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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赉决定
模型与人口流动
“

“

当前 民工荒 现象分析
姚先国，来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

要：近年来，国内各地区不断出现的 民工荒 “ 现象已经凸现出中国劳动力市场

摘

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基于此，文章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

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工资决定过程的理论探讨，得到关于劳动力在二元结构中的流动
条件、均衡条件等理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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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2004
“

论
“

＂

年春节过后，中国令人意外地发生了较大范围的 民工荒 。当前对

“

民工荒 现象的解释主要是从劳资纠纷增多、城市务工收入水平长期偏低、
“

今年粮价上涨以及城市生活成本出现上扬等方面入手。经济理论界对 民工
“

“

＂

荒 现象的主流看法是：所谓 民工荒 仅仅是一种短期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地的地位在今后 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改变。其
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事实： 一是当前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依然巨大。如按
平均每个衣户五口人种植
1.5

亿人，如果从

2030

2000

30

亩地来计算，目前内地衣村的过剩劳动力高达

年起计算，中国每年吸纳

800

万农村人口就业，要到

年，才能完全吸纳完农村剩余 的劳动入口。二是城市务工收入水平依然

远高于农村务农所得。即使由于税费改革减负和粮价上涨的原因， 2004 年上
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
一

1 345

元，是

1997

年以来增收形势最好的

年，但比较城市务工收入水平，其仍是偏低的。
依据以上两点事实，许多专家学者根据刘易斯－拉尼斯 —费模型认为当
“

“

前中国仍然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 民工荒 现象并不能说明农村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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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力流动均衡状况已经出现，由此 民工荒 背后的原因
只能从一些短期影响因素中去寻找，但这其实不然。
“

首先，刘易斯 － 拉尼斯 － 费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 二元经济
”

结构 ：一 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衣业部门；一 个是以
现代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经济的发展依赖于
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 农业部门提供丰富廉价
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可概述如下：工业部门吸引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直到两个部门收入水平达到一致，然后劳动力流动就实现了均衡。这
个二元经济结构假设虽然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的，但还不是完
全符合。比如在中国，以二元社会结构 来形容城乡差异就更为妥切；民工背井
离乡，从熟悉的乡村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有机遇也有失望，有获得也有失去，
有发展也有歧视压迫，这其中的动力和压力不是简单的收入水平所能比较和
衡量的，因此若用整体效用来度量二元社会结构差异，以城乡生活效用 一致为
均衡条件则更为恰当，这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两部门工资是否存在差异来
判断劳动力流动是否达到均衡。
其次，刘易斯 — 拉尼斯 － 费模型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这个
过程 一直要进行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完为止，这便是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 一 阶段。一 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
才会提高，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想要雇用更多的
农村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就会像工业部门一
样逐渐地实现现代化，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二
阶段。对于这些观点，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以中国为例，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农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因此农民工资水平并不能以 农
业的劳动边际产出来决定，而应是农业的平均产出；这也就是说，刘易斯 — 拉
尼斯 — 费模型所指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才能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不
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换句话说，在我国农村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
边际生产率依然很低的情况下，随着农业劳动力投入量的减少，农业工资率仍
然会上升，这是因 为衣业平均产出的提高所致。因此，以衣村剩余劳动力存量
依旧巨大来判断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仍将长期继续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本文考虑到刘易斯 － 拉尼斯 － 费模型存在的以上两点不足，以中国大陆
地区情况为背景，提出一个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资决定模型，以此来解释劳动
“

“

力在二元结构中的流动、均衡条件以及最近发生的 民工荒 现象。接下来，本
文首先介绍模型的基本假设，然后建立模型，最后是模型的解释和结论。
二、模型的假设条件
模型分析的对象是二元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主要假设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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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部门经济结构：经济由传统农业 和现代工业这两个部门组成。
(2) 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为劳动(Lc)和 土地，工业部门使用劳动(L1) 和

资本，假设土地 和资本在研究期内都 为常数，即农业生产函数Fe和工业生产
函数F1 都是劳动投入量的单值函数。
(3) 总的劳动力量 (L) 为已知，且充分就业。
(4) 在研究期内，农业部门存在过多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在初期农业部门

的边际生产率近似为零。
(5)生产技术一定且不变。
(6)产品简单划分为农业产品 和工业产品，且生产周期一致。
“

”

(7) 农业工资由 收入分享原则 所决定，而非边际产出。工业工资由边际

产出所决定。
以上假设条件与刘易斯 － 拉尼斯 － 费模型的假设条件是一致的。
(8)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收入分享原则决定，分享的农业劳动力是可变的。
这也就是说，工资在农业商业化（农业边际生产率上升到大于工业补偿工资）
之前就已经开始变化。
在刘易斯 － 拉尼斯 — 费模型中，农业部门工资在农业商业化之前是一直
保持不变的。如图 1 所示，从劳动力全部在农业中的情况开始。随着衣业劳动
力投入的不断减少，农业产出逐步下降，但开始时有一段水平区间，称之为剩
余劳动力区间，此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近似为零。农业工资率W为最大
产出除 以 最 初总 的

产出

农业就业人数，其与农
业
图中小角成正比。在产
剩余劳动力区间 之

出

后，在农业劳动边际

剩余劳动力

产出 等 于 农 业 工 资
率之前 的 这段区间

W'

若假设工资率在剩
余劳动 力区间 和 隐
蔽失业区间保 持 不

图1

B

A

称为隐蔽失业区间。

C

I.

农业部门劳动力

农业部门产出、工资率与劳动力投入数量

变，则农业中总工资支付随着对角线而下降。同时由于产出大于农业总工资，
就出现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即产出线和对角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农业人均剩余
在剩余劳动力区间是等于 W 的，然后逐步下降。这也就是说在剩余劳动力区
间内，工业最小补偿工资是不变的，劳动力供给是完全弹性的。
而根据本文模型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工资率为衣业总产出除以同时期
衣业的就业人数，这样一来农业留给工业的剩余会下降，同时从剩余劳动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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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开始，工业部门付给工人的最小补偿工资就会上升。从图1 来看，工资率线
从W 变化为W'，代表了工资率的不断上升。这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完全弹
性区间在本文的模型中是不会出现的。
(9) 二元社会结构中，劳动力流动的均衡条件为效用相等，而并非是简单

的收入相同。设城市生活效用函数为 Ut ， 农村生活效用函数为 Uc ，两者等效
用时候的均衡条件为 Ut (s) ＝队 Cs/k),k � 1 。其中 ： S 代表以某种产品（工业
品或者农产品）度量的收入水平 ；K为比例系数，其取值范围大于等于 1 代表
了对民工来说，同样的收入水平，农村的生活效用要大于在城市生活。
三、模型的建立
（ 一）农业部门工资的决定
由假设条件，土地资源为常数，则农业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e= FcCLc)
(1)
=
其具有以下性质：（l)Fc CO) > O; (2)Fc C=) A(A 为一大于0 的常数）；
(3闷Fe 戊Lc >0;(4)a2 F c 废巨＜见性质1表示土地的内含生产力，即没有劳
动投入情况下依旧有一定产出。性质2表示，在给定土地的前提下，产量有最
高的上限。性质3和性质4表示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增加，边际产出为正，但是
数量上是递减的。
由之前的假设条件可知，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是全部农业产品除以同期农
业劳动力投入量的平均值，即：
Sc = F, (Le )/Le
接下来，考察工资率和劳动投入量之间的关系。首先，定义：
GCLc) = e-1

(2)
(3)

其中，e 为劳动的产量弹性。对（3) 式求导，得：G'(Le ) = (e-1)'= (F'c
X Le —F,)/F c <0，且G(O)＝ — l<O。
所以，e<l，并且由(1)式性质3可知，劳动的产量弹性e为正，得到 O<
e < l o 再对 (2) 式求导，可得：
S' c = F e X (e-1)/(L)2 <0
上式说明，当农业劳动投入量开始减少时，工资率就开始上升。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农业工资是农业劳动投入量的函数，由于劳动投入量是可变的，所以农
业工资不再是 一 个常数。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即使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
产出仍然很低，但衣业工资会不断上升，这同时意味着工业部门所提供的最小
补偿工资也在不断上升。
（二）工业部门工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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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假设条件，资本投入为常数，则工业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t =Ft (Lt )

其具有以下性质：（1)

F''. CL,)

(4)

｀
存在；（ 2）研 t 度L, > 0;(3) 守F1 戊U<O。

上述性质说明，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业部门
的实际工资在逐步下降 ，当然这种下降是很缓慢的。若资本投入k不为常数，
则有可能工资反而上升，后面会对此另做讨论。
由之前的假设条件可知，工业部门的工资率由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即SI
=F' t (L1 汃其初始约束条件为 S,

» S ，这个条件保证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
c

门的转移。
（三）均衡工资和部门劳动力就业量的决定
首先，因为之前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都是以自身部门产品为单位的，
所以为了能够相互比较，必须引入工农 产品价格比 P,P>O，若以工业产品为工资
单位， 则衣业 工 资 可 以 表 示 为S:/P。 然 后， 由模型假 设 的 均 衡条 件
U.Cs) =UCs/k),k;;?: 1可知，在均衡时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率满足公式：
Sc /P = S,/k,k 多1

(5)

L=L,+Lc

(6)

根据假设条件：
加上公式(1汃公式(2汃公式(4入公式(5)，我们可以得到均衡的部门劳动力就
业量，其由下面方程组决定：
L = L1 +LC
{
FcCLc )/(P X Le )= F',(L,)/k

由假设 的生产函数的性质，我们可知均衡点的存在且惟一。
四、模型的解释和结论
首先，把(4)式代入(5)式，我们可以得到
SJP

=

F',CL,)/k,P > O,k � 1

(7)

(7)式表达了在均衡时候农业工资和工业劳动边际产出之间的关系，实
际上这个时候的农业工资就是工业补偿工资，由此(7)式 构成了工业劳动力
的需求函数。
再把(6)式代入(2)式，则可以得到：
Sc

=

FeCL- L,)/(L- L,)

(8)

该式表达了农业工资和农业部门平均产生之间的关系，在给定了 Sc 的清
况下，（ 8 ）式实际构成了工业劳动力的供给函数。
分别对 (7) 式和 (8) 式求导，得：
asc 闷Lt =

• 72 .

－kp x 尸(L ) ＜ 0
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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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L-L)X(L-L)＋Fe(L L,)
(L L)2

—

FcCL-L,)
X(1-e)> 0
(L-L)2
(10)

由(9)式和(10)式表达的函数性质可以看出，我们 得到了一条向右下方
倾斜下降的工业劳动力需求曲线以及一条向上倾斜上升的劳动供给曲线 。在
确定P值的条件下 ，（7）式和(8)式两个式子联立可以 求出均衡时候的Sc 和
Lt ，并且值为淮一，如图 2。
由 于模型设定初始农业
劳动力完全集中在农业工资

s

SJP=F:(L,)/k

部门， 农业劳动力向工业 （工
部门流动的原因只是由业补

Sc = Fc (L-L,)/(L-L,)

偿工

于工业部门提 供的 工 资 资）
所带来 的 效用至少要不
低千其离开农业部门后
升高的农业工资率，因此

工业部门劳动力最Lt

图2中联系工业部门劳动

图2

力量和 农业 工资的 劳 动

农业工资与工业部门劳动力数量

供给曲线实际体现的是动态均衡时候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工资曲线，很明显，这
是 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这就又 一 次说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中，
农村工资或者说最小工业补偿工资始终是在上升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P值和K值变化时候的情况。由于(7)式表达的是 工业劳动
力就业量和农业工资率之间的单值对应关系， 所以反函数存在，我们可以求得：

k

k

Lt =F'了1 (S0xf)=T(S0xf),P>O,k�l

(11)

由(4)式的 3个性质可知aL/as t<0，且as t /ap<0心Lt 闷K>O。
对(11)式分别以P和K为对象求导，可得：
aLt废P =（aL/ast xas t 皮P)>O

(12)

aLt 皮 k= caL,/as,xas,;ak) < o

03)

(12)式、(13)式表示，P值的提高会导致工业部门劳动力量的增加，而K
值的提高则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对此的经济解释是一目了然的，P值的提高
代表单位工业产品能与更多单位的农业产品交换，因此较低的工业工资带来
的效用就能和农业工资带来的效用 相均衡，由此工业部门就能更多地雇用 劳
动力。 为了实现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有些发展中国家人为地设定较高的P
值，比如中国建国后实行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 而K值的提高代表了同样
的收入情况下，城市生活对于民工所带来的效用在下降，由此劳动需求曲线左
移 带动均衡点发生移动， 均衡时候的工业部门吸纳的劳动力量减少。
• 73 •

财经研究2005年第8 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其转移成本，也就是最小工业补偿
工资在不断上升，所谓劳动力供给完全弹性区间是不存在的。 这也就是说，从
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依然巨大这个角度来认为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仍然将在一
个较长时期内继续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2. 由于二元的社会结构，在同样的收入情况下，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和农
村生活所获得的效用是不同的，因此在均衡时候，两个生产部门的工资率之间
仍然会存在差异，其由 K值表出。 这也就是说，从两个部门工资率差异上认为
均衡状况还未出现，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过程还将继续的观点在逻辑上
同样是不成立的。
“
3. 当前 民工荒 “ 现象的发生，在理论上不能排除均衡状况出现的可能
性。 当然，由于粮价波动等因素存在偶然性，并且P值和K值存在较大变动
性，即使均衡出现了，这种均衡也相当不稳定。 可以设想，在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特征差异逐渐淡化，民工在城市中获得同等待遇，劳资纠纷得到妥善解决之
后 ，K值会相应减小，这就会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样的，
提高民工工资，在不减少资本利润的时候，等同于提高P值，这样同样会使得
劳动力从 农村流向城市工业部门。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 前者上政府可
以扮演有更多作为的角色，而后者则应由企业来决定，由市场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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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ge Determina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Dualistic Society-Analysis of the
Shortage of Rural Labor
YAO Xian-guo, LAI Jun
(College of Eco如加cs, Zhejiang Uni欢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hortage of rural labor has reflected the
conflicts in China labor-market. Based on the Lewis-Ranis-Fei mod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terminant process of labor wage and the conditions of
population flow and its equilibrium in dualistic society. It helps us to under
stand the shortage of rural labor at present and the trouble between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labor-market.
Key words: shortage of rural labor; dualistic society; population migra
t1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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