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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三农 ”工作高质量推进的现实逻辑，
也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通过高质量就业影响的调查数据 ，借助多元回归
技术分析发现，工资福利、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就业嵌入 4 个因素显著正向影
响高质量就业，且表现出较高的稳健性； 就业保护和就业声望能够促进高质量
就业，但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受教育程度和在外打工年限均能显著
促进高质量就业。为提升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需夯实工资福利物质基础，
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加强就业保护，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声望，全方位优化
就业环境，强调农民工的就业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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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全国仍有 28 652 万多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高质量就业不仅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现，而且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过往研
究从工作转换、社会资本、务工距离、心理资本等视角探讨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这些研究的
共同特点是从某个特定前因变量探讨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机理 ，据此给出对策建议。 然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就业质量仍然较低、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新增就业岗位减少 、落后产业职工转移、创新型人才需求扩大、新
［1］

型就业人群增加等一系列变化

，给高质量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之所以探讨青年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其时代蕴意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
［2］

的现实逻辑

，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直接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二是当前

农民工群体已经呈现职业提升和阶层划分现象 ，青年农民工逐渐融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四新经济”之中，因此，有必要结合新的社会经济宏观环境探讨其高质量就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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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相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青年农民工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也是影响资金、技术、
信息等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的最活跃资源 。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乡村振兴战略和
新型城镇化推进，均给青年农民工就业环境带来了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空间、体制等宏观就
业环境的变化，均给这一群体的高质量就业带来了深刻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关探讨。

二、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质性研究
（ 一） 方法选择
自我感知强调在“无强烈且明确的外在诱导或刺激情境 ”下研究主体的行为决策，这有助
［3］
于规避当事人的归因导致的研究论据失真 。因此，从自我感知视角，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不仅相对更加贴近青年农民工就业的实际情况，
而且有助于克服从单一理论视角探讨影响机理和对策建议的狭隘性 。 由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
法适合社会变迁中抽象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因而也就适用于乡村振兴战略下青年农民工高质量
就业问题研究。
（ 二） 研究过程
1． 数据收集
［4］

［5］

本研究按照青年法定年龄的国际比较 和农民工代际划分的建议 ，将年龄低于 40 岁的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作为青年农民工样本 。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主要选择制造业、建筑业、商贸
流通服务业青年农民工样本，采用访谈方式收集高质量就业的可能影响因素。 访谈在常州、南
京两地同时进行，时间集中于 2018 年 3 月 － 6 月，并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访谈主要采用一
对一形式； 二是选择受访者下班时间进行； 三是研究者衣着相对随意和朴素 ，尽量拉近与受访者
的心理距离； 四是随身携带青年农民工喜爱的香烟或其他生活必需小礼品 ； 五是尽量不采用录
音方式，而是现场“原汁原味”地记录访谈过程。 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青年农民工在访谈
过程中的心理归因，使得隐藏在访谈信息中的高质量就业影响因素的碎片化信息真正来源于自
我感知。访谈结果当晚整理，在两位作者交流难以继续获得可能的有价值的信息情景下终止数
据收集。这次共计访谈 84 位青年农民工，形成了 4 万余字备忘录。
2． 开放性译码
首先是对访谈备忘录进行开放性译码，找出可能影响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碎片化信
息，并对信息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提炼。 秉承“译码应该紧贴数据 ”的要求，一是译码时尽量
“保持一颗无知的心”，减少研究者的主观臆断； 二是注重译码的准确性，及时比对译码结果； 对
于同一内容初始译码结果不同的情况 ，采用返回重新译码、不断比较基础上共同研讨，达成对初
始译码的统一意见。概念化提炼如下页表 1 所示，共计形成 125 个初始概念。
在概念化译码基础上，通过对同一现象的概念进行逻辑关系合并归类，完成开放性译码的
范畴化提炼。按照“开始时译码较宽，随后逐渐缩小，直到译码饱和的原则 ”，围绕“青年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影响因素”这一议题，对 125 个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译码，最终形成 23 个范畴。 下
页表 2 是开放式译码的详细结果。
3． 主轴译码
开放性译码得到的范畴是相互独立的 ，其间的关系还需要通过主轴译码进行剖析 。 通过分
析现象的“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事件中采取的行动 / 互动策略结果 ”，厘清主范畴与副范
畴之间的归属关系。主轴译码的过程如下下页表 3 范例所示。经过主轴译码，共计形成 6 个主
范畴，分别是工资福利、就业能力、就业保护、就业声望、就业环境和就业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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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

概念化提炼范例

据

初始译码

初始概念化

……
笔者： 按照你刚才的理解，你们也有必要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
黄某： 是的，虽然说常州这边一线工人难招聘了，但老板对员工的素质要求

招工难

也高了，什么文凭资格都没有，也难以找到称心的工作。
笔者： 老板在招聘员工时通常关注哪些文凭资格？
黄某： 除了勤杂工只要一张身份证，一线工人招聘时最起码要有初中以上
毕业证书吧； 我感觉文凭还是有用的，至少在找工作时还相当管用。
笔者： 除了文凭，招聘和提拔员工时老板还看重哪些资格？
黄某： 就我们这里而言，数控车工、铲车操作、维修电工等方面的培训证书，
都是有用的； 我表弟还有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证书，挂在人家单位不用上
班，每年躺着收钱呢。

素质要求提升
文凭

培训证书
职业资格

知识技能升级

执业资格

笔者： 那你空余时间是否注重知识技能提升？
黄某： 除了玩，还是应该看看书，学些东西，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老板也
在用机器换人，只是一次性投资比较大，在慢慢换。
笔者： 那你平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知识技能提升？

知识技能提升

黄某： 当然是数控机械啦，如数控机床机械装调与维修、功能部件优化设计
等。但学校里没好好学，基础比较差，太费劲！
……

表2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开放性译码
初始概念

范畴化

a1 固定单位工资收入，a2 补贴，a3 农用地承包经营收入，a4 农用地转让租金收入，a5 农
村集体资产经营性收入，a6 零工收入，a7 财产性收入

A① 工资收入

b1 养老保险，b2 医疗保险，b3 失业保险，b4 工伤保险，b5 生育保险，b6 住房公积金

B 社会保障

c1 岗位绝对满意度，c2 岗位相对满意度，c2 岗位满意度变化

C 岗位满意度

d1 带薪年休假，d2 病假，d3 事假，d4 婚假，d5 产假，d6 工伤假，d7 丧假，d8 探亲假，d9 看
护假，d10 哺乳假

D 职工假期

e1 劳保用品，e2 劳保服务，e3 工伤，e4 劳动风险，e5 职业病

E 劳动安全

f1 加班，f2 上下班时间，f3 弹性工作

F 工作时间

g1 非正式合同，g2 正式合同，g3 零工合同

G 劳动合同

h1 固定岗位，h3 短暂性失业，h3 非正规就业

H 就业稳定性

i1 劳动技能培训，i2 创业培训，i3 入职培训，i4 特殊工种专业培训，i5 安全操作培训，i6
终身教育
j1 知识技能匹配岗位，j2 知识技能升级，j3 预期职位升迁，j4 职业规划，j5 知识技能积
累，j6 职业前景，j7 感兴趣的职业
① 此处大写字母对应的是左侧的小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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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职业培训

J 职业发展

续表
初始概念

范畴化

k1 工资集体协商，k2 释放压力，k3 表达情绪，k4 反映社情民意，k5 建言献策，k6 选举
权，k7 被选举权，k8 申诉，k9 信访

K 意见表达

l1 就业中介，l2 就业指导，l3 转介绍就业，l4 政府就业安置

L 就业服务

m1 工会，m2 劳动仲裁，m3 司法援助

M 权利维护

n1 体面，n2 自尊，n3 身份歧视

N 岗位声誉

o1 适宜，o2 压力，o3 挑战，o4 弹性调节

O 劳动强度

p1 安全，p2 健康，p3 优美，p4 舒适，p5 组织文化，p6 愉悦

P 劳动环境

q1 同事关系，q2 领导关系，q3 社区关系，q4 城镇居民关系，q5 乡村伙伴关系，q6 欺凌，q7
排挤，q8 骚扰，q9 观念冲突，q10 隐私保护
r1 免费宿舍，r2 自有住房，r3 设施配套，r4 街区配套
s1 语言沟通，s2 休闲，s3 娱乐，s4 风俗，s5 习俗，s6 交友，s7 子女就近读书，s8 城市融入，
s9 家庭团聚，s10 生活质量，s11 消费水平
t1 职权与职责匹配，t2 职权与能力匹配，t3 职权与薪资匹配，t4 职权自由度
u1 岗位认知，u2 职业认知，u3 工作结果认知，u4 工作过程认知，u5 工作能力认知，u6 关
系处理认知，u7 工作责任认知

Q 人际关系
Ｒ 就业居住条件
S 社区联结
T 工作职权
U 自我效能

v1 家人，v2 亲戚，v3 朋友，v4 恋人，

V 理解支持

w1 薪资公平，w2 就业机会公平，w3 就业户籍限制

W 就业公平

表3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主轴译码

因果条件： 就业嵌入
现象： 青年农民工就业居住的物质条件还相对低下，社区融入程度还不高，这既是高质量就业的物质和
文化支撑，也是高质量就业结果的直接反映。相关概念化如下：
r1 免费宿舍，r2 自有住房，r3 设施配套，r4 街区配套，s1 语言沟通，s2 休闲，s3 娱乐，s4 风俗，s5 习俗，s6 交友，
s7 子女就近读书，s8 城市融入，s9 家庭团聚，s10 生活质量，s11 消费水平
脉络： 就业居住条件是青年农民工异地就业归属的物质条件根基，没有根基就难以保证充分就业，也就
谈不上高质量就业； 社区联结是青年农民工就业的精神文化根基，不能融入社区就难以实现“以人为核心”
的城镇化。相关范畴： r 就业居住条件； s 社区联结
中介条件： 就业居住条件和社区联结均与高质量就业相关，但均会通过人际关系影响高质量就业水平；
包括乡村、城镇、工作情景等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能够对就业居住条件与高质量就业、社区联结与高质量就
业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关范畴： q 人际关系
行动 / 互动策略： 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就业所在地政府，均需要提升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居住条件和社区
联结程度，以此提高青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并促进高质量就业。相应地，青年农民工也需要承担改善就业
居住条件的必要成本，主动接纳就业所在地的社会文化，这样才能更易融入城镇，提升工作—生活满意程度。
结果： 较高程度的就业嵌入显著影响高质量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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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是综合所有范畴、发展核心范畴并尝试构建扎根理论模型的过程，即扎根理论
方法的理论译码。首先是开发核心范畴，即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主要因素； 其次是开发故事
23 个范畴、
6 个主范畴整合成有机整体，形成青年农民工高质
线，通过逻辑关系将 125 个概念、
量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如表 4 所示。
表4
主范畴
范畴

工资福利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选择性译码

就业能力

就业保护

就业声望

就业环境

就业嵌入

A 工资收入

I 职业培训

E 劳动安全

C 岗位满意度

O 劳动强度

Q 人际关系

D 职工假期

J 职业发展

G 劳动合同

K 意见表达

P 劳动环境

Ｒ 就业居住条件

B 社会保障

L 就业服务

M 权利维护

T 工作职权

V 理解支持

S 社区联结

H 就业稳定性

W 就业公平

U 自我效能

F 工作时间

N 岗位声誉

从表 4 可以看出，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经济概念，其影响因素大
致包括 6 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工资福利，主要包括工资收入等 3 个范畴； 第二个维度是就业能
力，主要包括职业培训、职业发展、就业服务和就业稳定性 4 个范畴，其中就业稳定性与充分就
业直接相关，即充分就业是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前提 ； 第三个维度是就业保护，既包括劳动
安全、劳动合同、工作时间等微观因素，还包括权利维护、就业公平等宏观因素； 第四个维度是就
业声望，主要反映了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过程中的职权 、意见表达、自我效能等心理诉求，这些
因素很难用货币直接衡量，是青年农民工群体对高质量就业心理诉求的自我感知； 第五个维度
是就业环境，包括宏观的劳动强度、中观的劳动环境和微观的理解支持 ，其内涵突破了有形的物
理劳动环境赋予的人文和心理需求环境因素 ； 第六个维度是就业嵌入，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就
业居住条件和社区联结 3 个方面。
5．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保证结论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以下三个办法检验理论饱和度： 一是再次开展小样本访
谈，撰写访谈备忘录并重复进行上述三个环节的译码 ； 二是召开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专题小型
座谈会，进一步听取意见并讨论高质量就业的内涵 ； 三是广泛阅读国内外有关就业质量的文献 ，
特别是剖析近三年内国内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相关的论文 、研究报告和政策文件。 检验发现，
表 4 中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内涵丰富 ，既没有发现新的范畴，也未发现
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 ，至此结束质性研究环节。

三、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因素
（ 一） 数据来源
质性研究构建了表 4 所示的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分析框架 ，本研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开
展实证研究。将表 4 的 23 个范畴视作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因素，将非对称地区分为“影响比较
大、影响大、影响很大 ”，分别赋值 1 － 3； 将高质量就业水平区分为“很低、低、高、很高 ”四个等
级，分别赋值 1 － 4。正式调查前进行了试调研，主要检验调查题项设计是否适合青年农民工阅
读理解，并修订了存在歧义的题项。调查于 2018 年 6 － 7 月在南京、常州、合肥、杭州 4 个城市
同时进行，共获 685 份问卷。剔除缺填三项以上、填写呈明显规律性的不合格问卷，共保留 626
份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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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层次分析，调查对象中 21 － 30 岁的共计 353 人，占比 56． 4% ； 31 － 40 岁的 239 人，
占比 38． 2% 。就样本性别分析，男性 272 人，女性 354 人。 从受教育程度看，大专学历占比
31% 、
高中或职中占比 26% 、本科或本科以上占比 24% ，说明青年农民工普遍具有较好的学历
背景。由于调查主要集中于苏、浙、皖三省四个城市，样本来自东部省份的占比 41． 4% 、中部省
份的占比39． 5% 、西部省份的占比 15． 0% 、东北部省份的占比 4． 2% 。
（ 二）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影响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类 ： 第一类是表 4 得出的六大方面因
素，这是质性研究的结果，有待通过实证检验是否显著影响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 第二类是人
口统计变量，在欧阳博强的前期研究中，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就
［6］
业分化 ，表 5 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说

明

高质量就业水平

2． 220

0． 990

1

4

1 － 4 分类变量

工资福利

2． 246

0． 554

1

3

1 － 3 分类变量，范畴 A、B、D 均值

就业能力

2． 058

0． 404

1

3

1 － 3 分类变量，范畴 I、J、L、H 均值

就业保护

2． 166

0． 460

1

3

1 － 3 分类变量，范畴 E、G、M、W、F 均值

就业声望

2． 066

0． 438

1

3

1 － 3 分类变量，范畴 C、K、T、U、N 均值

就业环境

2． 029

0． 481

1

3

1 － 3 分类变量，范畴 O、P、V 均值

就业嵌入

2． 072

0． 445

1

3

1 － 3 分类变量，范畴 Q、Ｒ、S 均值

性别

1． 570

0． 496

男 = 1，女 = 2

年龄

2． 330

0． 574

20 岁以下 = 1，
20 － 30 岁 = 2，
31 － 40 岁 = 3

受教育程度

3． 560

1． 119

在外打工年限

2． 400

1． 004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或职中 = 3，大专 = 4，本
科或本科以上 = 5
4 － 6 年 = 2，
7 － 10 年 = 3，
11 － 15 年 = 4，
3 年以下 = 1，
15 年以上 = 5

说明： 限于篇幅，只列出了工资福利、就业能力、就业保护、就业声望、就业环境和就业嵌入 6 个一级维度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影响比较大 = 1、影响大 = 2、影响很大 = 3。

（ 三） 维度影响程度检验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表 6 变量间的影响程度，其中因变量为高质量就业水平，自变
量为工资福利等 6 个一级维度变量以及性别等 4 个人口统计变量。 由于 6 个一级维度源于质
性分析结果，是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 6 个主范畴，回归时采用强行进入法； 为了检验结果的
稳健性，将样本来源区域作为控制参数，进行分区域检验，相关结果如下页表 6 所示。
表 6 显示，工资福利显著影响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水平，且在分区域上均通过了显著性
，
检验 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就业能力同样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 ，就整体样本而言，在其他因
素不变的前提下，就业能力每增加 1% ，高质量就业水平将上升 0． 171% ； 西部省份就业能力对
高质量就业水平的影响最大，弹性系数为 1． 084。就业保护在整体样本和东部省份样本上没有
5% 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就
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样本上分别通过 10% 、
业保护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但是显著性影响并不稳健。就业声望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与就业
保护类似，只在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样本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虽然就业声望正向影响高质
量就业，但这种影响程度并不一定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就业环境显著正影响高质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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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平，并在所有样本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 就相对影响程度而言，西部样本最大、东部样本其
次、中部样本最小。就业嵌入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这种影响在整体样本和三个分区
域样本上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就业嵌入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水平 。表 6 还显示性别和年
龄对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均没有显著性影响 ，然而受教育程度在四个样本上分别通过 1% 、
1% 、
5% 、
10% 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因素显著正向影响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水平，验证了受教
育程度仍然是青年农民工获得高质量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受教育程度越高，
意味着相对越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高质量就业需要 。类似地，在外打工年限对高质量就
业的正向影响同样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其中弹性系数最高的是东部样本，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
的前提下，在外打工年限每增加 1% ，就能提高 0． 304% 水平的高质量就业； 在外打工年限对高
质量就业的影响可以从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社会资本积累和工作技能提升得到解释 ，随
着在外打工年限的增加，青年农民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高。 表 6
还显示判定系数整体不高，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青年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这是由于
一级维度采用了二级维度的均值处理 ，忽略了单个二级维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
表6

一级维度变量影响程度检验

整体样本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工资福利

0． 149* （ 0． 084）

0． 941＊＊＊（ 0． 134）

0． 195* （ 0． 149）

0． 244＊＊（ 0． 200）

就业能力

0． 171* （ 0． 127）

0． 274* （ 0． 207）

0． 691＊＊＊（ 0． 166） 1． 084＊＊＊（ 0． 217）

就业保护

0． 096（ 0． 122）

0． 581 （ 0． 181）

0． 341* （ 0． 184）

就业声望

0． 188（ 0． 129）

0． 099（ 0． 188）

1． 142＊＊＊（ 0． 213） 0． 899＊＊＊（ 0． 225）

就业环境

0． 192* （ 0． 104）

0． 508＊＊＊（ 0． 151）

0． 316＊＊（ 0． 160）

就业嵌入

0． 337＊＊＊（ 0． 118） 0． 092＊＊（ 0． 188）

0． 438＊＊＊（ 0． 154） 0． 227* （ 0． 217）

性别

0． 051（ 0． 080）

0． 110（ 0． 121）

0． 5749（ 0． 118）

－ 0． 076（ 0． 151）

年龄

－ 0． 036（ 0． 082）

－ 0． 056（ 0． 129）

－ 0． 3849（ 0． 113）

0． 567（ 0． 153）

0． 448＊＊（ 0． 205）

0． 683＊＊＊（ 0． 173）

受教育程度

0． 214＊＊＊（ 0． 036） 0． 229＊＊＊（ 0． 049）

0． 128＊＊（ 0． 054）

0． 020* （ 0． 076）

在外打工年限

0． 124＊＊＊（ 0． 046） 0． 304＊＊＊（ 0． 063）

0． 049* （ 0． 063）

0． 315＊＊＊（ 0． 097）

常数

－ 0． 007

－ 0． 396

1． 826

0． 234

F值

9． 036

18． 417

9． 834

17． 218

Ｒ2 值

0． 128

0． 426

0． 294

0． 675

样本数量

626

259

247

94

5% 和 1% 的统计水平
说明： 因变量为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水平；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
上显著； 由于表 5 所示东北部地区样本量仅 26 个，样本量较小，不作为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与对策
（ 一） 结论
1．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因素
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对 84 位青年农民工的访谈数据进行开放式译码 、主轴译码和选
23 个范畴、
6 个主范畴组成的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分析框
择性译码，构建了蕴含 125 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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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即可以从 6 个维度诠释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内涵 ： 第一维度是工资福利，主要包括工资
收入、职工假期和社会保障方面； 第二维度是就业能力，包括相关的职业培训、职业发展、就业服
务和就业稳定性等方面； 第三维度是就业保护，主要体现在劳动安全、劳动合同、权利维护、就业
公平和工作时间等方面； 第四维度是就业声望，主要体现在青年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对意见表
达、自我价值、岗位声誉等方面的自我感知诉求； 第五维度是就业环境，不仅包括劳动环境等传
统物理层面的环境，还包括来自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精神层面的环境 ； 第六维度是就业嵌入，说
明无论是广义人际关系还是就业居住条件 、城市社区融入程度，均是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
体现。
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 626 份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影响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回归技
术，发现工资福利、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就业嵌入四个维度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且东部、
中部和西部的样本检验表现出较高的稳健性 。就业保护和就业声望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 ，在中
部省份和西部省份样本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在整体样本和东部省份样本上没有达到统计学意
义上的显著性。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和年龄与高质量就业不存在显著关系，但受教育程度和在
外打工年限均能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 ，且这种影响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2．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时代蕴意
从微观视角分析，高质量就业不仅包括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等物质因素，还包括意见表达、
自我效能等个体心理感知诉求； 从中观视角分析，高质量就业包括劳动安全、职业发展、劳动环
境、权利维护等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资源配置状况 ； 从宏观视角分
析，高质量就业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包括就业公平、社区联接等流动人口宏观政策，还包括岗
位声誉、环境支持、人格尊严等外延因素。由于统计数据更多采用平均数来衡量某一社会经济
指标，与农民工群体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 据此，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应该更多地
从该群体自我感知的视角进行理解 ，以避免单纯通过统计数据测量而带来的偏颇 。青年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经济概念 ，与新时代“三农 ”工作高质量发展形成内在逻辑
的统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
（ 二） 对策
提升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如下五点
对策：
一是奠定扎实的工资福利基础。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均证实了工资福利是青年
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内涵。虽然许多城市均出台了吸引青年农民工的地方政策 ，切实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策略，但城镇化所需的住房、生活等经济压力，仍然需要相对稳定
的工资福利水平作为支撑。当前，一方面需要加强劳动执法，维护青年农民工的正当合法权益，
健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住房等社会保障，破除用工身份歧视甚至拖欠工资等违法行
为； 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农用地承包经营收入 、农用地转让租金收入、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性收
入、零工收入等各种途径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
二是通过提升就业能力促进就业质量提高 。就业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 ，而且就业能
力与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关，也与其职业发展相辅相成，因此，可以从微观个体视角进行提
升。就业能力还与职业培训直接相关 ，需要行业企业积极开展劳动技能 、安全操作、创新创业等
各类培训。此外，就业能力还需要社会各界提供就业服务 ，特别是在“四新经济 ”背景下减少青
年农民工摩擦性失业，提高就业稳定性。各地可以利用青年农民工年富力壮 、可塑性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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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该群体一技多能，借助平台经济发展扩大其非正式就业能力，即培养零工经济下的斜杠青
年，扩大其就业机会并提高其零工收入 。
三是加强青年农民工就业保护。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青年农民工不再认同通过超长
工作时间换取不对称的收入增长，而是重视就业过程中的权利维护 。青年农民工渴望打破城乡
劳动力市场分割，主张通过就业公平提高就业质量 。当前，除了继续解决合理劳动时间、劳动安
全防护、女职工权益保障等传统疑难问题外 ，还要消除事业单位招聘和聘用过程中的差别化用
工政策，健全劳动司法救助体系。随着新平台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利用知识、技
能、时间、体力等自身优势，积极获取零工模式的非正规就业机会，需要政府和行业加强劳动合
同、劳动安全管理。
四是提高青年农民工就业声望。本研究表明，长期以来，青年农民工高度重视意见表达、自
我效能、工作职责、岗位满意度等自我感知诉求。他们渴望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尊重 ，实现自我
价值，需要通过完善企业晋升制度、营造社会关爱氛围等途径提高其就业声望 。
五是全方位优化就业环境。研究表明，就业环境与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显著相关，就业
环境包括适度压力和挑战性的工作内容 ，包括居住、安全、健康、优美、舒适的有形环境，还包括
就业单位的组织文化带来的身心愉悦和获得来自家人 、亲戚、朋友和恋人的理解支持。
六是强调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嵌入 。高质量就业嵌入本质上要求提高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
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仅体现在就业工作方面 ，而且体现在业余生活方面。因此，不仅需要借
助就业居住条件消除其异乡漂泊的感觉 ，营造工作、生活、城乡、乡村伙伴之间等全方位和谐的
人际关系，还需要通过了解风土人情融入就业所在地的城镇社区 。
结语：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新时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也是乡村振兴
的内在要求。影响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不仅包括工资福利等可以货币化计量的经济因素 、
就业公平等政治因素、理解支持等心理因素，还包括岗位声誉和社区联结等社会因素 ，这些因素
决定了提高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需要处理好表象与内涵、短期与长期、农村与城镇等关系，
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青年农民工自身的长期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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