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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路径思考
马德功
(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ꎬ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 ꎬ新型城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备受社会关注ꎮ 该文从教育资源配置

的视角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路径选择ꎬ提出城镇的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基本命题ꎮ 根据上述发现ꎬ该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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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新常态” ꎬ经济增长方

仍然没有太多进展ꎮ 究其原因ꎬ是中国西北部地区
城镇特别是小城镇吸引力较弱ꎮ 因此ꎬ探索西北部
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ꎬ增强西北部城镇尤其是小城

式正在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ꎬ经济产业结构趋于优

镇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化ꎬ经济驱动力从要素型转向创新型ꎬ拉动力也由投

用ꎮ

资和出口型逐步转向消费型ꎮ 与此相适应ꎬ中国经

１

济的增长速度在适度放缓ꎮ 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

城镇化动力与路径探讨

长很大程度上靠出口以及投资拉动ꎬ然而随着人口

关于城镇化的路径ꎬ从动力的来源可以分为三

红利的减少、片面投资弊端的凸现ꎬ新型城镇化成为

种:自上而下的拉动型ꎻ自下而上的推动型ꎻ外力推

新常态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ꎮ

动型( 顾朝林ꎬ２００８) ꎮ 自上而下拉动型是指国家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

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中提出ꎬ
“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ꎬ是最大
的结构调整ꎬ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 ꎬ充分展现了
国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视ꎮ 目前ꎬ中国城镇
化率达到 约 ５５％ꎬ 已 经 实 现 较 高 的 城 镇 化 率ꎮ 然

而ꎬ高城镇化率并不意味着高城镇化水平ꎬ中国城镇
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存在地区结构性失调ꎮ
１９３５ 年ꎬ地理学家胡 焕 庸 提 出 中 国 人 口 密 度 划 分
线ꎬ即“ 胡焕庸线” ꎮ 这条线在中国的地图上从黑龙
江黑河延伸到云南腾冲ꎬ呈 ４５ 度角斜线ꎮ 在上世纪

３０ 年代ꎬ这条线东南国土占 ３６％ꎬ人口却占 ９６％ꎻ这
条线西北国土占 ６４％ꎬ人口占 ４％ꎮ 经过多年的发
展ꎬ经地理学家根据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测

算ꎬ这条人口密度线对人口的划分并未改变太多ꎬ东
南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 ９４.１％ꎮ 中国东南地区城镇

化 发展水平已经较高ꎬ然而西北部城镇化发展水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马德功ꎬ教授ꎬ主要从事金融学、金融工程学、国际经
济、世界经济等方面的研究ꎮ

资于城市经济部门ꎬ以带动城镇化发展ꎮ 在这一类
型中ꎬ包括行政规划、重点项目推动等等ꎮ 深圳是行
政规划的一个典型案例ꎬ通过积极推行土地改革、促
进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建设、改革户籍制度等等大
力推动深圳的城镇化水平ꎮ 自下而上的推动型强调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ꎮ 王磊对石河子城镇化发展的
动力机制进行研究ꎬ发现农业对石河子地区的城镇
化进程促进作用显著ꎬ是其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动力ꎮ
外部力量推动型包括外资带动型、旅游拉动型等等ꎮ
从土地制度改革视角ꎬ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和路径可
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地方政府的规划和土地国有
化来推动ꎬ另一种是农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工业
化、城市化( 叶建平等ꎬ２００９) ꎮ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和动力主要归纳为四个

方面: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
协调互动ꎬ通过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ꎻ
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ꎻ三是构建与区域
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ꎻ四是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ꎬ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的市民
化ꎬ提高其公共服务水平( 张占斌ꎬ２０１３) ꎮ 新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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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要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ꎬ即实现人口从乡

状ꎮ 中国城市教学条件、师资水平高于农村ꎬ这成为

村到城镇的迁移与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职业身份转换

农民增加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ꎮ 另一方面ꎬ对于农

同时推进( 倪鹏飞ꎬ２０１３) ꎮ

村人口来说ꎬ越来越重视到教育对于改善未来收入

中国传统的城镇化路径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高

的重要性ꎮ

速发展ꎬ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城镇化人口生活水

一些学者对家长为子女读书进行陪读现象进行

平低下等问题ꎮ 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ꎬ中国政府就

了研究ꎮ 陪读是指中小学生的监护人为了子女教育

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ꎬ有利于城镇化实

陪同子女进入城镇ꎮ ２０１２ 年甘肃省陪读者接近十

现量与质的共同发展ꎬ也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ꎮ
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布局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一方面是教育为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储备了人才ꎬ尤其是职业教育为新型

万ꎬ而且大部分来自农村( 谢芳ꎬ２０１４) ꎻ 甘肃省张掖
市甘州区农村中小学的家长随迁性陪读的调研表
明ꎬ陪读 的 学 生 占 总 学 生 人 数 的 ５３. ４２％ ( 王 莉ꎬ

２０１３) ꎮ “ 陪读” 现象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协调的
结果ꎮ 正是由于教育资源向城镇倾斜ꎬ造成城镇教

城镇化的发展储备了技能型人才ꎮ 另一方面ꎬ城镇

学条件远远高于乡村地区ꎮ 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

的教育发展促进人口的迁移ꎬ尤其是促进了农村人

育ꎬ农村的家长选择陪同孩子进入城镇ꎬ让孩子接受

口向城镇的迁移ꎮ 研究发现ꎬ职业教育对中国新型

更好的教育ꎮ 这种陪读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了城乡教

城镇化 的 发 展 有 着 正 面 的 促 进 作 用 ( 阚 大 学 等ꎬ

育的不平等ꎬ另一方面ꎬ随迁家长进入城镇ꎬ如果无

的相关性和协调性( 冉云芳等ꎬ２０１３) ꎮ 城镇的教育

重的社会问题ꎮ

２０１４) ꎻ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有着较高

法实现就业ꎬ又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ꎬ甚至造成严

发展同时吸引了农村随迁型人口的迁移ꎮ 目前家庭

然而从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来看ꎬ教育不失

迁移是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ꎬ有子女的父母的

为一种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新型路径ꎮ 优质的城镇教

迁移与流动主要动力来自于对子女未来的期望ꎬ如

育资源会吸引农村人口的集聚ꎮ 特别是在中国的西

希望子女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 周皓ꎬ２００４) ꎮ

部地区ꎬ一方面ꎬ城镇化水平比较落后ꎬ存在着向东

教育在中国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ꎬ人

南沿海“ 候鸟式迁移” 的现象ꎮ 另一方面ꎬ西部农村

们为了寻求更高的教育回报率ꎬ以及为了自己或者

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为落后ꎬ为了支援西部地区的教

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ꎬ总是从文化水平低、教育设施

育建设ꎬ国家加大投资并且促进支教等活动的展开ꎬ

落后的地区迁往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 谢童伟等ꎬ

然而依然存在着像大凉山城镇学校那样的学生过

２０１１) ꎮ

多、容量不足的问题ꎮ 城镇的教育水平较高ꎬ很大程

２

教育资源配置与新型城镇化

度上是源于城镇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ꎮ 城乡经济差
距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明显改善ꎬ因此城镇学校学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ꎬ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决

生的集中短期内无法消失ꎮ 如何把这一劣势转化为

定取决 于 迁 移 后 的 预 期 收 入 是 否 大 于 迁 移 成 本

优势ꎬ把这种备受诟病的社会现象发展成为促进新

( Ｓｊａａｓｔａｄꎬ１９６２) ꎮ 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新迁移

型城镇化的动力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ꎮ

经济学对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发起了挑战ꎬ认为家

本文的基本命题:根据中国西部广大乡村子女

庭会为了实现预期收入最大化以及获得稀缺资源等

大量到城镇学校就读和城镇教育资源无法满足新增

进行家庭成员的迁移ꎮ 然而ꎬ新迁移经济学并不完

生源就读的缺口ꎬ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对于农村

全排斥经典人口迁移理论ꎬ只是提出了迁移的决策

人口的吸引力ꎬ通过创新和开拓教育资源、科学优化

主体由个人转化为家庭ꎮ 对一个家庭来说ꎬ影响其

教育资源ꎬ有力促进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ꎮ 上

迁移的因素是多样的ꎬ子女的教育无疑是其中一个

述命题的基本思路: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重要的因素ꎮ 当迁移行为发生在从农村迁移进入城

短期内是通过其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来推动新型

镇时ꎬ就构成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ꎮ 在中国ꎬ研究因

城镇化的发展ꎻ随着城镇教育水平的提高ꎬ农村人口

子女教育发生家庭迁移具有相当的价值ꎮ 一方面是

倾向于进入城镇接受教育ꎬ同时ꎬ学生的父母也往往

因为目前在中国ꎬ存在着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

会发生迁移ꎬ进入城镇就业并且定居ꎮ 同时ꎬ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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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家长的就业、住房等问题ꎬ就能成功实现家庭的

课外活动ꎮ 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引起城镇越来越

整体性迁移ꎬ进而为其市民化创造条件ꎮ

大的教育需求ꎬ因此城镇的教育建设十分重要ꎮ 在

３

城市规划的时候ꎬ应该加强教育用地的规划ꎬ保障其

中国西部农村人口迁移动机的田野调查
作者对农村子女集中到城镇就读及村民迁居城

镇现象进行了实地调研ꎮ 本次调研采取随机样本的
系统随机方法ꎬ在四川省人口超过 ５０ 万的县城中随

不被商业用地等其它用地覆盖ꎮ 同时ꎬ城镇的教育
资源应当根据教育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增长ꎮ
４.２

不能忽视农村的教育建设
在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ꎬ城

机抽取三个县城ꎬ分别为中江县、射洪县与营山县ꎮ

镇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ꎮ

在这三个县城中就读人数超过 １ ０００ 人的学校中ꎬ

然而ꎬ完善城镇教育资源建设并不意味着忽视农村

随机抽取了三所小学ꎮ 在调研对象确定以后ꎬ本调

的教育建设ꎮ 近年来由于人口向城镇集中ꎬ众多乡

研组采取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对调研对象的迁移行

村的学校被撤点并校ꎮ 根据 ２１ 世纪教育研究院发

为进行研究ꎬ在本文中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分
析ꎮ 本次调研共编制了 ３００ 份问卷ꎬ在选取的三个
学校各发放 １００ 份ꎬ通过学生带给家长填写ꎬ次日收

布的报告显示ꎬ在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期间ꎬ中国农村
小学减少了 ２２.９４ 万所ꎬ占原本总数的 ５２. １％ꎮ 这

导致农村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ꎮ 在发展

回ꎮ 在 ３００ 份问卷中ꎬ有效问卷 ２９１ 份ꎬ问卷有效率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ꎬ一方面要完善城镇的优质教

为 ９７％ꎬ有效率较高ꎮ

育资源ꎬ扩大其容量ꎻ另一方面ꎬ应该加强农村的教

调查结果表明ꎬ县城教育资源更好的加权比例

育建设ꎮ 乡村教育发展的重点是加强师资等建设ꎮ

为 ７４.４％ꎬ表现出显著的重要性ꎬ这表明农民迁居城

在这次去中江、射洪跟营山三县的调研中ꎬ我们发现

镇的动机ꎬ与其他动机比较ꎬ比如说城镇更高的收

乡村学校在硬件资源上有所改善ꎬ而在软件资源方

入、更好的生活环境等ꎬ调研对象更倾向于选择因为

面依旧落后ꎮ 其中最为严峻的就是乡村学校的师资

子女能够到城镇接受更好的教育ꎮ 这个结果很大程

问题ꎮ 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

度上支撑着本文提出的命题ꎬ即城镇的优质教育资

训、关注乡村教师的住房等等问题将对中国农村教

源对于农村人口特别是有学龄子女的农村人口的城

育的师资问题起到促进作用ꎮ

镇化行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ꎮ 另外ꎬ县城的生活环

４.３

境、更高的收入等等也是吸引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

关注教育随迁人口的就业等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口片面的集

的重要因素ꎮ

中ꎬ而更强调城镇化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ꎮ 在调研

４

中ꎬ我们发现因为子女教育原因进行迁移的家庭ꎬ就

优化教育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几

点思考

４.１

发挥好城镇优质教育的作用
在中国西部地区ꎬ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的落后ꎬ城

镇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着人口的涌入ꎮ 一方面ꎬ这
带来了城镇的教育资源面临着高度紧张的局面ꎻ另

业状况并不理想ꎮ 在调研的结果中ꎬ无业的人数为
９５ꎬ占总人数的 ３２.６％ꎬ比例较高ꎮ 从年龄来看ꎬ２０
岁到 ３０ 岁的人群中ꎬ无业人数为 １４ 人ꎬ３０ 岁到 ４０

岁的人群中ꎬ无业人数为 ４８ 人ꎬ４０ 岁到 ５０ 岁的人
群中ꎬ无业人数为 ２６ 人ꎮ 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并不是
无力进行工作ꎬ而是无法就业ꎮ 在与这些家长进行

一方面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路

交流的过程中ꎬ我们发现这群无业人员没有工作的

径的作用ꎬ将对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起

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照顾小孩ꎬ另一方面就业机会较

到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发挥好这一路径的作用ꎬ首要

少、就业比较困难ꎮ 另外ꎬ在无业的人群中ꎬ６５ 人的

任务就是完善城镇的教育资源建设ꎮ 在营山县云凤

学历为初中ꎬ学历较低也是这部分人群无法找到工

实验小学ꎬ平均班级人数达到 ８０ 至 ９０ 人ꎬ远远超过

作的原因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教育随迁人群就业问题

合理的班级人数ꎮ 教室里面布满了学生的课桌ꎬ教

的解决也需要引起重视ꎮ 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ꎬ教

室门的背后都是课桌ꎬ连门都很难打开ꎮ 在与家长

育随迁人群在城镇化的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提高ꎬ城

教师进行访谈时ꎬ家长们也普遍反映因为课桌之间

镇化质量也得不到提升ꎮ 另外ꎬ教育随迁人群的住

的走道太窄ꎬ学生在下课期间都很难走出教室参加

房、社会保障等等问题都需要引起重视ꎮ

马德功:促进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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