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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田野调查的“ 地摊经济” 研究
孔

浩,吴

燕,陶

庆

(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地摊经济” 是为消减疫情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而作为复工复产的一项措施而实施的。 地摊行为作

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实践形态,具有缓解就业压力、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等积极作用。 该文在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回
顾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对摊主、居民、客户、正规经营店主等主体对地摊经济的态度、观点进行收集、整
理以及分析,得出:摊主不惹事、不出格的心理和行为逻辑下产生的自我约束行为;市民呈现出“ 不保守” 的行为逻
辑;正规经营店自身的有条件的不反对;并且在三者之间存在“ 利益舒适区” 以及“ 地摊经济” 存在的四种基本走
向。 最后,该文以田野资料为基础提出“ 地摊经济” 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地摊经济;行为逻辑;规范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20)101-0031-06

积聚的“ 做事” 势能也为地摊经济的落地动能提供

引言

了民意基础。 这个基础对于地摊经济而言,短时间

疫情的突如其来使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呈现出

内是其生命维持的内在动力,但同时也蕴含着其没

向内收缩的潜在动能。 为了统筹抗击疫情工作与经

落的未来。 一旦正常社会生活以及生产得以恢复,

济发展工作,并逐步消减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山

地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 从理论上来说,待业人

西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坚持稳中求进工

员从“ 地摊经济” 政策中找到其谋生途径;有业滞留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人员将“ 地摊” 视为一种暂时的缓冲;不同类型的人

革为主线,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

员对地摊经济的需求、需求程度有差异,这就使得其

任务” 。 其中稳就业、保就业位于第一位,这凸显
①

行为逻辑有所不同。 而地摊经济的命运就依赖于众

了党和国家“ 以人民为中心” 的施政理念,将民生放

多主体的行动逻辑的合力。 因此,文章利用田野调

在第一位。 保障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允许“ 地

查方法、问卷访谈以及文献资料分析等方式,对摊

摊经济” 的发展。 李克强总理于 6 月 1 日上午考察

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时,称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
“ 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 。 从现实情况来看,
疫情使得待业人员、失业人员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其状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不仅仅取决于国
内,而且受到国际市场以及其他国家防疫措施的有
效性的影响。 全球产业链以及国际人员流动,加之
国内疫情“ 总体可控,局部难控” 的现实情况,人员
的大规模流动尚不能完全恢复,这就给滞留在非工
作 地点的人员以就地谋生的实验空间,居家隔离所

主、正规营业者、顾客( 居民) 等相关主体的态度以
及看法进行个案调研,在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了解地摊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完
善政府监管措施献计献策。

1

研究结果分析
为配合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措施,“ 地摊经济”

一度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热词,这种允许“ 夜
市、地摊” 的重现显然是更接近振兴实体经济业态
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给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带来了挑
战。 通过开展实地调研,主要采用访谈法、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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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了解地摊主、正规经营店主、居民、顾客以及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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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摊主访谈资料分析

顾客一定的时间以“ 配合” 执法行为。 这样就可以

根据调研记录,摊贩有自知理亏的思想,产生了

看到:摊贩自身是了解自己摆摊行为可能产生的负

自律“ 不出格” 的行为逻辑,自身便受到自我约束。

外部性,比如占道经营等问题,其中一位摊主就说

这一行动逻辑是建立在维持地摊经营的可持续以及

到:“ 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存在占道经营的问题。 他

减少由城管执法所带来的成本的基础之上的,表现

们( 指代城管,笔者注) 做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在“ 不出格” “ 不惹事” 的心理与行为表现。

摊主也知晓城管执法人员的行为所具有的合法

摊主摆摊一般是出于经济形势所造成的“ 生活

性;这两方面的认知使摊主首先加以自律,自律的依

压力” “ 生存压力,务农是不能承担满足生活需求的

据就是城管所发布的要求以及其他公知性质的非正

功率,“ 只是想看看一天卖水果能赚多少钱” ,希望

面对城管的执法方式,普遍认为现在的执法行

重任的” ,趁此机会,借着地摊以便实验新职业的成

式规则。

能够找到相比之前更好的职业。 这意味着之前的工

为相较于之前“ 温柔点” ,“ 城管会照顾我们这些身

作可能不符合他们生活的需求满足程度。 摆摊之前
为了更好地获取收益,就需要对摊位所在的人流量
加以关注“ 我只是看这里人多,才能摆这” ,除了考

体不太好的” ,“ 以前来了就抢,会有冲突的。 就不
给我们卖” 。 人情化执法是现代城管执法的一个必
然要求和必然趋势,城管的“ 不出事” 逻辑就显现出

虑人流量所带来的消费潜能,以及消费潜能所引发

来了,只要摊主之间、摊主与顾客之间不发生矛盾,

的利润空间,还需要借鉴之前的生活经验以及自身

城管会在考虑到现实情况、道德等因素的基础上灵

的经济条 件, “ 刚 开 始 做 大 的, 我 们 之 前 的 亏 的 要

活执法。 其实,这里面离不开国家大环境所赋予的

命。 真的很难找这个位置,我们找了半个月才能找

支撑,疫情的特殊时期需要对之前不能容忍的事物

到这个位置” 。

有所放开。 温柔的、带有人性化的执法还是有强制

通过分析访谈资料,我们发现:摊主能够自律加

性措施存在的。 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会将一些物

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能够很了解居民的需要。

件加以没收,但摊主的反应是“ 我都能理解的” 。 即

摆摊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在调研中,地摊的互惠

使东西被抢或者被拿走没收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反抗

成就着地摊经济的人文关怀。 关于对城管的态度,

行为,会策略性地从自身缩减损失。 由此可见“ 不

一般来讲, 摊 主 不 会 质 疑 城 管 的 执 法 行 为, “ 不 惹

出格” “ 不惹事” 的行为逻辑和行为心理不仅会自觉

的心理和行为逻辑下必定产生的自我约束行为,以

行为;摊主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而且很明显,这条逻辑

求摆摊的顺利以及可持续,如“ 反正我没出界,摆的

是在理解别人工作以及维持自己摊位可持续化的基

都挺好” ,“ 我会扫的干干净净的,放在那边的垃圾

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内在考量的特征。 当询问客户

桶里” 等都是自律行为的一种表现。 除此之外,还

对摆摊的看法时,从摊主的角度可以看到:在消费时

存在着摊主与城管之间的“ 游击” 成分:城管来执法

代,价格并不成为消费者的首要考虑,摊主所出售商

时,摊主会刻意修正自己已经认识到的与现行规定

品的质量,食物的口感就成为了食物的质量衡量标

有些冲突的行为,和之前的“ 不惹事” 心态而导致的

准。 当被问到有想过摆摊能长久之时,摊主 A 的回

事” 的心理在摆摊行为中随处可见,不惹事、不出格

“ 不出格” 行为逻辑是一致的, 存在着一种策略 手
段。 城管执法结束之后,按照应有的摆摊行为进行

按照要求约束自己,还会导致自身主动改变自己的

答———“ 这个我没想过,能摆多久就多久” ———提供
了地摊经济的走向之一:销声匿迹。 摊主本身对于

操作就会有很大的自主支配空间,这是灵活的“ 不

摆摊是否能长久是不确定性的,疫情过去之后很有

惹事” “ 不出格” 的行为逻辑为自己能够长期可持续

可能摆摊行为就会再次变的不可容忍,而逐渐消失

吧,反正过去了我们该怎么摆还是怎么摆。 他也没

了另一个可能的走向。

摆摊而争取的空间, 就如摊主 A 所说: “ 态度还行
说要是天天在这里就是没法摆了。”
当然,城管也会意识到摊主的这种游击性质的
策略行为,但可能会由于大环境以及人性化执法的
要求而为摊主留下一定的缓冲余地,给予摊主以及

再度以其他隐秘的方式而存在;其他的摊主则看到
“ 其实这几年都没啥摆摊的了,都变成门面店

了。 但是就今年疫情,特殊情况,陆续地允许摆摊
了” 。

这里面蕴含着疫情过后,是否允许摆摊还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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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门面店可能在疫情过后有所增加,个体工商

做法是一致的:“ 我觉得那些卖菜的人都是吃不完

户的注册量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地摊命运的走

来卖的,但是楼里面卖的话,成本太高了,摊位费都

向之一,即地摊经营转变为由个体出资租赁而形成

要一两万。 我觉得要给那些菜农摆摊的地点。 你看

的正规店经营。

以前还有菜篮子工程,就是菜农里种的吃不完的,都

为了更加系统地了解地摊经济的现状以获得存

可以进去摆。 但现在菜市场工商所包给私人了,都

在于摆摊行为中的关乎其命运的线索,研究者还访

被私人接管,根本不允许普通菜农进去摆,还收高

问了摊主与周围居民的相处情况,直接的表现就是

费。”

居民是否投诉。
“ 会的,可能会有附近居民投诉,如果噪音大的

在与正规经营店主交谈时,从店主们的话语中
可以发现很多关于地摊经济未来走向的线索,“ 现

话。 不过老居民都熟悉了,新来的居民可能还有些

在几乎没有什么摆地摊的了。 很少很少了,像这种

怨言” 。

路边摆地摊也不会长久的” ,“ 还没有农村小集镇搞

民之间的关系;摆摊自身所产生的负外部性。 除了

有护栏,时间长就自然了。” 从这就可以看出关于地

摊主自身给自己施加的“ 约束” ,居民的要求也会反

摊何去何从的两个走向,即前文对摊主进行访问时

由此,摊主为维持摆摊的可持续性以及减少相

行规范化管理:划片儿规范化管理,即提供固定的经

由此可以看到,居民投诉与否要考虑:摊主与居

向使摊主进一步约束。

的漂亮。 那里有大棚,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两边还

所得出的“ 销声匿迹” ,另一个便是仿照农村小集进

关因自身行为而产生的成本,这一群体会遵循“ 不

营场所,并对场所的基础设施进行配置、维护,形成

出格” “ 不惹事” 的行为逻辑和行为心理。

“ 农村小集” 式的摊位管理办法。

1. 2

针对正规经营店的访谈记录的分析

从正规经营者的角度来讲,从地摊转变为有固

定地点的门面店,城管执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为了经营的可持续性以及减少来自城管执法的麻

在问到城管执法的相关问题时,访谈发现:城管

执法并非完全遵循规范进行,其执法过程中也是有
个人情感注入的。
“ 前几年就是直接没收,但这两年我们不是特

烦,摊户有动力改变经营形式,从散漫营生转向正规

殊情况吗? 领导都认识我们了,就会口头提醒我们,

化经营。

让我们注意些别扰民” 。

“ 那个时候摆地摊都在马路边上,讲影响市容

人情化执法是现代城管执法的一个必然要求和

影响交通啊。 后来城管一管就自然要找门面。 要不

必然趋势,城管的“ 不出事” 逻辑就显现出来了,只

然就做不起来简单地很” 。

要摊主之间、摊主与顾客之间不发生矛盾,城管会在

因此城管执法对于地摊经济的走向是能够产生

考虑到现实情况、道德等因素的基础上灵活执法。

直接影响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能够起决定作

对于之前有过摆摊经验的店主 A 来讲,对于城管的

用的。 除此之外,社会的变迁也会成为地摊转型或
消失的动力之一,虽然生活所迫多会成为店主所认
为的转变原因。 而且正规经营店能够容纳多种类型
的商品是访谈店主的公认。 由此带来的例如空间以

行为也是理解的,在看待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上,也是
认为“ 城管管的是对的” ,“ 别人也有领导,年底也有
评比,会被扣分数,我都是能理解的” ,维护社会形

象、注意卫生安全、防止占道经营等是合理的。 二者

及维持现在生活的能力就有所差距,生活需求与经

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否取决于二者之间的“ 利益舒适

营形式( 地摊经营或者是正规经营) 之间需要特性

区” 。 正规经营店主 B 比较清楚的呈现了城管执法

的搭配一致,诸如“ 摆地摊就能生存。 后来生活来

行为的变化,之前的暴力野蛮执法有所改善,虽然有

源不够,卖菜赚的太少。 你看我从卖两样到现在卖

管理产生的正面效应,可是执法也存在很多诟病,

上百样,虽然还是在这个范围,不也是有个长进嘛”

“ 最近有个卖菜的被城管按倒,老奶奶很可怜” ,这

这样的表达是经常听到的。 除了之前生活所迫,仅

种执法只是程序上要求要先警告、劝解然后实在不

依靠地摊是满足不了家庭生活需求的。 路边摊的出

改正的采取其他措施,而具体负责执法的人员的执

现与场地费用、路边摊的偶尔非长久性特征是相联

法素质以及人文关怀程度尚没有多大改变。 这位访

系的,这和一些摊主以“ 地摊试验” 换取生存空间的

谈对象对于城管执法的合理性以及其执法方式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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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有一定认知。 城管以法律赋予的权力作为其
“ 土匪” 行为的依据,仍是觉得是一种权力的阶梯,
这种执法现状的彻底改变需要致力于执法人员思想
素质、法治素养以及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新生代城
管的履职或许能勾改变这种现状,代际的转变也是
改变现状的一种途径。 关于同种类型地摊对其是否
产生竞争压力, 店主们多认为地摊经营 “ 规模小”

2

地摊经济发展现存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地摊经济在国家复工复产的背

景下是能够得到摆摊者、居民 / 顾客以及城管的支持
的,这些支持合力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骤然兴起
的地摊的生命力。 “ 地摊经济” 是从人们生产生活
中酝酿出来的,是摆摊行为的产物。 地摊经济是为

“ 买的商品种类少” “ 零零散散的,不能成规模” ,因

了能够更好地管理并利用“ 摆摊” 行为中所蕴含的

因此,从正规经营店主对摊主的认识上可以推

这种现象加以描述的概念。 正如前文所述,某一人

测,店主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 不反对”

群所产生的具体类型的摆摊行为可能会随着疫情的

的行为逻辑。

消失而消逝,但疫情所衍生出来的地摊生活方式以

1. 3

及由此抽象的“ 地摊经济” 不会随之消失。 地摊可

此不会产生竞争压力。

针对市民的访谈记录的分析
居民方面对于摆摊行为的认知总体呈积极支持

的态度,虽然会有一些“ 交通拥挤嘈杂,卫生条件,
监督不到位等” “ 卫生情况自我感觉大多是不太理
想的” 等困扰,但“ 价格便宜” “ 方便” 以及地摊现象
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的体现,成为“ 城市的名片” 。 而

对于城管 执 法 行 为 也 是 主 张 要 以 市 民 生 活 为 本,
“不要影响居民休息” ,按照规范化的管理进行。 总
之,从访谈记录来看:市民呈现出“ 不保守” 的行为
逻辑。
根据访谈记录,摊主由“ 不出格” “ 不惹事” 的心

理与行为逻辑;正规经营店主呈现出一种“ 不反对、
不保守” 的行为逻辑;而在从对摊主以及正规经营
店主的访谈中又可以看到城管的“ 不出事” 的行为
逻辑。 正规经营店的“ 开明” ,有互相理解的想法,
都是“ 为了生活” ,对于地摊有 “ 不反对” 的行为逻
辑,当然也有条件的不反对;市民的包容,对于地摊
也是遵循“ 不保守” 的行为逻辑。 摊贩自身的“ 不出
格” ,对于地摊存在空间有着最低限度的积极影响;
正规经营店的“ 不反对” ,市民的“ 不保守” 也是有份

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潜力而对

能会成为之前“ 待业” “ 无业” 之人的生活依靠。 因
此,地摊经济存在以及其产生的摆摊行为将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不会消失,“ 能摆多久就摆多久” 中有着
想持续做下去的动力。 对此,研究根据所获得的访
谈资料、实地观察以及问卷数据对 M 地的地摊经济
现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用性对策、建议。
2. 1

地摊经济发展缺乏规范性
正如前文所述,地摊经济具有门槛低、随意性等

特点。 从摆摊者角度来看,摆摊资格不受限,对摆摊
者从业素质也无明确要求。 在问卷数据中也可以发
现消费者也会遇到商品质量问题,但当出了问题时
维权难度大。 从监管角度来看,即便当下政策导向
是倡导城管柔性执法,依法行政,但从访谈资料也可
以看出仍然存在着执法过程包含着非理性成分,没
有对执法方式、执法权限等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
与此同时,城管部门建设依然还是个模糊地带,以往
在中国的行政制度中,城管是一个特例:没有上级管
理部门,有些地方归城建部门管,有些归环卫部门
管。 具体工作内容则由各地自行规定,即便在 2015

年明确规定住建部作为城管的指导部门,城管的自

积极影响因素在里面。 资料显示了三方存在相互的

我规范化建设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而无论

一种流通,摆摊的能理解城管和顾客,顾客能理解另

是从地摊经营角度,还是城市监管角度来看,地摊经

外两个主体的行为;但是,城管这方面比较弱,要处

济的发展都是缺乏规范性的。

理好地摊的“ 何去何从” ,城管的服务意识还是很重

2. 2

理是建立在城管的管制基础上的。 如果摊贩无序经

卖的流动性,使得地摊经营者是无孔不入的。 然而

营,打扰了市民的生活秩序,市民就会对摊贩没那么

市场监管的人手是有限的,监管时间也是固定的,也

要的。 市民对摊贩是有种同情心理,但这种同情心

理解同情了, 这就存在着一个 “ 利益舒适区” 的 诉
求。

地摊经济的流动性与市场监管固定化的矛盾
地摊的经营时间、范围的可变化性,以及随走随

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资源监管摆摊行为。 另一
方面,市场监管的方法又是程序化的,这就造成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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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宣传教育,无则加勉,有则改之。 可以形成专门

从这方面来看,对地摊经济的监管就成为了一

的经营状况报告以适当的、直白的方式通告给摊主。

个很难调和的矛盾。 在当下地摊经济正如火如荼地

同时要激发摊贩自主管理的积极性,要敢于对破坏

发展,如果出现摆摊者抢占公共资源,影响城市生活

集体共同经营利益的行为加以举报,自勤自律的同

秩序,执法人员应该采取怎样有效的监管手段? 不

时也参与到集体治理生活中去。 这个方面也是可以

过可以预见的是,提高数字化监管水平或许是有效

借鉴村民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等自治形式的,某

的出路。

一街道下的居委会设社区摊主管理委员会同时其也

2. 3

地摊经济发展缺乏城市特色

居于社区党委的领导之下,在此下设流动经济代表

地摊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更是市民儿

大会,所有摊主皆可参与按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反映

时记忆、城市印象的一种象征,具有很深远的社会意

意见,提出建议;这样一个平台也可以考虑和社区居

义,因而打造更具有城市特色的地摊文化应该是地

委会进行融合沟通,讲居民意见、建议等也考虑进

摊经济未来发展的更好走向。 然而通过实地调研,

去,这样就提供了一个合法畅通的表达诉求的渠道,

笔者发现 M 地的地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摆

摊形式、摆摊内容,还是划片管理的摊位规划都过于
单一,缺乏城市特色与文化底蕴。 这种问题在中国
中小城市地摊经济发展中比比皆是。

3

3. 1

管理对策探究
建立“ 地摊” 管理机构,实施制度化管理
从规范化管理层面来讲,出来摆摊的人员是把

其作为一种职业或者是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
从这一层考虑,地摊经济与国家的脱贫目标是兼容
的。 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 ,因此政府可开辟专项资金专门用来规范
化管理地摊经营行为,即是将摆摊人员统一仿效农

村集市、城市小吃街等划出地块,结合实际情况将某
些苦难地区的地摊引向政府出资型的规范化管理这
一走向。 政府出资将某块地方划为流动摊贩营业
区,设立流动摊贩经营管理委员会,制定摆摊者文明
规定;有上文所说,毕竟某个具体的地摊可能不会长

同时也是一个合法化的手段。
3. 3

实行电子化管理,摆摊治理“ 一网通”
电子化管理包括电子眼互联巡察,一方面是在

划地管理的基础上在适当的位置安装摄像头以云监
视摆摊活动;另一方面是对摊主摆摊整个行为过程
进行电子化管理,包括注册、登记、审核、缴费、注销
摊位等。 并且运用微信小程序、APP 等移动软件进
行意见收集、问题反映、投票评分并将其按照一定比
例纳入对管理者、摊主等主体的评估绩效中以实施
奖惩。 电子平台还可作为宣传教育的平台,及时在
平台之上发布摆摊政策、摆摊的具体化要求,比如保
持清洁、卫生自理等。
3. 4

发掘适合于自身的摆摊方式,人性化管理与法

治化管理相结合
研究小组在其他地点调研时发现某地政府前面
的主干道两旁,即沿着下水道两旁的空间是可以作
为正规经营店的延伸空间的,他们可以使用这片空

久,但摆摊行为、地摊经济这种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

间作为屋内空间的延伸,每家商店之前的、截止到到

之内会存在。 摊位按照一定条件、遵循一定程序申

路边树木界限之间的空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可以

请所得;实行合同契约制;申请到摊位的人员须签订

归自家使用,也可以作为停车的地方。 摆摊行为主

一定纸质版行为规约,使用期、双方的权责界定以及

要分布在主干道两端以及多个十字路口处,另外零

惩罚奖励等;可实行积分制,一定期限内按时进行考

星分布在道路两旁、菜市场北端( 菜市场的北尾,人

核。 这是相当于把此项业务从城管中剥离出来,当
摊贩集中管理并加以合法化、制度化之后,占道经

少) ;这种可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用空间换民心。 该
地地摊主要分为两种:强流动性地摊与弱流动性地

营、堵塞交通便不复存在;如果经营得当、管理得当

摊。 关于前者只要不影响交通,执法人员是尽量不

是可以成为当地一条集商业、娱乐、生活、休闲于一

参与其中的;后者由于有着比较强的固定性,执法人

体的“ 景点” 。

3. 2

设立地摊自我管理机制,实施自我服务

定期结合国家政策以及经营的现实情况对商户

员在疫情之前会收取 20 - 30 元不等的费用,划定经
营范围说明相关要求,有所作为的同时达到较为顺
其自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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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eet Vendors Economy" Based on Fieldwork Method
KONG Hao, WU Yan, TAO Qing
(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34,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COVID - 19 on national economy, the policy of "

Street Vendors Economy" has been implemented to relieve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meet basic needs for consump-

tion, where such actions of main bodies as vendors, consumers, residents and store owners indicate the future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views, uses survey study to interview the above main bodies
to collect attitudes, views and related behaviors. Then after analyzing the connected data, we conclude the self -restraint behavior logic which can be seen through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tall owners non -provoking and rule -ori-

ente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the residents showing " unconservative" behavior logic and the conditional objection
to vendors economy of the owner of regular business store owner. So, the existence of " common interests" among
three bodies and four basic trends of " Street Vendors Economy" can be talked. Finally, we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 Street Vendors Economy" .

Key words:street vendors economy; behavior logic;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