府有所作为。如果政府不能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然会酝酿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这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日子，对于滞留在城市的失业农民工来说很不好过。有人说农
民工是中国经济持久快速发展的最大英雄，但是做英雄往往要付出代价，大英雄尤其如此，
农民工虽然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助推剂，但是他们也是经济发展中的输家。相对于社会其
他阶层，农民工付出得最多，得到的却最少，城市亏欠他们太多太多。从来到城市的那一天
起，农民工就会遭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如就业限制，同工不同酬等。在早些年，国家为了
优先解决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一度限制农民工就业。1994 年 11 月劳动部颁发《农村劳
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
，对限制农民工就业做了规定。北京市 2003 年对农民就业
进行限制的行业和工种达到 103 种，留给农民工的是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这种情况
到 2005 年废除《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才有所好转。即使农民工的就业
门路比以前宽了，他们也没有达到和城市人同工同酬的水平，更何况有许多行业仍没向农民
开放。这些都是对农民工一种明目张胆的歧视，除此之外还存在更多的隐形的不公平，如子
女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城市向农民开放的仅仅是工作机会，但是在生活上农民
很少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虽然在生产上融入城市，但是在生活上却被城市拒之门
外。
农民工是一个脆弱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也得不到行使，在城
市，他们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群体，城市是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他们只是城市里一群匆匆的“过
客”
。虽然同处一地，但是农民工与城里人就像一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集的时候。这也造成
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偏低，
“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不是我们的城市”。当失业潮来临时，
农民工受到的打击最大，失去工作意味着生活更加艰难，意味着将要饿肚子，如果遇到无良
的企业主，他们将会失去本应拿到手的工资。失业农民工着急去寻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在恶
劣的经济环境下，再次就业的机会非常渺茫。这种情况下，本就心里充满不满和不甘的农民
工更加愤怒，一旦条件适合，他们就会将心中的愤怒发泄出来，一件小事也可能成为规模和
影响力巨大的群体性事件导火索，农民工的愤怒情绪就会在夹杂着暴力的事件中得到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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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目前我国城市中有大约 2000 多万的失业农民
工，如果不能尽早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一旦引发社会动乱，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
从目前情况看，农民工的失业和不公平待遇，以及农民工对政府的不满成为了爆发群体
性事件的温床。不管是返乡的农民工，还是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还有每年新增的进城农民工，
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压力，都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出现。特别在城市，由于
在局部范围内失业农民工特别集中，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导致大量人员盲目参与，
而在群体事件中群体表现出的感情极为夸张，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的群体中间，
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1如此以来，如果遇到暴力冲突，势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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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和局部的社会失控。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政府能够谨慎处置，也不会出现不可控的后
果。农民工在城市是孤单的，他们的社会网络十分狭小，他们即使参与群体性事件，也是偶
然的巧合，在群体中，他们都是陌生的个体，没有相互之间的沟通，在事情结束后，各自离
去。这种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基本上是偶然事故引起的群体聚合并发生短暂动乱，不是
有计划、有预谋的，只要政府不滥用警力，不激化矛盾，接受群众意见，积极解决农民工生
活问题，事件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四、结论

近年来各地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扰乱了当地的正常社会秩序，受到“维稳”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面对农民工的大量失业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时，各地政府以控制为主要手段，尽量避
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然而，
“稳定是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以控制为手段可能会取得一时的
平静，但是当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它就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到时再想采取补
救措施就晚了。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是疏，而不是堵。只有清除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才能取得长久的安定。因此，首先要政府拿出财政资金，建立农民工失业救助基金，给予失
业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使这些失业人员的基本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第二，政府应该加强对
企业规范经营管理的监管，严格执行《劳动法》，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再次发生。第三，
加快城市化进程，将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市民时，才能真正解决人
地矛盾，才能将农民工变为真正的工人，才能使其享受到城市中的公共福利，才能缓和农民
工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让农民工对城市有归属感。第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
职能。农民的社会抗争除了为了经济利益外，还有就是对政府的不满，而且不满情绪已经达
到危及政治稳定的地步。这种不满情绪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不满政府管的太多太死；二是不
满政府拿得太多，与民争利；三是不满政府提供的服务太少。进行政体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
1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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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78 年以来我国进行 5 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是改革都不成功，可以说政治改革走进误区。
改革的重点不是机构的调整，而是应该限制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权力的
主体应该是农民，把原本属于农民的政治权利交还给农民，从而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限约束，
而不是像现在，仅仅依靠上访和闹事。现代新型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
型政府。而不是一个无限政府、生产型政府。也只有将政治改革引导走向这个方向，政府才
是属于人民的政府，为人民做事的政府。
2008 年的经济危机给政府敲响了警钟，不要再无视农民的权益要求，如果仍将农民经济
政治利益排除在外，引起人们的愤怒，必将会导致“官逼民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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