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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作者在对2009届毕业生随机调查的基础上, 抽取本科生信息组成研究样本, 首先对样本

进行就业流向McNemar检验和方差分析,然后建立logit 回归模型对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流动影响因素进行

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农村生源毕业生乡- 城迁移受到所学专业的直接影响, 同时也受到家庭背景因素和

个人特征因素的间接影响, 特别是女性生源在就业迁移上具有明显优势, 这与传统认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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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

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 必须先减少农民的数量, 〔1〕这

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 因此有关农村剩

余劳动力流动或转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

点。事实上, 农村生源大学生, 作为农村人口的特

殊群体, 其乡- 城迁移过程一直在执行着减少农民

数量的功能。具体表现在: 部分农村生源毕业生就

业后居住地由父辈的农村社区转变为居住在城市社

区, 并且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 成为城市正

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劳动力。不难看出, 农

村生源大学生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过程具有明显

的乡- 城转移的市民化特征, 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重要内容。同时, 农村生源大学生就业过程, 也是

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过程, 是人力资本

优化配置的迁移过程。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 人

力资本的地理空间迁移是一种能给人们带来收益和

成本的投资行为。作为农村人口一部分的农村生源

大学生的乡- 城迁移, 即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 意

味着农村人口在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

重新配置, 其收益表现类似于农民进入城市后可以

获得更高的货币收入和享受城市文明的心理满足感

等。〔2〕农村生源大学生乡- 城迁移是其在就业过程

中追求自己的利益, 就业单位和大学生个人 “双向

选择”的结果, 无论是对农村地区还是对城市区域

均有重要的影响, 正确理解影响农村生源大学生迁

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较多, 但国内外学者

关注的领域及研究方法相差较大, 国外学者关于毕

业生空间迁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的决定因

素, 并且研究视角分为地区宏观和个体微观两个层

次。〔3〕我国学者对毕业生就业迁移问题的关注虽然

日益增多, 但仅仅处于对就业难问题的探索, 研究

视角较为局限, 系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还非常缺

乏, 〔3〕特别是将农村生源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利用计量经济学手段开展实证研究仍然是个空白。

本文将尝试着以我国农村生源毕业生为对象, 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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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集聚视角, 在个体微观层次, 利用计量经济学模

型对不同专业和家庭背景的农村生源毕业生展开实

证研究, 分析其被城市吸纳的可能性及可能的影响

因素。

在研究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文献中, 因其研

究目的不同,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流动的定义界

定标准也不相同。国外文献大多以州为单位, 即如

果大学毕业生离开了就学所在州到其他州就业, 则

认为发生了就业流动, 而在本州内即使发生了地理

位置的变化也被认为没有发生流动。参照多数学者

确定的就业流动定义标准, 根据我国农村生源大学

生就学和就业流动特点, 我们认为大学阶段是农村

生源大学毕业生空间转移的过渡阶段, 具有临时性

的特点, 所以我们忽略就学所在地, 将农村区域作

为农村生源大学毕业生空间迁移的起始地对待, 农

村生源大学生就业迁移的过程中,如果在城市就业,

则认为发生了地理位置的变化, 产生了空间迁移;反

之, 大学生在农村就业则认为未发生空间迁移。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笔者2009年组织

的对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随机问卷调查, 调

查安排在2009年6月底, 即毕业生就业前进行。问

卷内容由个人基本信息、初次就业基本信息和家庭

背景信息构成, 个人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性

别、专业及受教育信息等; 家庭背景信息包括民族、

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居住地、父母

工作部门等; 初次就业信息包括初次就业收入、初

次就业部门、就业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等。我们在

全国47个高校发放问卷4000份, 回收975份, 回收

率为24. 38%。毕业生初次就业收入是已经确定工作

单位者在当时对自己月收入的估计, 其他家庭背景

信息均由毕业生本人在调查中提供。

回答问卷的毕业生分布于12省、47个高校。

由于部分被调查数据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 例

如极端高 (低) 的家庭收入, 或者重要内容部分缺

失, 这些数据被剔除。回答问卷涉及博士毕业生、硕

士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 我们提取本科生数据组成

本研究数据库, 我们参照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本科

生专业代码将调查样本按一级学科门类进行归类。

由于哲学、历史、医学专业样本数过少, 我们予以

剔除, 另将经济专业和管理专业合并为经济管理专

业。由此, 本研究涉及工学、法学、文学、农学、理

学、经济管理六大学科门类, 样本数为750。在我们

的样本中, 68. 5%的毕业生为农村生源, 少数民族

占7. 4% , 男性毕业生占62. 8%。从样本规模来看,

符合大样本要求, 并且各变量类型分布较均衡, 符

合实际情况, 基于此样本的研究具有一般性。表1显

示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数据汇总信息。

　表1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项目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收入 初次就业每月总收入 (元) 1907. 24 1168. 18

是否找到工作
= 1表示毕业前已经确定工作, =

0表示毕业前没有找到工作
0. 757 0. 429

性别 = 1性别为男, = 0表示性别为女 0. 628 0. 484

工科
= 1表示工科专业, = 0表示其他

专业
0. 313 0. 464

经济管理
= 1表示经济和管理专业, = 0表

示其他专业
0. 141 0. 349

农学
= 1农科类专业, = 0表示其他专

业
0. 293 0. 456

理学
= 1理学类专业, = 0表示其他专

业
0. 203 0. 402

文学
= 1文学类专业, = 0表示其他专

业
0. 017 0. 131

法学
= 1法学类专业, = 0表示其他专

业
0. 032 0. 176

对就业是否

满意

= 1表示满意,近期没有换单位的

想法; = 0表示其他
0. 737 0. 441

初次就业地
= 1表示工作单位在城市, = 0表

示其他
0. 821 0. 384

民族
= 1表示汉族, = 0表示为少数民

族
0. 927 0. 261

家庭收入 父母家庭年收入 (万元) 2. 626 3. 212

父母受教育

水平
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 8. 824 2. 954

生源地
= 1表示父母生活在城市, = 0表

示父母生活在农村
0. 315 0. 465

父母年龄 父母平均年龄 48. 589 3. 744

　　二、数量模型框架

在McNemar检验和均方差分析的基础上,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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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空间迁移的特征, 在城市就业

的可能性是我们关注的目标。我们基于效用最大化

假设, 用常用的Logit回归模型分析多种因素对农村

生源乡- 城迁移的影响, 模型表达式为 ( 1) :

Prob ( y= 1) =
e x

1+ e x　 ( 1)

y 为选择依变量, 例如, 如果毕业生选择在城市

就业, 则Y= 1; 如果毕业生选择在农村就业, 则Y=

0。X为自变量向量, 为参数向量。

在参数估计过程中, 我们将模型 ( 1) 两边取对

数后变形为表达式 ( 2) :

Li= 1n (
P i

1- Pi
) = X i　 ( 2)

等式 ( 2) 中的自变量系数取反对数后, 表示在

保持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该自变量变化一个

单位, 会引起选择策略 ( Y= 1) 概率与其相对应策

略 ( Y= 0) 概率之比的变化, 我们称为可能性比变

化。Xi 是自变量特征向量, 为参数向量 (含常数

项)。

本研究用 logistic模型分别研究了不同专业毕

业生城市就业可能性、学生入学专业选择的影响因

素, 我们分别称为城市化能力评价模型和专业选择

影响因素模型。在农村生源毕业生城市化能力评价

模型中, 依变量Y= 1表示毕业生选择在城市就业, Y

= 0表示毕业生选择在农村就业, 自变量主要为相

应的专业;在学生入学专业选择影响因素模型中,我

们分别对各专业构建模型, 依变量为相应的专业选

择变量, Y= 1表示学生入学时选择该专业, Y= 0时

表示选择其他专业, 自变量为相应的个人特征和家

庭背景特征, 如性别, 民族, 家庭收入等。

多重共线性是依据截面资料建立模型过程中常

遇到的问题, 虽然诊断多重共线性比较容易, 但目

前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常用的方法有

主成份分析、从模型中删除存在严重共线性特征的

变量等。〔4〕本研究中为了准确定位相关影响因素, 采

用去除共线性变量的方法展开研究, 保留变量容忍

度均为0. 83以上。各模型均在SAS9. 2程序中, 用

最大可能法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ML)进

行估计。

三、检验结果

1. 农村生源毕业生城乡流向分析

我们将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样本按生源地

(分为城市和农村) 和就业地 (归类为城市和农村)

组成2X2表, 用McNemar检验对总体样本空间迁移

趋势进行检验, 统计值为212. 431, 达到极显著的水

平,说明样本毕业生的总体空间流向为乡- 城迁移。

我们进一步用均方差检验来探索毕业生就业空间迁

移趋势。我们设Pj i为毕业生i就业所在地 (城市取值

为1, 农村取值为0) , Pci为学生 i来源地 (城市取值

为1, 农村取值为0) , Pmi表示毕业生i就业流动方向。

Pmi= P j i- Pci, Pmi< 0, 表示流动趋势为城市流向农

村, Pmi= 0则表示流动趋势均衡, Pmi> 0表示流动趋

势为农村流向城市。我们将已经找到工作的学生按

总体、农村生源和城市生源组成三个均方差分析样

本, 对Pmi分别进行均方差检验, 结果如表2。

　表2　　　　　大学生空间迁移特征统计

项目 样本数 平均值 T值 标准差 方差
显著性

Pr> t

样本总体 400 0. 56 21. 879 0. 512 0. 262 < . 0001

农村生源 296 0. 767 31. 153 0. 424 0. 179 < . 0001

城市生源 104 - 0. 029 - 1. 749 0. 168 0. 028 0. 083

　　从总体样本来看, 统计差异极显著, 拒绝零假

设, 表示大学毕业生总体空间迁移流向为农村流向

城市。对农村生源样本进行均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同

样具有极显著差异, 具有明显的乡- 城流动趋势, 流

向城市的农村生源毕业生占76. 7% , 但城市生源样

本差异显著性水平不高, 没有明显的城- 乡流动趋

势。由此说明, 毕业生就业乡城之间的空间流动主

要由农村生源产生, 与劳动力市场迁移特征一致, 属

于乡城单向迁移。

2. 不同专业农村生源毕业生乡- 城迁移城市

能力比较

前述两种检验方法仅能说明毕业生就业流动趋

势, 并不能说明产生这样流动的原因, 我们利用前

述logist ic 模型对毕业生城乡就业地点回归, 主要自

变量为大学所学专业及生源地等, 回归结果见表2。

在模型1中, 我们仅用农村生源样本进行回归, 可以

看出, 工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具有极显著的统计

水平, 说明工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与农学专业相

比, 产生乡- 城迁移的可能性更高; 法学专业、文

学专业、理学专业产生乡- 城迁移的可能性与农学

专业相比差异不显著。我们在模型2中利用城乡生

源学生样本, 增加了生源地自变量, 我们发现, 工

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和理学专业产生乡- 城迁移

的可能性比农学专业大, 且估计的专业系数高于模

型1中的相应专业估计系数; 法学专业、文学专业与

农科专业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别, 生源地估计系数差

异极显著, 说明城市生源学生留在城市工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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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远远高出农村生源学生, 其与前面方差检验的结

果一致,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城市生源学生产

生城- 乡迁移的可能性较小。

如果我们用各专业在城市就业的可能性大小表

示农村生源学生流动能力大小的话, 则工学、经济

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乡- 城迁移能力, 理

学专业、法学专业、文学专业、农学专业的毕业生

迁移能力顺序递减。

　表3　　不同专业毕业生城市就业可能性估计结果

自变量
1 2

系数 可能性比 系数 可能性比

常数项 0. 365 0. 301* * *

农学 参照组

法学 1. 244 3. 469 1. 436 4. 205

文学 0. 328 1. 388 0. 641 1. 899

理学 0. 695 2. 005 0. 824* * * 2. 281

工学 1. 467* * * 4. 337 1. 562* * * 4. 767

经济管理 1. 426* * * 4. 163 1. 525* * * 4. 593

生源地 2. 475* * * 11. 881

R2 0. 211 0. 212

似然比 ( Pr> ChiSq) 0. 0005 < . 0001

样本数 292 396

　　注: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 1, *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 05, * *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 01。

3. 农村生源学生专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国外劳动力的流动相对自由, 学生在选择

就学流动时, 较少考虑未来的就业地, 就业流动受

到就学流动的影响也较小, 因此同时对就业和就学

流动展开研究的文献较少, 但我国劳动力由于受到

户口等因素的限制, 本地生源与外地生源在就业时

所面临的就业环境存在很大差异, 这就导致了大学

生在选择就学流动时, 已经将未来的就业地作为考

虑因素之一。〔3〕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 不同的专业

代表不同的流动能力, 在效用最大化假设条件下,农

村生源大学生追求向城市迁移, 以获得更高的货币

收入和享受城市文明的心理满足感等。我们认为不

同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出的迁移能力对农

村生源大学生入学时的专业选择具有拉动作用, 即

入学时的专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就业时的空

间迁移能力。我们同样用Logist ic模型分析相关因

素对这种迁移能力选择的影响, 依变量为专业变量,

代表相应的迁移能力, 自变量为大学生个人及家庭

背景特征变量等。由于自变量容忍度高, 相互独立,

保留不显著变量对模型回归结果几乎不产生影响。

从对比角度出发, 我们在模型中保留有明显对比意

义的不显著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1- 6因变

量分别用数字1- 6表示相应的迁移能力, 对应的专

业分别为工科、经济管理、理科、农科、文学、法

学。

从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家庭背景因素、个人

特征都可能对学生专业选择产生影响, 其中性别因

素在各模型中均体现出显著的差异, 特别是女性农

村生源学生在选择迁移能力较强的专业时具有明显

的优势,这与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例如刘文中在对浙江省农村人力资源投资效率的调

查研究中发现, 浙江农村中普遍存在“男孩打工, 女

孩读书”的现象, 〔5〕本研究的样本范围超出了浙江省

的范围,同样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也许正是因为目前 “男孩打工, 女孩读书”的现象

在农村普遍存在, 造成了农村男孩在入学和专业选

择上的劣势。这表现出了与农村 “重男轻女”传统

认识的明显背离, 这也许是国家长期义务教育政策

指导和农村文化观念转变的综合结果。

另外, 富裕家庭的子女在选择迁移能力强的专

业上有明显的优势,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家庭, 其

子女选择农科专业的可能性较大, 其他专业的选择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的特征。少数民族家庭的子女选

择法学专业的可能性较小。

四、结论

基于 2009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随机调查组成研

究样本, 从利益 (效用) 最大化假设出发, 借助统

计软件 ( SAS9. 0) 工具, 我们对农村生源大学生就

业空间迁移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 1) 乡- 城迁移是农村生源大学生就业流动的主要

特征, 其既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过程, 也是农村人

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13亿人口

中, 8亿多为农村人口, 农村生源大学生比例却不

高, 显然, 农村学生大学就学的过程并没有很好地

发挥应有地城市化作用, 农村学生群体的农村家庭

背景已经成为其入学和就业的主要障碍。城乡统一

入学标准 (甚至对城市学生有利的附加分制度) 显

然已经成为农村学生入学的严重障碍, 尽可能消除

城乡入学考核中的不平等, 对农村生源学生入学给

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目标。( 2)影

响农村生源毕业生流动的直接原因是专业因素, 不

同专业毕业生表现出的乡- 城流动能力不同,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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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表现出了较强的城市就业能

力, 但与城市生源毕业生相比, 这种城市就业能力

仍显较弱, 在就业方面给予农村生源毕业生更多的

帮助才能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

程的作用。( 3) 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对就业流动具

有间接影响。富裕家庭的子女在乡- 城迁移能力方

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同时, 农村生源女性在入学专

业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与此相对应, 柳建平

等〔6〕〔7〕在研究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影

响时发现, 农村外出劳动力以缓解家庭贫困为主要

目的, 大多为年轻力壮、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为主,

具有临时性的特点, 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 即市

民化。农村生源大学毕业生的乡- 城迁移则不同, 具

有永久性的特点, 农村生源大学生乡城迁移更加有

利于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农村女性在乡- 城永久迁

移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与传统的男性流动

优势的观点不同, 同时这种农村人口性别迁移能力

不均衡的现象值得关注。

　表4　　　　　　　　　　　　　农村生源乡城迁移能力选择影响因素估计

模型 1 2 3 4 5 6

常数项 - 2. 748 5. 926* * - 2. 985 5. 144* * 1. 807 8. 042

性　别
- 1. 030* * * - 1. 160* * * 0. 657* * * 0. 778* * * 2. 085* 1. 972* * *

( 0. 357) ( 0. 314) ( 1. 928) ( 2. 176) ( 8. 045) ( 7. 184)

年　龄
0. 190* * - 0. 127 0. 199* - 0. 218* * 0. 060 - 0. 368

( 1. 209) ( 0. 881) ( 1. 220) ( 0. 804) ( 1. 062) ( 0. 692)

民　族
0. 048 - 0. 229 - 0. 297 - 0. 255 1. 173 2. 095* * *

( 1. 049) ( 0. 795) ( 0. 743) ( 0. 775) ( 3. 504) ( 8. 125)

父母收入
0. 159* * 0. 017 - 0. 007 - 0. 098* - 0. 034 0. 513

( 1. 173) ( 1. 017) ( 0. 993) ( 0. 907) ( 0. 967) ( 1. 670)

父母受教育水平
- 0. 059 - 0. 034 - 0. 020 0. 077* * - 0. 057 1. 118

( 0. 942) ( 0. 967) ( 0. 981) ( 1. 081) ( 0. 945) ( 1. 125)

似然比 (Pr> ChiSq) < . 0001 0. 003 0. 026 0. 0003 0. 317 0. 0008

样本数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注: ( 1)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 1, *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 05, * *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 01; ( 2) 表中括号内数据

为可能性比。

　　当然, 我们的研究也许会存在一些局限, 需要

进一步论证: ( 1) 我们以中国农村生源毕业生为对

象, 基于专业基础的地理空间迁移研究在我国还是

第一次, 本研究结果的应用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论

证, 因为一个模型 (或理论) 的真实性需要作广泛

而深入的论证, 一个矛盾的观测将会使已经明确的

模型或理论失去效力。〔8〕( 2)从取样点的地理分布来

看, 样本分布有些不均衡, 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区, 西

南省区的高校则没有涉及, 地理区位的因素是否会

对本研究产生影响, 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广胜, 周　娟 . 农民外出务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 [ J] .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 03) .

〔2〕陈晓红, 胡琴芳 . 苏州农户迁移行为的相关调查及

分析 [ J] .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 01) .

〔3〕马莉萍 . 西方国家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研究: 借

鉴与启示 [ J ] . 教育学术月刊, 2009, ( 10) .

〔4〕Paul D. Allison. Logistic Regression Using The SAS

System: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M ] . Cary , NC: SAS

Institute. 1999.

〔5〕刘文中 , 李录堂 . 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实

证分析 [ J ] .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 03) .

〔6〕柳建平 , 张永丽 . 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

的影响 [ J ] . 中国农村观察, 2009, ( 03) .

〔7〕贺雪峰 , 董磊明 .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中国的城

市化道路 [ J ] . 中国农村观察, 2009, ( 02) .

〔8〕W. H .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 M]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Inc. , 2008.

责任编辑:

校　　对:
杨建伟

·120·

农村经济 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