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 （１３ＡＳＨ００７）
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
与农政变迁∗

叶敬忠　 吴存玉

提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政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农民分化、土地权
属与城乡关系做了重要论述。 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大生产
排挤小生产，小农必然消亡；他们认为农民的分化与无产阶级化既是资本主
义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必然结果；他们声明农业资本主义必然要求土地集中，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土地私有制将被公有制取代；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发展
必然要经过城市盘剥乡村的过程，但一定阶段后应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当代
马克思主义者将视域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国际关系、由生产领域延展到市场领
域。 他们指出，雇佣劳动并非农政转型的必然要求，市场关系成为重要指标，
农民分化具有多元复杂性。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政研究亟需创新
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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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１９４９ 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以来，无论是改革初期的“如
何实现发展”，还是深化期的“如何实现更快发展”和新时代的“如何实

现更好发展”，国家发展一直是中国的永恒主题。 在此过程中，农业、
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如何转型变迁以及未来何去

何从———即国际学术界通称的“农政问题” （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一

直是学术研究和政治治理的重点。 与中国学术界的“三农问题”概念

相比，“农政问题”概念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
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四维一体。

在此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思潮均有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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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分析、深厚的知识传统和清晰的脉络延承。 最为经典的当属考茨

基（Ｋａｒｌ Ｋａｕｔｓｋｙ）的《农政问题》、①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

亚诺夫（Ａ Ｖ Ｃｈａｙａｎｏｖ）的《农民经济组织》这三部著作。 从这些 １９ 世

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理论经典开始，“农政问题”一直是百余年来所有国

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 建立在这些经典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一直持

续到 ２１ 世纪的今天。 围绕“农政问题”的知识传统和理论脉络，研究

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的转型

过程即农政转型（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问题，建构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

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变迁的相关理论即农政变迁（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理论，是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样既可以与百余年来的理论经

典进行对话，又可以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当代学术成果进行对话，
同时还能为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处理和解决新的“农政问题”提供

一种学术分析和理论解释的视角。
这里需要对有关概念做出明确界定。 农政（ａｇｒａｒｉａｎ）概念来源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

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
“农政问题” 由考茨基在 １８９９ 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 （Ｋａｕｔｓｋｙ，
１９８８：１２），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其内涵也有相应的调整。
本文将“农政问题”定义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解农

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
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
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

群体和农村社会转型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

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 “农政

变迁”则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

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叶敬忠，２０１８）。
对农政转型与变迁的阐释包括五大经典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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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译为《土地问题》（考茨基，１９５５）。 该著作原文以德文撰写，于 １８９９ 年出版，书名为

Ｄｉｅ Ａｇｒａｒｆｒａｇｅ，在英语世界里被固定译为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Ｋａｕｔｓｋｙ，１９８８），“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这一表述也成为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笔者将之译为“农政问题”。



实体主义、①新古典 ／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 ／后结构主义。
这五大理论框架被用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农政研究之

中。 为了阐释和建构中国农政变迁的特殊现实和特殊理论，农村社会

研究十分需要深入分析这五大理论关于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基本观

点和分析逻辑。 本文考察的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思想。

二、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与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劳动人民置于水深火热

之中。 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其立场逐

步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科学共产主义，继而

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确立了由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

命信念（马克思，２００４ａ：１６ － １８；韦建桦，２０１４）。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实践核心思想的逐步确立，首先在于坚信社会经济发展是社

会变迁的根本动力，其次在于坚持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和武

装革命。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的探讨也围

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革命这一中心而展开。
马克思主义假定社会由基于生产关系的各社会阶级组成，故此以

阶级为分析单位，研究基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在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逐步集中到在社会中占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失
去生产资料的人则沦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力，整个社会日益简化为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阵营。 在农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过

程亦伴随着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

区隔；同时，农业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向农业资产阶级集中，小生产

者相继破产并沦为农业无产阶级，中等农户也因受到排挤而沦为无产

者，农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由此形成。 资本主义生产力愈

发展、经济愈发达，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就愈激烈，资本主义制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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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指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研究小农农业的独特性与组织形式、“生存小农”的价值结

构与存续性、土地的权利属性与分配合作、村社的独特性与乡村价值的学术理论（黄宗

智，２０００）。



愈趋于终结，但资本主义阶段所积累的物质基础依然有利于整个社会

的进步，因为“进步就是以前诸发展时代的收获之积累” （考茨基，
１９５５：８）。 因此，与沙宁（Ｔｅｏｄｏｒ Ｓｈａｎｉｎ）对《资本论》的评价一致，马克

思主义并未投弃进化论与现代化发展铁的必然性这一思想内核（沙
宁，２００８：６９）。

关于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及其变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研

究，以 １８６７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９５ 年恩格斯的《法德农

民问题》、１８９９ 年考茨基的《农政问题》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为主要代表成果，其核心内容关涉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转型

以及农村社会的变迁如何促成整体社会的转型。 马克思的论著主要阐

述当时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农政转型，也即 １５ 世纪末期至

１９ 世纪中期英国佃农被暴力剥夺土地、被迫分化为工业和农业无产阶

级的过程，这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延伸与讨论的空间。 同样，
对农民社会分化的考量也是恩格斯写作《法德农民问题》的基础，他尤

为关注工人阶级政党如何与小农阶级结盟的问题。 换言之，恩格斯对

农政问题的关切有着明显的政治目标（Ｂｙｒｅｓ，２０１２：１３）。
１９ 世纪末期，考茨基和列宁继承并适当修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农政思想。 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农民被暴力驱逐的分化思想，他们认

为是工业化促进了农民分化，并由此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马

克思重点考察的是欧洲西北部出现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与恩格斯偏重于将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视为一种

在农业领域独立发生的过程；而考茨基和列宁所考察的则是处于俄国、
德国、美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政转型，他们是从包括工农部门在

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的，即将工业和农业的转型看作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体两面。 这种理解方式对当代马克思主义

学者的农政研究影响重大（王立新，２００８）。 考茨基与列宁的研究也各

有侧重。 考茨基在《农政问题》中阐述了农业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特

征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趋势。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
则探讨了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
考茨基关注资本主义在多国的发展趋势，列宁则更聚焦于俄国的具体

现状。 考茨基主要呈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及

如何抑制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则强调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 无论如何，二者都促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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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开始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分析农政转型问题（王立新，２００８）。
伴随着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马列主义”在俄国取得的胜利，西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建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且在不同时

期与不同的现代哲学结合，产生了十余个重要流派（周穗明，２００３；游
兆和，２０１０）。 这些流派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内核，其共同特征是修正、
改造马克思主义以及脱离革命实践而开展学院式的哲学文化批判。 因

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称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异于经典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另类学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新左派”思潮风靡于

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并于法国“五月风暴”发生时登峰

造极（麦克莱伦、张双利，２０００）。 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再度发

生分化。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世纪之交，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扩

张，经济政治领域的发展主义浪潮席卷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结合后现

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以及全球化理论等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

潮顺势而起（周穗明，２００３；游兆和，２０１０），关注经济政治领域的研究

明显增多。 其中，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聚焦于探索和阐释新形态下

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这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国际学术期刊

《农民研究》（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农政变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的创办等可见一斑（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Ｂｙｒｅｓ，２００１）。

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农业、农民、农地

和农村的思想观点进行过总结（孙连成，１９８４；何增科，２００５；邢艳琦，
２００５；张德化，２０１２）。 哈曼（Ｏｓｃａｒ Ｊ Ｈａｒｍｍｅｎ）、沙宁与春木棉（Ｈａｒｕｋｉ
Ｗａｄａ）等对马克思农政思想的阐释被何增科、周凡（２００８）编译入《农
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 这些成果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关农业、农
民、农地和农村思想的重要参考。

三、农政变迁：农业发展、农民分化、土地集中与城乡分离

（一）农业变迁：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思想根植于其宏大的社会形

态构建和现代化发展叙事之中，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揭
示了利用机器和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必要性（何增科，２００５）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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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

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认为农业的发展既是人类生存的基本

需要，也是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更是争取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 马克

思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

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
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马克思，
１９６１ａ：３４７）。 农业生产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农业部门

的高生产率可保障工业部门的原材料供应、劳动力的低成本供给和可

出售工业产品的农村市场的稳定，从而刺激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 马

克思之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争取革命同盟军，愈加关注农业发展问

题。 这在考茨基和列宁的系列论述中尤为突显。 列宁明确指出，“一
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

率”（列宁，１９８７ａ：２８４）。 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适应城市工业化的进

程，还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都应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农业发展思想蕴含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取

代传统农耕的历史规律，即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必要性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使农

业成为工业发展的稳定基础，农业发展必须契合工业发展的步伐。 随

着城市机械工业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既是

工业生产在原材料、自由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方面需求扩大的必然要

求，也是其必然结果。 农业的商品化、资本化、企业化、工业化和社会化

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何增科，
２００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阐释，即“生产方式

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 （列宁，１９８７ｂ：４９）。 日益发展的

劳动分工和机器使用是资本主义农业的标志（考茨基，１９５５：５２），所以

“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２００４ｂ：９１２）的小生产必然会

遭受大生产的排挤。 考茨基坚定捍卫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详细论述

了大生产在使用先进机器、进行科学的劳动分工以及便于获取货币等

方面的优越性（考茨基，１９５５：１３１）。 列宁明确地定义道，“资本主义农

业 ＝商品生产 ＋雇佣劳动”（列宁，１９９０：２４）。 考茨基虽然认同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判断，但也注意到农业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及小

生产者对资本主义农场有利的一面，阐明了小生产不会在近代社会彻

底完结的原因（考茨基，１９５５：１３３ － １４２）。 正是小农农业的特性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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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逻辑构成了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解构资本主义逻辑的理论

核心。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表明，农业转型的发展路径和动力因素

也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农业的转型“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

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完成（马
克思，２００４ａ：８２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英国式发展路径：自
耕农被暴力驱逐出土地，转变为农业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 考茨基进

一步将观察对象扩展到法国、德国和美国，论述各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新

现象，并揭示了一条不同于英国发展模式的“普鲁士式道路”（汪澎、朱
静，２０１１）。 列宁则区分了“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

进”和“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两种发展类型（列宁，１９８８：２９５）。
对于前者，封建地主阶级转而投身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将农奴转变为

靠工薪生活的农业工人；对于后者，资本主义农业出现于曾经独立的小

规模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当中（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４４）。 尽管农业转型的

路径和方式因时因地而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但从传统农耕向资本

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方向与趋势是马克思主义铁的规律。

（二）农民变迁：农民分化与无产阶级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中没有单一的农民阶级存在，农民已经或正

在分化为不同的阶级。 各阶级农民之间因需求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利

益诉求，继而其阶级意识与阶级立场也不尽相同。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

民研究涉及到封建依附农的解放、自由小农阶级的诞生、农民阶级的分

化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等问题（何增科，２００５）。 恩格斯尤

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与小农结盟的实践性问题。 考茨基、列宁则

主要关注农民分化、工农联盟及无产阶级执政后的农民政策。 经典马

克思主义所研究的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角色的摇摆性与革命的坚

定性之间的矛盾、政治的脆弱性与斗争的主动性之间的矛盾、私有制的

保守性与工业化的先进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延续自身生存的需要与土地

私有制必然灭亡之间的矛盾（王明，２０１４：ＩＩ），也可概括为革命的需要、
工业的发展与特殊的农民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此矛盾运动中，随着无

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民必然发生分化与无产阶级化，这
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农民变迁思想的核心。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分化既是农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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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必然结果。 中世纪以后，资本对农业劳动力、土
地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强度超过农民对封建贵族的依附性，货币也成为

城市市民阶级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恩格斯，２０１６：１２９ － １３１）。
随着商品经济在农村的蔓延与发展，英国率先出现农业中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 英国农村逐步形成人口的“两
极分化”，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他们所雇佣的无产阶级；部分

被剥夺的农民则流入城市，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双重自由劳工”。 在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也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旧的宗法式农

民已分化为富农、中农和小农；在未来，小农必然会被彻底瓦解，绝大多

数中农会沦为贫农或破产为无产者，继而形成农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直接对立（列宁，１９８７ｂ：５３）。 这种社会分化是一个永久的、两
极化的经济过程（Ｌｅｎｉｎ，１９８２：１３０ － １３８）。 这显然与恰亚诺夫以“人口

分化”为基础的“贫富循环”论形成了理论交锋（恰亚诺夫，１９９６：１３０ －
１３８）。 此外，列宁、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农民

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使失去副业或部分生产资料的农民愈加依赖市

场，继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与扩大的基础，并加速资本主义在

农村的深化发展（列宁，１９８７ｂ：１２９；考茨基，１９５５：２１ － ２４）。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农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生产关系是原始

的、落后的，且必然会消亡。 “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

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

的一切贫困痛苦”（马克思，２００４ｂ：９１９）。 小农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

的残余”，虽然经营着自己的小块土地，却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

压力，不断遭受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与榨取，有着同工人阶级一样

的甚至更加凄惨的境遇（恩格斯，１９６５：５６８）。 简言之，小农既具有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兼容的固有缺陷，又同工人阶级一样遭受着剥削

而难以维持生产与再生产，因此终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裹挟下沦

为无产阶级。 然而，直到 １９ 世纪末期，马克思关于小生产“必然要被

消灭”（马克思，２００４ａ：８７３）的预言仍未实现。 对此，考茨基认为，小生

产者虽尚未消亡，但已沦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商品，资产阶级出于降低

生产成本的考虑才令这些小生产者继续存在（考茨基，１９５５：１９１ －
１９５）。 这一论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解和阐释复杂的“劳工阶级”打
下了基础。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将不再私有，而
小农也终将变成社会的劳动者（考茨基，１９５５：１９６ －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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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马克思主义对小农的阶级意识与抗争意识进行了辩证的解

析，明确提出国家不能强制消灭小农的发展观念。 一方面，马克思、恩
格斯强烈批判小农的分散性、保守性、被动性和狭隘性。 最为经典的当

属马克思对法国小农分散性的论述，即“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

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

集成的那样”（马克思，１９６１ｂ：２１７）。 恩格斯更将德国农民的分散性、
被动性展露无疑，指出，“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

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 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

无比困难。 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

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
促使农民默然忍受”（恩格斯，２０１６：３４）。 这种小资产所有者所固有的

保守性和狭隘性是 １５２５ 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

斯，２０１６：８４）。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也具有抗争意识，并坚

信占各国人口大多数的、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牺牲品的农民（尤其

是农业工人）是城市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 在“一袋马铃薯”的表述

之后，马克思又清楚地表明农民并非总是或并不一定是“一袋马铃薯”
（周凡，２００８：９）。 同时，恩格斯创作《德国农民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向

１９ 世纪的德国工人阶级展示德国人民所拥有的抗争意识与革命传统

（恩格斯，２０１６：２１）。 因此，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认为小农必然走向灭

亡，故此没有必要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加速其灭亡；相反，工人政党应

该留给小农思考和适应的时间，并将他们吸引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三）农地变迁：土地集中与土地公有制

马克思最初在批判重农学派以地产作为社会财富唯一来源的问题

时关注到了土地问题，之后又在政治经济学有关地租、私有财产等的问

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马克思，２０１４）。 此后，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

想社会主义思想及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需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工人

政党内部争论逐步激化等现实的影响（阮斌，２０１７：１１ － １７），马克思、
恩格斯确立了消灭小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基本思想。 考茨

基、列宁坚定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因此，关于土地问题及其变

迁，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土地所有制问题，并多在农业生产关系和土地

纲领中加以讨论，既强调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

的集中化，又主张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以土地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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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农民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组织化经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

是小土地所有制既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难以满足资本主义农

业生产方式的需要，所以应当推行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化经营。 马克思

认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其性质上是排斥机器与技术的，快速更迭的科学

知识与技术手段只有在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中才能得到有效利用。
因此，他严厉批判了法国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认为该制度完全阻碍了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还将严重妨碍土地国有化的形成（马克思，１９６４：
６５ － ６６）。 恩格斯也指出，“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

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

方式……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

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 （恩格斯，１９６３：３６８）。 考茨基、列宁则详

细阐释了土地的大规模集中经营在减少土地浪费、防止生产工具闲置

等方面的优越性（考茨基，１９５５：５０ － ５１；列宁，１９８７ｂ：２０１）。 因此，经
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分散的

小土地应当也将会愈来愈集中，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农业机械与愈来愈

专业化、精细化的社会分工。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凌驾于一切生产形式和资产阶级掌

握政权的时代，土地的规模化、集中化取代小农土地分散性的规律和实

践仍然没有突破土地私有的框架，资本家对土地经营权的垄断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 但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应当彻底将土地私

有制改造为土地公有制，并实行农业的合作化生产。 马克思坚信“土
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土地国有化具有“社会必然性”（马克思，１９６４：
６５、６７）。 他认为，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与资本之

间的关系，完全消灭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成为自由平等的

生产者自觉组织起来从事社会劳动的基础（马克思，１９６４：６７）。 《论土

地国有化》一文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对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和农

业合作化的构想。 同时，为吸收小农，使其步入农业合作化，应将小生

产者的私人占有转变为合作社占有，并“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

高级的形式”（恩格斯，１９６５：５８０ － ５８１）。 考茨基和列宁进一步延续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 （考茨基，２００８：２０９ － ２１５；列宁，１９８８：
２２４）。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尤为尖锐地批判了在无产阶级尚未

掌握政权的背景下盲目鼓励扩大公共地产、鼓励国家支持合作社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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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坚定指出土地的国有化应以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前提（马
克思，１９６４：６６；考茨基，２００８：２１０ － ２１２）。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土地

问题的研究也是不断完备的过程。 他们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国情

不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土地公有制：第一，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土地的国有化；第二，在小农占优势

的国家，应该促进小土地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第三，在俄国这样

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应该促进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

过渡（孙连成，１９８４）。

（四）农村变迁：城乡分离与城乡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分离与城乡差别是社会分工细化、工农业部

门分离以及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直接结果。 与城市易于集中土地、
具有技术和资本的发展优势相对，乡村固有的“分散而闭塞”的缺陷严

重阻碍其自身的发展；同时，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持续汲取乡村自

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与农业资本，使其逐渐丧失发展动力。 所以，城乡

二元结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

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 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强调当国家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必然性（张德化，
２０１２）。 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提出

了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灭城乡差别”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

然要求。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是封建残余的沃土与文化的荒漠地

带，具有原始、野蛮及落后等特征。 这些特征既是农村现有生产力低下

的直接原因，又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 马克

思和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

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马
克思、恩格斯，１９６０：５７）。 正是这种不符合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大规模

和集中化要求的特征使农村的经济转型远比城镇缓慢（考茨基，２００８：
２３４）。 此外，农村民众的教育和智力发展也存在较大缺陷。 这种文化

的落后既与农村的封建性和闭塞性密切相关，又与小农生产过度耗费

家庭劳动力（尤其是儿童）有关，其后果是在农村中难以找到配合机器

生产的劳动力，使农业机械和技术的普及率和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从而

阻碍农村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考茨基，１９５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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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必然要经过工

业排挤农业、城市盘剥乡村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的进化论和历史唯

物主义思想中，城乡对立是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这种对

立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进步表现。 正如他和恩格斯所指

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

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

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

直延续到现在（反谷物法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６０：５６ － ５７）。 同

时，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城乡分离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的逻辑起点，既非重商主义所强调的货币创造财富，也非重农学派所主

张的土地创造财富，而是有意识的人类劳动实践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 他们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

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

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６０：５７）。
考茨基和列宁具体呈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影响农村变迁的过程。 一

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城市的工业发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

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列
宁，１９８７ｂ：２０）。 二是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 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的

排挤以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甚至城乡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都
在加速小农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其愈来愈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

（考茨基，１９５５：２５６ － ２５９）。 三是农村资本的外流。 绝大多数的农业

资本家兼为工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致使农村绝大部分的地租、
贷款利息纷纷流入城市。 换言之，资本主义愈发展、城市工业化愈加

速、农村资源愈向城市集中，农村就愈衰败，城乡差异就愈大，城乡对立

也就愈加深。
最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

系列纲领性建议。 消灭城乡对立是社会统一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但
要满足这一条件还需要许多物质前提（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６０：５７）。 首

先是将机械、科学技术融入农业生产过程，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一
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

农业”（马克思，１９６４：６５）。 其次是国家支持农业，改变生产组织模式，
实现合作化生产。 工人政党在夺取政权后以剥夺或“赎买”大土地占

有者、示范和帮助小土地占有者的方式将土地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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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恩格斯，１９６５：５８０ － ５８５），并在实现土地国有

化、完善合作社经营制度后为合作社经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支

持（考茨基，２００８：２１０ － ２１５）。 最后，是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均衡的分

布。 在消除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农民向城市“迁移”是一种为其带

来经济收益、助其摆脱束缚的进步现象（列宁，１９８７ｂ：２１８ － ２２０），但在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应当鼓励人口在全国均衡分布，建立工农业生产

之间的密切联系，帮助城乡之间实现平衡发展（恩格斯，１９６４：３１３）。
总之，关于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囿于民族

国家框架，主要讨论农业生产领域，主张资本主义农业的标志是“商品

生产 ＋雇佣劳动”，提出资本主义农政变迁具有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

离、小农走向无产阶级化、土地私有化或商品化以及农村内部阶级对立

等基本特征。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农业的完全形态并没有出现在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 相反，自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全球资本主

义经济体系的深化，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生发了不同形态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 在此

背景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拾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世界格局中

结合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时空情境重新思考各国农政问题的表现形态和

形成机制，引申或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农政研究理论。

四、新近发展：当代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

（一）当代资本主义农政转型的多元路径

２０ 世纪中后期，亚非拉新近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还是农业社会，
亟需解决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及社会转型等关键问题。 马克思以英国

为例阐释了原始积累所涉及的诸多要素，具体包括：土地等财产的私有

化和商品化，农民被强制驱离土地，失地农民成为“双重自由劳工”，以
殖民、新殖民和帝国手段侵占他国资产，外汇、税收和土地的货币化，奴
隶贸易、高利贷、国债等激进的信用体系（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３：１４５）。 但时移

世易，这些国家的发展处在资本主义市场持续扩张的进程之中，他们

“当下的农政问题”显然不同于“过去的农政问题”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６）。
资本主义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竞争性市场。 这种竞争

属性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组织起来作为工业基本要素在市场上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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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虚拟商品化”。 一旦它完全控制了人类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

的使用，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彻底毁灭（波兰尼，２０１７：２３８ － ２４０）。 在此

意义上，战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农政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发展实践

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分析当代农政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
在理解以下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由何而来？
此过程引发了怎样的农政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扩张

如何影响国家发展与农政转型？ 这些实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

马克思所论述的原始积累诸要素在资本主义初始发展阶段所扮演

的角色在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发了巨大争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备受瞩目的斯威齐（Ｐａｕｌ Ｍ Ｓｗｅｅｚｙ）与多布（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 Ｄｏｂｂ）的“转型

之争”代表了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两条不同路

径：其一是外部贸易、市场关系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其二则是内部

社会关系变化引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伍德，２０１５：３２ － ３７）。 沃勒斯

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和布伦纳（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ｅｎｎｅｒ）可分别被视为斯

威齐和多布思想的继承人，他们沿着各自的理论传统对资本积累和农

政转型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论断。 在沃勒斯坦看来，自 １５ 世纪以来，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就利用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机制将剩余从外围向

中心转移，这为西欧国家创造了原始积累并促进其资本主义生产发展，
却使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因经济剩余的流失而长期陷于贫困之中（沃勒

斯坦，１９９８：４６３ － ４６７）。 沃勒斯坦认为，农政结构是在各国谈判国际分

工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这提供了一个关于农政结构的世界历史视角，
挑战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农政研究（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９０）。 持

有此种主张的还有弗兰克（Ａ． Ｇ． Ｆｒａｎｋ）、阿明（ Ｓ． Ａｍｉｎ）和阿里吉

（Ｇ． Ａｒｒｉｇｈｉ）等。 阿明认为，外围国家从根本上摆脱对中心国家依附的

状态是实施走向社会主义的“脱钩”策略，即“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

发展的逻辑，而非相反”（阿明，２０１３：３６）。 同时，在可预见的 ２１ 世纪，
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接受小农存续的现实，这些国家的社会主

义转型必须处理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土地改革必须放弃私有产权的

幻想（Ａｍｉｎ，２０１７）。
布伦纳则提出了“社会财产关系论”，从生产者之间、剥削者之间

以及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宏观社会结构变化来解析资本主义社会转

型和农政转型的动力。 他强调英国“竞争性地租”的资本主义特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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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产者即便尚未完全与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相分离，也依赖市场获

取维持自身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受制于市场竞争的迫切性（布伦纳，
２０１６：１６８ － １８７、２９１ － ３２０）。 受布伦纳的影响，伍德（Ｅｌｌｅｎ Ｍｅｉｋｓｉｎｓ
Ｗｏｏｄ）也认为，“一旦市场迫切性最终被确立，即便是最绝对的财产所

有权也无法抵御其带来的冲击。 因此，市场依赖性是大规模无产阶级

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伍德，２０１５：１０８）。 换言之，不同于经典马克思

主义将雇佣劳动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农政转型的前提，布伦纳和伍德

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发生在大规模无产阶级化之前。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发展过程中，

农业生产的剩余贡献给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却并没有像英国（包
括考茨基和列宁所研究的普鲁士和美国）那样发生农业的资本主义转

型。 受考茨基与列宁思想的影响，拜尔斯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一直

关注工业化以及农村对工业化的贡献，他认为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

有工业化的发展（Ｂｙｒｅｓ，１９９６：ｘｖｉｉ）。 拜尔斯对这些转型之路进行了区

分，即由地主阶级推动的普鲁士式“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由农民分

化推动的美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以及以日本

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式道路。 其中，东亚式道路与前二者的关键不同

在于，“政府对农民过度征税并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以此推动国

家工业化进程，但却没有转化为农业资本主义（Ｂｙｒｅｓ，１９９６：２３ － ２６；伯
恩斯坦，２０１１：４７）。 换言之，不同于列宁和考茨基的判断，拜尔斯从日

韩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在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得以完全建立

的社会也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与农政转型。
这意味着，伴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的持续发

展，尤其是 ９０ 年代苏东剧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化，面对复杂

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纷争，当代马克思主义开始进一步思考农政转型与

无产阶级化的同一性及其与商业资本主义的联系。 他们在吸收和融合

经典思想核心的基础上（显然争议依然存在），结合不同的农政转型模

式，将研究视域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国际关系格局，将农政转型的外延由

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由生产关系扩展到市场关系，进而对当代原

始积累与农政转型等展开深入剖析。
在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基础上，哈维引申出“剥夺性积累”的

概念，指出了更多复杂的、具有隐蔽性的剥夺机制。 他认为，在当代资

本主义世界里，马克思所阐释的剥夺形式依然存在，其深度远甚于他与

５１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其他经典作家的叙述，如信贷系统、金融资本等在投机与掠夺资产中的

作用力；并且，全新的剥夺机制已全面开启，在知识技能、生物基因、生
态资源、文化形式以及智力创造力等方面制造了新的私有化、商品化和

积累的领域（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０３：１４７ － １４８）。 此外，哈维不认同马克思对原

始积累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过程的判断，他认为

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持续性特征（Ｘｕ，２０１８：５ － ６）。 因此，伴随

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种剥夺性积累成为发达国家应对

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如所谓的“全球土地攫取”（博拉斯，２０１６：
１５３ － １５６）。 尤其是随着信息与生物技术以及基因工程领域的大发

展，当大自然、生物多样性等不再被视为外部的、可开发的生态领域，而
是被视为可交易、掠取和剥夺的储备资本时，农政研究将面临众多前所

未有的复杂议题（埃斯科瓦尔，２０１１：２３３ － ２４０）。
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罗郁聪和潘天顺（１９８２）指

出，在高度依附于资本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即便表象上雇佣工人的绝对

数量有所减少，但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农业发达的表现，因此不能僵化

地认识资本主义农业中雇佣劳动的问题。 同样，古德曼（Ｄａｖｉｄ Ｇｏｏｄ⁃
ｍａｎ）和芮德克里夫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ｄｃｌｉｆｔ）认为，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

业生产，如果在实际上服从于城市工业资本积累的需要且生产的剩余

价值以各种方式为城市工业资本主义所榨取，那么这种“非资本主义”
的生产形式也应被视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生产者也应被视为

特殊类型的农村无产阶级（转引自王立新，２００８）。 概言之，农业资本

主义转型已不必然需要劳动力与其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
商业资本主义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巴纳吉认为，没有典型的农业

资本主义范式和阶级结构，也不存在任何单一的、不变的或“纯粹的资

本主义农业”。 他认为，把农业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吸纳劳动力的形

式更为有用，其基础是将农业视为一门生意的资产阶级对劳动力的剥

夺和控制。 这种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形式，不限于以现金支付日工资

的形式，劳工阶级还可以作为农场仆人、分成租佃农、没有订契约的佃

户等多种面貌出现（Ｂａｎａｊｉ，２００２）。 这一分析不同于英国范式的历史

本质主义，其灵活性表现为农业资本家产生和存在的背景更加多元化、
资本家所从事的实体（如种植园、大庄园、农场等）更加多元化以及对

劳动力商品化的理解更加深层化。 也就是说，农业资本主义可能以各

种劳动剥削形式出现在任何社会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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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巴纳吉认为，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研究应当扩展到对

商业和工业资本如何渗透、控制和重塑农村及农村关系的考察中（Ｂａ⁃
ｎａｊｉ，２０１６）。 伯恩斯坦呈现了资本和国家将农民纳入商品生产和消费

中的多种控制方式，指出农民与资本的关系可以不由雇佣劳动而由家

庭生产形式进行调节（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７）。 因此，农业现代化的中心逻辑

是“以深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农业生产”，而不论是私有还是公

有，也不论是小生产还是大生产，都意味着使农民更深地陷入市场之

中，为出售商品而进行生产，同时也购买和使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１１ － １１２）。 这使得当前农村的阶级状况呈现出明

显的复杂性，出现越来越多的直接和间接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日

常再生产的“劳工阶级”（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６７ － １６８）。
概言之，当代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并非资本

主义农政转型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形成国家发展的

原始积累的机制与动力复杂而多元，而且愈加隐蔽。

（二）当代中国的农政转型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得到快速

推进，农业生产、农民群体、农地关系和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迁。
中国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可以追溯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代中

央领导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农村公社化做

过探索，邓小平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自主化和农村工业化，江泽

民提出要走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的道路（任军利、王
新华，２００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走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和城乡

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林星、吴春梅，２０１６），并强调要坚持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李明，２０１７）。 事实上，习近平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沿用西方国家发展模

式的思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２０１８）。 显然，中国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确实不同于西方

发展的历史经验，亟需置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研究。
然而，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农政问题”，因为未能被正确理解和

恰当译介而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 １２０ 年。 大量以“农政问题”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研究与学术成果———那些有关整体性资本主义发展或现代

化发展以及该过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的全方位结构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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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浩繁文献———在中国学术界被分割成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方

面的单维度的学术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农政问题”最接近中国学术

界“三农问题”的意涵。 “农政问题”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界“三农

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 同时，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也应该立基于

多年来丰富的“三农问题”研究成果（叶敬忠，２０１８）。 部分国内外学者

在中国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方面已经做了诸多探索，补充了当代马

克思主义的农政研究。
首先，不同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与哈维的“剥夺性积累”，阿里

吉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建立了“无剥夺积累”理论。 他认为，在中国

快速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避免了农民被完全

逐出土地，特色乡镇企业实现了一种工业剩余，且再投入农村社区，形
成“地方内部循环” （Ａｒｒｉｇｈｉ，２００７：３６１ － ３６７）。 这意味着资本原始积

累不一定要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也可以以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

的方式完成。 与之相似，韦伯认为，中国的原始积累巧妙地混合了国有

企业与乡镇企业转型以及城市扩张和资本下乡等方式，形成了复杂的、
本土化的（非暴力）剥夺—市场机制（Ｗｅｂｂｅｒ，２００８）。 张谦和杜强同样

高度肯定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助推土地流转并整合为大规模经

营、防止农民土地被英国式暴力剥夺、塑造中国农民与农业企业间的独

特关系以及最大限度保护农民不受外部资本的过度支配、剥削和剥夺

等方面的效用（Ｚｈａｎｇ ＆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其次，中国的农政转型伴随着“去小农化”的过程。 张谦和杜强认

为，农业资本化正在中国扩张，主要表现为资本、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

正日益受到农业企业的控制，同时直接生产者愈来愈多地以出卖自己

的劳动力维持生活（Ｚｈａｎｇ ＆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２００８）。 自改革开放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虽然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但农业领域仍

以农户为主要生产单位，农村经济形态呈现出“没有去小农化的去农

业化”特征。 此后，随着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迅速而持续地扩张，
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农政转型之路，加速了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在农业

领域的扩散。 中国农村出现了六种“非小农式”的生产方式，其主体分

别是商业农民、企业农民、合同农民、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农场工人、半无

产化农场工人以及无产农场工人。 这些分类代表着农业现代化在中国

乡村发生的多种路径以及去小农化是如何沿着每一条路径而展开的

（Ｚｈａｎｇ ＆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２０１０）。 与此不同的是，黄宗智等（２０１２）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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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本投入的增加与低雇佣劳动的并存归纳为中国农业“没有无产

化的资本化”的发展特征。
再次，中国的农民分化深受市场关系的影响。 伴随着不同类型

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国农村出现了五个市场地位不同的新兴

阶层：资本性雇主、商业农场主、农业与打工双重性家庭、计薪工人和

自给自足小农。 一旦农业被整合到资本循环体系之中，它就会跟随

资本的固有逻辑产生类似的分化（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 资本对中国农政转

型的影响不是瓦解家庭农场或农村劳动力的无产化，而是将农业生

产纳入资本的跨部门流通之中，进而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占有家庭生

产的剩余（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 因此，当前中国的家庭农业已经发生根本

性变化，普通农户看似在进行自主经营，实质上已经被整合进入资本

农业的体系之中，从维生型农业耕作转变为逐利型农业经营（陈义

媛，２０１３）。
最后，中国农政转型的动力机制具有多重性和多主体推动性。 受

拜尔斯思想影响，严海蓉和陈义媛认为，中国农业政策不仅鼓励分化、
扶持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积累，而且鼓励资本下乡、推动自上而下实现

资本积累，因此中国的农政转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农业资

本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严海蓉、陈义媛，２０１５）。 孙新华的研究表

明，地方政府是农政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转型表现为规模大户在生

产、农技服务等层面对小农户的取代，结果便是农业资本化程度的加深

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孙新华，２０１５：１９３ － １９４）。 焦长权和周飞舟

从治理的角度分析指出，地方政府依托弹性土地政策、惠农政策和支农

项目等方式积极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村，重构了乡村社会的治

理结构（焦长权、周飞舟，２０１６）。 可见，在当前中国的农政转型过程

中，资本有其自身扩张的逻辑和动力，同时资本也借助政府制度和政策

制定来实现对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的改造或利用。
概言之，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视角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家发展

的原始积累源于“无剥夺积累”，中国的农政转型并非一定以农业雇佣

劳动为前提，可以在保留农民家庭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现代

化转变（王立新，２００８）。 但是，一旦农民的家庭生产进入整个资本循

环，即便生产领域的自主性掩盖了流通领域的从属性（武广汉，２０１２），
结果也会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的转移和被剥夺（Ｂａｎａｊ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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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的内在张力与中国化

总体而言，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两极化”或“消亡论”的主张，
当代马克思主义主张：农业现代化发展并非一定要消灭小生产者，而是

可以将其整合进现代化生产体系；小农的无产阶级化也并非一定要剥

夺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还可能存在更多、更复杂的“劳工阶级”或
“隐蔽的雇佣关系”（陈义媛，２０１６）。 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

义之间的差异属于理论传统内部的张力，其根源在于理论创始人马克

思的理论著作的高度抽象。 当高度抽象的理论体系被用于阐释不同时

空情境下具象的农政问题时，必然会引致诸多观点的张力与争论。
关于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论述，当代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引申或修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关于研究的局限。 当代

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重点研究民族国家的局限，在世界格局中

讨论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 （２）关于农政转型的两种分析路径。 经典

作家重点研究生产领域与生产关系，强调产权转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出现，因此农政转型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力

商品化与无产化以及资产阶级直接雇佣劳动力并通过剥削其剩余价值

形成资本积累，这一分析路径可归纳为工业化模式在农业领域的运用。
当代学者侧重流通领域与市场关系，强调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市场

化与商品化，但并不要求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因此当代农政转

型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者高度依附于资本与市场以及资产阶级间接剥削

生产者的经济剩余，这一分析路径可归纳为商业化模式在农业领域的

运用。 （３）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形式。 经典作家重在强调劳动对资

本的形式隶属，即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 当代学者重在论述劳动对资

本的实际隶属，即劳动力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等。 显然，之所以

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是因为这些观点都能在马克思的《资本

论》关于原始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

价值的抽象概括中找到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市场化

的推进已经开启了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权属安排、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

的全面转型与变迁进程。 在分析与理解当下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农政转

型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理论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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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生产过程商品化、半无产阶级化、农村阶层

分化、土地商品化以及工商资本下乡、农业资本积累等现象与问题上具

有显著的敏感性与深刻的阐释力。 显然，每一种理论因其特定的诞生

背景与研究旨趣必有其解释限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不例外。 在

此乡村发展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更全面地阐释和建构中国农

政变迁的特殊现实和特殊理论，农村社会研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实体

主义、新古典 ／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及后现代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

角均有所把握。 在其他四大理论中，实体主义主要关注发展进程中的

民生和生存元素以及农民群体与乡村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新古典 ／新制

度经济学强调市场要素的作用并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生计框架倡导

立足于自身优势和可及资源的多元生计创新实践，后现代 ／后结构主义

倡导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视等。
中国的农政结构形态多样、变迁复杂，且仍处在动态调试的过程

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

发展的重大战略进行部署，并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行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健全“三治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 这五大阐释农政变迁的经典理论都可以对

其中的某一形态或某一形态的某一侧面进行理论阐释。 例如，实体主

义对小农农业生产的独特性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可以为探索如何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及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等提供理论参

考，后现代 ／后结构主义可以对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等提

供理论阐释，不一而足。 但是，这五大理论虽源自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

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却无一源自中国的农政实践，因此难以全面解

释中国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 对中国农政转型与变

迁的研究，应整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结合中国所面临的世

情、国情、农情和民情，借鉴其他理论的某些元素或观点，创新和发展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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