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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gender
discrimination has become a big obstacle to wome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Female peasantlaborers, as a special crowd of women, have been given much more pressure and discrimination. Respectively fro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ex discrimination appearing in the process of female employment to build the factors’ model, which affects sex discrimination and is verified by using interview analysis. This article is to improve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f
female peasant-laborers employment in employment.
Keywords: Female Peasant-Laborers; Sex Discrimination; Social Perspective; Econo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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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严峻就业形势的不断加剧，性别歧视问题已成为影响女性自身发展和社会

和谐进步的巨大障碍。作为女性中的一类特殊人群——女性农民工，受到的压力和歧视更为严重。本
文基于对相关已有研究的概括总结，分别从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两个角度阐述了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
性别歧视现象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性别歧视影响因素模型，并利用访谈分析法对模型加以验证，为改
善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社会视角；经济视角

1. 引言

中，性别歧视仍然是女性在就业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劳动力

农民工是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身份由农民转化成农民工，

了就业大军，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然而在现实社会

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

*

一系列改变，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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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对受制于双重身份制约的

及自我约束问题上[8]。李鑫(2010)将教育培训也列入性

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相关研究是非常

别歧视的表现形式[9]。国外学者 Swim et al.在 1995 年

必要的。

就提出了一种老式的性别歧视，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支

另外，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农副食品加工业

持传统的性别角色；支持基于性别的不同对待；认为

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

男性比女性更加的称职[10]。Lyness a Thompson (2000)

作为突破口，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巩固农业基

和 Stroh, Brett & Reilly (1992)指出在具有相同的能力、

础。该行业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承担着重要角色，其就

学历、经验的女性往往在工资待遇、晋升条件等方面

业门槛较低，对农民工的性别要求不强烈。本研究以

都劣于男性[11]。

农副食品加工业为例，探讨农民工在就业中是否存在

通过对文献阅读发现，诸学者对于性别歧视的影

着性别歧视现象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不同模式下

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大学生这一研究对象上，对

女性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有助

女性农民工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邓建霞(2008)等人

于改善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强化两性平等就业理

从女性农民工自身及社会的角度指出，女性农民工所

论，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呼应了目前我

面临的问题根源于文化水平较低，女性体能和劳动分

们愈来愈关注的三农问题，也有利于推动劳动力市场

工之间的矛盾，另外就业竞争激励、认可程度差是其

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社会根源。李鑫(2010)在此基础上补充拓展了社会的

2. 文献综述

二元结构体制以及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引起的女
性农民工就业性别歧视。

歧视现象，近些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性
别歧视作为常见的歧视形式，尤其引起了人们的重
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中，
“对妇女

3. 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影响因素的
模型构建

的歧视”一词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即基于性别而作

通过以上学者对性别歧视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

的总结概括，并参考借鉴以往学者对女大学生的就业

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

性别歧视影响因素分析，本文将分别从社会模式和经

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

济模式这两个角度对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的影响因

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国学者李傲(2007)认

素进行分析阐述，并构建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影响因

为性别歧视是基于不公正待遇，它源自于观念，表现

素的模型。

[1]

为不合理的区别待遇和不合理的相同待遇 。胡亚云
(2009)从一种社会学分析视角将性别歧视界定为用人
单位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手段，使女性在就业中
[2]

3.1. 社会视角下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探究
3.1.1. 历史传统文化观念

丧失与男性平等的择业机会以及各种待遇 。国外学

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是“性别歧视”

者 T. L. Lee, S. T. Fiske, P. Glick and Z. X. Chen (2010)

现象产生的文化原因(张寒梅，2008)[12]。随着经济的

认为性别歧视是两种类型的态度：充满敌意的性别歧

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

[3]

视和仁慈的性别歧视 。Swim and Hyers (2009)将性别

社会工作。而同时，在很多人的观念之中，仍然认为

歧视定义为基于个体性别的消极的信念、态度和行为

女性在智力水平、处理问题的能力上，都远远不如男

[4]

性。这种思想在女性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上表现的尤为

。
我国学者罗双发(2004)、邹奇(2009)、马荣荣(2011)

突出，用人单位或是会提高女性农民工的雇佣条件，

等人对于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持相同观点，认

或是给予女性农民工较差的劳动报酬和待遇，在同等

[5-7]

。邓

条件下会给予男性更多的晋升机会。这种传统的历史

建霞，李芹，杨绍安(2008)指出女性农民工的性别歧

文化观念构成了女性农民工就业中性别歧视现象尊

视集中体现在择业问题、权益保障问题、婚姻归属以

在的思想前提。

为其表现在就业机会、报酬和职业价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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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我国的现行法规

趋势。这种劳动力的持续增长所引发的两个问题是：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对于禁止就业性别歧

一方面劳动力资源的总量过剩，另一方面是每年新提

视就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对于同工同酬等都进行了详

供的就业岗位与就业需求的落差将不断拉大。对于女

[13]

。性别平等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

性劳动者，尤其是本身就不具有优势的女性农民工，

的问题，平等就业也是所有劳动者所追求的，如何保

在面对这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劳动市场状况时，首当

护女性平等就业关系着妇女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

其冲的成为了受害者。企业在面临大量的劳动供给

定。虽然，我国对女性平等就业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时，会充分的考虑收益成本问题，优先选择男性劳动

如《劳动法》第 46 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4 条

者，而在面对女性农民工时则会提出相当的附加条

都规定了同工同酬，但对于什么是同工同酬缺乏具体

件，设置各种限制性的门槛，使其被拒之门外。

尽和周密的规定

的判断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很难进行。女性农民

综上，可以概括并构建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影响

工在就业过程中经常由于缺乏劳动合同的保障而使

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 1。

得切身利益受到伤害，在就业过程中受到不平等的待

4. 研究构思及验证

遇。

由于在以往的研究中欠缺对女性农民工的性别

3.2. 经济视角下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探究

歧视影响因素的直接研究，故在确定其影响因素时，

3.2.1. 经济体制的转型

必须从组织及农民工自身角度出发掌握可靠性的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

料。与其他调查方法相比，访谈法可以获得的资料更

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兴部门如雨后春笋

丰富，且有利于捕捉和了解新的或深一层次的信息，

般不断出现，同时许多传统产业部门也在不断的升级

有利于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还易于建立主客

换代。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给就业水平和结构带

双方融洽的关系，使访谈对象坦率直言，从而提高结

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受冲击最大的仍然是女性劳动
者，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女性农民工，常常
成为企业排斥的对象。

果的信度和效度(王重鸣，1998；袁方，1997)[14]。因
此，本研究运用访谈分析法获取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
的表现形式，然后基于这几种表现形式，更深层对其
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研究。

3.2.2.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
西方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力
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

4.1. 访谈对象
本研究是以农副食品加工业为例，因此，访谈对

随着经济价值化程度越来越高，经营者的经营意识、
性别歧视

成本意识也越来越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用人单
位为了降低用人成本，在招聘时就会制定许多的歧视
性规定。由于生理因素、婚姻因素、成就动机、以及
社会模式

生育保险费用与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等因素，使企业认

经济模式

为雇佣女性会增加许多显性的和隐性的成本。因此，
劳动力供需矛盾

经济体制转型

随着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劳动

现行法规

3.2.3. 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变化

历史传统文化

会成本和预期收益之后，会更倾向于男性农民工。

企业利益的追求

“理性”的雇主在比较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机

者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劳动力市场上供求比例失衡，
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我国的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都将处于不断增长的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ex
discrimination on female peasant-laborers
图 1. 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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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要集中于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其他相似产业中
的企业管理者和农民工。共有 15 名访谈对象，其中 4
名为企业管理者，11 名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有 5 名，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ex discrimination of female peasant-laborers in employment
表 1. 女性农民工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
性别歧视影响因素

出现频数

占总频数的比例

女性农民工有 6 名。

历史传统文化

12

23.08%

4.2. 访谈问题的设计

我国现行法规

8

15.38%

经济体制转型

6

11.54%

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

14

26.92%

劳动力供需矛盾变化

9

17.31%

其他(女性农民工自身原因)

3

5.77%

本研究围绕着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现象分别针对企业管理者和农民工自身设计了几个
相关的问题。对于企业的问题有如：“请问本企业的
工作内容对于性别有严格限制吗?”、“请问本企业因
为性别原因而差异对待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请
问您认为引起这种差异对待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对

Table 2.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于农民工的问题有：“请问您在求职过程中，有遇到

因变量(性别歧视)

因为性别原因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吗?”、“请问您

自变量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请问您

历史传统文化

0.859**

个人觉得有哪些原因导致了在就业过程中性别歧视

我国现行法规

0.705*

的现象?”在访谈过程中以上述问题为主线，结合具

经济体制

0.683*

体的情况进行探讨或追问，同时对重要的信息要点进

企业因素

0.954**

行记录。访谈结束后，对记录的信息内容进行整理分

劳动力供需矛盾

0.716*

析。为对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充

回归结果

足准备。

4.3. 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
由于以往研究中缺少针对女性农民工就业中性
别歧视影响因素的直接研究，因此，本文通过访谈获
取最直接的信息资料，并从中提取女性农民工就业中

F值

47.017

R2

0.229**

调整R2

0.202**

ΔR2

0.027**

注：*0.01 < p < 0.05；**0.001 < p < 0.01；***p < 0.001。p < 0.05 时即为
显著的。

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来验证上文中基于以往文献的
分析概括来构建的女性农民工就业性别歧视的影响
因素模型。首先，对于访谈过程中提出的是否存在性

5. 讨论及结论
在本研究中，先是基于以往的文献初步确立了性

别歧视现象，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角度还是农民工本身

别歧视的影响因素的几个方面，构建了女性农民工性

都是给予肯定的回答。其次，对于女性农民工性别歧

别歧视影响因素模型。然后通过访谈法获取女性农民

视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于就业机会、薪酬待遇及职业

工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性别歧视现象，通过对

地位等方面，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是非常吻合的。最

其进行概括分析，确定女性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性别

后，针对访谈内容涉及到的关于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

歧视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从而对前述模型进行

的影响因素问题，本文将统计结果整理分析归纳到表

验证。根据对访谈结果的分析显示：第一，总的来说，

1 中。另外，本研究为了得到更充分的数据资料，还

女性农民工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

在访谈的基础上开展了问卷调查。通过对得到的数据

五大方面，即历史传统文化；我国现行法规；经济体

进行整理及利用 SPSS 软件将性别歧视作为因变量，

制的转型；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劳动力供需矛盾的

各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统计

变化。
因为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自变量的 p 均为显著的。

结果见表 2。

另外，影响因素还包括女性农民工自身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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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理特征等。但是本研究认为，这一因素是包含在

[2]

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之中的，正是由于企业考虑了女

[3]

性农民工这些自身弱点会导致附加人力成本的增加，
而选择偏向男性农民工。第二，从表 2 中可以各自变

[4]

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对性别歧视影响最显著的是企业
因素，即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其次是系数第
二大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
总之，本研究为对女性农民工性别歧视的影响因
素的更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将性别歧视的研究对象
集中于女性农民工也是不同于以往学者的一个新的
尝试，它是在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下进行
的分析和探讨，对于促进两性平等就业具有一定的现

[5]
[6]
[7]

[8]
[9]
[10]

实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因访谈对象
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可能在访谈过程中他们出于自身

[11]

利益而放大了性别歧视现象，又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
的限制而对于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的认识和分析不

[12]

够全面；本研究主要是以农副食品加工业为例的，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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