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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北农村地区奉公移动的考察

关于东北农村地区奉公移动的考察

…以 1920-1960 年代的山形县庄内地区为中心

阿部友香（ABE Yiika) * 

摘要：在日本的传统家族研究中 如何看待家族中的非血亲成员，尤其奉公人是重要的议题

之一。本稿以进出于某个家庭的奉公人的劳动移动为例，通过采访的形式，重新考察合同雇

佣的奉公人移动的过程。调查对象为山形县庄内地区某水稻农家的奉公人。据调查，通过“借

用”（被拉拢）的形式，奉公人可以获得加薪的机会，是否掌握马耕技术是他们得到好评的标

准。而另一方雨，农民之间也相互考虑彼此的劳动力构成，这使得一定地域内的农业劳动力

得到了调整。

1 ，关于日本的家族

在日本的家族研究中，如何看待家族中的非血亲成员是重要的议题之一，本稿将着重考

察奉公移动这一现象。

在日本社会中，传统家族被称为 “家” 在 1900 年代前半期就己经以农村为中心进行了

数次野外调查，并积累了相关的研究业绩，“家” 的定义可以说多种多样，但普遍意义上的家

是指：共同谋生的劳动组织，共同进行祖先祭祀的集团，并且通过这种传承祈求其永续性作为

特点．从世代结构上来说，包涵从直系家族世代到扩大·复合家族世代等多种形式，而且这种“家”

的继承，并不仅仅局限于血缘的继承。 将养子作为家族继承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此外，从重

视村落中相互认可的角度出发在近世的村落研究中有些地区也会把拥有百姓股权视为一

个独立家族。而且会存在一度绝嗣的某个家族会由毫无相关的外人，来重新振兴的例子．（长

谷川 I 1991) 

围绕家族研究中有一项重要议题乃是是否会把非血亲视为家庭成员 1。在这里所说的非

血亲成员即是共同居住的“奉公人”。这种讨论背后存在的事实是“奉公人”从“奉公处”得

到部分家产并以分家的形式独立出来的情况在近世到近代日本屡见不鲜。把“奉公人”视为

家庭成员的观点认为，在家庭生活中亲子间的互相给予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全程参与到家族

的保障生存这一功能当中的“奉公人”，理该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员 。 （有贺 1943-2000)

2.何为奉公人

关于农业奉公人的研究，近世的研究资料比较丰富，其存在形式也多种多样。小野武夫

在“德川时代的农村奉公人” 一文中，将农业奉公人分为①普代奉公人②伺户奉公人③质

奉公人④年季奉公人⑤季节奉公人⑥日算奉公人这六种，并将⑤季节奉公人视为农业奉公人

的主流 。 （小野、 1927) 在这几种奉公人中，①到⑤会采取共同居住的方式，前文中有贺所

提到的事例中，一名叫做“名子” 的奉公人即属于对主家拥有较强依附性的第一种奉公人。

可以推测为在岩于县，农业条件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影响了这种习惯的形成。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社会学专业。

1 关于这种争论，可参考古川 I C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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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奉公人的劳动移动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有出有入，从近些年的历史研究来看，即

使在人员移动受到限制的江户时代，这种趋向外藩的劳动移动也颇为兴盛，并且随着历史人

口学的发展，可以对这种地域移动的各个阶段，进行微观的把握，并将其与个人的生活历程

关联起来进行分析 2。（速水， 2009) 伴随移动的契约以及交涉的过程还有许多不甚明了的

地方，如果存在奉公市场以及中介业者，那么情况会比较容易理解，但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种

口头上的契约，很难留下记录，因此，本稿将会以主流的年季奉公为中心，以面谈的方式开

始对移动过程进行探讨 。

3，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为山形县的庄内地区。庄内地区位于濒临日本海的山形县西部，其特点是以庄

内平原为主的单季水稻地带。德川时期，山形县庄内地方作为庄内潘的一部分受酒井氏统治。

而现在以鹤冈市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和以酒田市为中心的川北地区，由于前者曾为城下町，后

者曾为北前船舶的停泊地和大米的集散地。因此两者在经济和文化上存在着差异。

在庄内地区，男性农业奉公人被称为“若势” 女性农业奉公人被称为 “协 b L ” 

CMERASI ） 。 “若势”这一称谓始于近世后期，男女都会与奉公家族共同居住并参与到农业

生产中，但“ 'dJG L ”偶尔也会担当家庭劳动 。 只有“若势”即男性奉公人会因为农业生产

技能的熟练、度与地位拥有不同的称谓。实习生水平被称为“平若势”： 可以独当一面的被称

为“御马若势”作为奉公家庭的代理，指挥农业生产的被称为 “成人若势” 此外，年雇佣

情况会根据农家的经营规模分为三大类①耕地为 4-5 町以上的人力农作的在村地主，会长

期雇佣 2-3 名“若势”，并委托“成人若势”指挥平若势和“御马若势”进行农业生产②耕

地在 4-5 町左右的自耕（或小作）经营的情况下，会长期雇佣一名以上的“御马若势”并根

据情况雇佣“成人若势”或“平若势” ③耕地在 2-3 町前后的自耕（或小作）农的情况下，

会根据家族中的劳动力情况酌情雇佣“若势”或仅以家庭内劳动力进行生产。宇佐美通过对

明治 11 年 1878 年到昭和 15 年 1940 年的上述第三种规模的农家劳动力分析，认为“若势”

是以周期性弥补家庭劳动力，并与 2-3 子劳动力存在极大替代性的形式存在。（宇佐美 1976

131-133) 

到了 1950 年，由于农地改革依靠年雇佣耕作的富农经营迎来了全盛期 1955 年在庄内

南部，林崎部落的事例中，部落的半数以上拥有年雇佣劳动力（细谷 1998 281) 但随着农业

机械的导入以及冬季作业期缩短，年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意义已经大为淡化，并转向了以口雇佣

和农忙期雇佣。在庄内地区稻作机械化一贯体系确立于 1970 年代而年雇佣也在 1960 年代

后期不复存在。

在农业劳动中，与“若势”地位相关的事件之一是将湿田转为干田的明治农法的导入与

确立。其背景为发生于明治十年的软腐米问题 （镰形 1953 96-104) 作为对策的一环，地

主主导的干田化在明治二十年得到推进，到了明治 30 年，干田在庄内地区普及率已经超过

70%，而在饱海郡 3等地则达到了 90%以上。（镰形 1953: 202) 干田化与马耕几乎同时开

2 作为东北地区特征性的移动模式，从福岛（现二本松市）的事例中，指出了“奉公移动的
反复性”以及通过利用个人与家的牵绊来促使奉公人回归村落的策略是存在的。
3 庄内地区的最上川以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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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推进，在大正时期，虽然干田马耕己经在庄内地区广泛普及。 4但并没有达到影响一整年的

农业生产结构的程度。随着马耕的导入，在劳动力构成方面，对驾驭马匹这一机能也需要新

的分化与优化，“御马若势”也作用也相应提高。（阵内 1978 4919)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了

薪酬上，从明治 30 年开始进行马耕的农家，在明治 33 年左右，已经提高了“御马若势”的

薪酬。

4 ， 奉公人与雇主的属性

本稿的主要资料为面谈数据。从 2010 年开始，进行了滚雪球抽样并从 2012 年开始对游佐

町的老年设施 A 进行了定期的访问调查。调查对象为出生或居住在山形县庄内地区北部的老

年人，并对奉公经历者，农家雇主家庭以及其他相关的人士进行了面谈调查。截止到 2014

年 8 月，面谈中一共涉及 191 名奉公人，在调查对象中有 18 人经历过奉公生活，其中男性

12 人，女性 6 人 。

奉公人的双亲从事的职业有：口 雇佣劳动力，建筑工人，烧炭工，矶边采集人（？）、匠人（木

匠，榻榻米匠人，箍桶匠人）等，对于小作关系（？） 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资料，但也确

认了几个事例。从经历奉公的时间上来看，在战时（ 1945 年为止）开始奉公的人数为 6 人，

在旧学制下接受教育，并在 1945-1955 年间开始奉公的人数为 6 人，完成义务教育规定的中

学教育后，开始奉公的人数为 6 人。大多数人在小学或小学高等科毕业，中学毕业或中退之

后便马上开始了奉公生活，并一直持续到 10 岁后半段至 20 岁后半段。关于奉公处，在 18

人中，有 11 人拥有在两处以上奉公的经验，在一处奉公的持续时间为 1-3 年，同时，在对

农家雇主的访谈中获知在同一农家受雇进行劳动超过 20 年的例子也有 9 件。薪酬以大米的

形式支付，在孟兰盆节或新年则会得到现金形式的零用钱。在 1955 年以后的奉公中，薪酬

的形式为大米和现金或者仅限于现金，以实物支付的契约已经日薄西山。第一年的薪酬的通

常为－｛表大米（或相当于－｛表大米的现金），而到了以后，薪酬水准就会参差不齐，男女薪酬

的上限也有所差异。 5

5. 奉公人的移动

奉公人的交替时间为 12 月末。在这期间奉公人决定与农家（奉公家庭）续约或辞职。

由于签订契约的双方为农家与奉公人的父母。因此奉公人的父母有时会因为涨薪等问题来到

农家进行交涉。如上所述，奉公处会经常发生变动， 一方面这种移动对从奉公人来说是一种

不稳定的雇佣状态，对农家来说则无法确保劳动力的稳定。但对奉公人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变

更奉公处，期待尽快涨薪和待遇改善。男性（若势）在第一年，会学习使用马匹的技能，到

了第二年以后就会作为“御马若势”被大家接受。实习 获得马耕技能 “御马若势”这一

过程可以说是男性奉公人最典型的职业生涯，并且在当地得到共识。

能够使奉公处的变更由不稳定的就业成为期待本人涨薪机会的原因在于当时发生的奉公

处变更大部分为奉公人被拉拢所致。这种变更通常被描述为“被拉拢过去”或“受人之托”

4 “明治 40 年山形县的牛马耕面积为 24862 町步，其中相当于 94%的 23379 町步集中于庄
内平原，在庄内地区普及率达到 72% ”（镰形， 1953: 202) 
5 男性的最高薪酬大致为 10 到 15 依大米不等，女性的最高薪酬则在 10 依以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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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不是奉公人本人辞去现在的奉公处而转投他处。不少人拥有这种“被拉拢”的经历。

那么是哪些人在拉拢奉公人呢？主要的拉拢者是农家的户主，但也有一些是农家户主的女儿

或女婿作为中介进行拉拢。可以说是利用了因婚姻而扩大的亲族关系网。关于拉拢奉公人时

的评价标准，若是男性奉公人，在第二家奉公处以后，会以掌握马耕技能作为前提，其他的

评价标准虽然无法明确指定，但在一些例子中，插秧的整齐度，收割稻子的速度，以及完成

一天指定劳动量的速度都会成为评价的标准。在农田耕作中，将秧苗按照围棋盘的形状整齐

地栽到田中，与提高后期作业效率和水稻产量都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视觉更加直观地

去把握农业生产的作业质量。 而且庄内地区由于从明治时期以来，随着干田化很早就进行了

耕地整理，因此在平原地区基本都是规则的方形水田，这也使人们能够更直观地去评价劳作

的成果。

另一方面对于奉公人被拉拢过去的农家，并没有进行抢夺性质的拉拢，拥有若干“若势”

的农家会为了确保只有两代人的农家的劳动力，会事先进行提示。因此，总体上，不仅是在

一户农家，一定区域内的劳动力都得到了恰当的调整。

以上对往来于多户农家的农业奉公人以及农户为满足劳动力需求采取的行为做了大致描述，

关于在奉公处即奉公家庭内部奉公人所处的地位以及成员间的关系将会作为今后的课题继续

考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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