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向共同富裕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

王春光

提要：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将成为我国未来几

十年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成败。 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两大关键举措。 此前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只

提农业现代化，现在则开始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并重，其背后的原因是

两者之间尚未实现有效的连接、转换和相互支持，而这是摆在当前乡村振兴

发展道路面前的关键难题，亟待破解。 本文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分析

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元实践行动主体及其关系，旨在揭示未来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并提出相应的有关政策创新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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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其中的关

键含义之一。 它既是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又是有待达成的重要目标。 ２０２０ 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后文简称为《建议》）进一步强调，“优
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

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书编写组编著，２０２０：２０ － ２１）。 中央反复强

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即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旨在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发展

不平衡和不充分这个矛盾，以实现共同富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的
说明中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到 ２０３５ 年应“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２０２０：７２ － ７３）。 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认为，“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

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农业农村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胡春华，２０２０：８１）。 显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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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上，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键。

一、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向共同富裕的要求

１９４９ 年之后，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国家

最先提出的是三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又加入国防现代化，构成了“四个现代化”的雏形，后来将科学文

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中央重提“四个现代化”，由
此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发展目标。 从此之后，凡提国家现代化，其中必有农业现

代化。 而且，农业现代化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农业大国，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基本的温饱问题就难以解决，其他现代化

就无从谈起。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均强调农业现代化或现代农

业发展。 比如，十六大报告提出现代农业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农业现代化，十
八大报告则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要求“四化”同
步发展（又称“新四化”）。 与此同时，中央每年颁布的涉农 １ 号文件都强调农业

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但在十九大之前，有关文件都没有将农业现代化

与农村现代化放在一起。 有研究者认为，农业现代化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

别，其中，广义的农业现代化包括了农村现代化（韩士元，１９９９）。 到党的十九

大，农业农村现代化才第一次被提出，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深远的意涵。 国家领

导人对有关文件特别是《建议》的说明和解读清楚表明，这一新提法就是为了解

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我们要思

考和研究的问题是：农业现代化为何不足以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现代化的加入

又将如何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直在推进。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相比，甚至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始相比，当下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的进展显著，特别是最近十

多年的粮食产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基本上做到了“能把饭碗拽在自己手里”。 对

于狭义的农业现代化，人们一般从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经营层面来衡量，比如，
在物质层面有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在技术层面有高产化、
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

等，在经营管理层面有商品化、农工贸一体化、土地经营规模化、农业生产服务社

会化等，在环境保护层面则有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和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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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韩士元，１９９９；赵景阳等，２００７；包宗顺，２００８）。 广义的农业现代化则以狭义

的农业现代化为核心。 从狭义概念来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

水平，这在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尤其明显。 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业机械

总动力的增长近乎翻倍，从 ５ ２５ 亿千瓦增加到 １０ ２７ 亿千瓦；农业大型机械数

量从 ９７ ４５４７ 万台增加到 ４４３ ８６１９ 万台，增长了 ３５５％ ；农牧渔业总产值从

２ ４９１５ 万亿元增加到 １２ ３９６７ 万亿元，增长了 ３９７％ ，与大型机械数量的增长同

步。 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 ３ ６０４２ 亿人减少到 １ ９４４５ 亿人，净减少

１ ６５９７ 亿人，在全国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４９ ９９％下降到 ２５ １％ ；乡村从业人

口从 ４ ８９３４ 亿人减少到 ３ ３２２４ 亿人，同期乡村从业人员占城乡从业人员的比

例从 ６７ ８８％下降到 ４２ ８８％ ，净减少 ２４ ９９％ 。 ２０１９ 年，全国城镇化率超过了

６０％ 。 这里列举的统计数据一方面说明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增长

明显，农业从业人员明显减少，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得到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则

显示，农村二三产业吸纳的从业人数净增了 ８８９ 万，从 １ ２８９ 亿增加到 １ ３７７
亿。① 由此可见，在农业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却大量流入城市，特别

是青壮年的进城引发了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等问题，而这显然不能代表

农村现代化的达成，反而对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 目前，农业产量继

续增加，粮食继续稳产、丰产，但是全社会都在关注农村所谓的“衰败”以及城乡

发展差距较大的问题。 因而会在这里衍生这样一些疑问：农业与农村是一回事

吗？ 农业现代化能带动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吗？ 为什么农业现代化提升很

快，但农村却留不住青壮年？ 农业现代化能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建议》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以便到 ２０３５ 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

化”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目标，“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本书编写组编著，２０２０：１９）。 可见，不论是

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未来的一个关键性衡量指标是显著缩小

城乡发展间的差距。 什么是共同富裕？ 如何表明城乡发展差距显著缩小？ 迄今

为止，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收入分配格局上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有人认为，共
同富裕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其中一层含义是，虽然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先

富、后富现象，但是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在提高，都可以过上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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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层含义则是，不论哪方面的合法收入，其差距在缩小，不至于过大（厉以宁，
１９９１）。 另一种观点是将洛伦兹曲线向完全平等直线上靠的过程视为实现共同

富裕的过程（童星，１９９４）。 还有研究者用一些基本变量来衡量共同富裕的底线

指标，如帕累托改进、对待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公正程度、底层人群生活状况改善

情况、机会是否增加等（董全瑞，２００１）。 在上述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又有研究者

提出衡量共同富裕的两个标准，第一是富人与穷人的收入都要增加，第二是富人

和穷人的收入差距至少要缩小。 这两条标准都意在说明，穷人的收入增长要快

于富人（王朝明等，２０１２）。 收入肯定是衡量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但从社会学

角度来看，共同富裕不仅指收入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水平，还包含着其他内容。
如果穷人享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以及发展机会等都远远不如富

人，就难以说是共同富裕。 我们看富裕国家，不能仅看其收入之高，还应看这些

国家中有多少人享有高收入、社会福利和福祉、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以及人们

的精神面貌如何———这些都是共同富裕的标志。 收入和财富是富裕的表现，也
是重要的中介。 我们不能仅仅看个人收入是否增长，也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

增加，更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用于民生事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 如果将

经济学用穷人收入增长快于富人的标准来衡量共同富裕的观点转换为社会学对

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解，那么在未来十五年时间内，城乡发展差距如要

实现“显著缩小”的目标，乡村各方面的发展速度就都要明显快于城市。 这样的

发展不仅意味着乡村收入增长要快于城镇，还包括乡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民生事业以及其他生活条件的改善上要快于城镇。 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要
实现这样的多方面发展，仅靠农业现代化是不够的，农村现代化由此登场。

二、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共通性和传导性问题

不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城乡共同富裕，都离不开现代化这条道路。 农业现代

化究竟对农村现代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 农村现代化又以什

么样的方式展开才能达到城乡共同富裕？ 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
农业现代化能否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明显增加？ 这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

础，也是重要体现。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曾经上升到最高点，接着

开始慢慢缩小，但目前还在高位上运行。 城乡收入差距 １９７８ 年为 １ ∶ ２ ５７，２００６
年增加到 １ ∶ ３ ２８，２０１３ 年曾缩小到 １ ∶ ２ ８１，２０１９ 年又缩小到 １ ∶ ２ ６４，但依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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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７８ 年，更没有恢复到 １９８４ 年的 １ ∶ １ ８６（李培林，２０２０）。

　 表 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其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收入构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工资性收入
３６５３
－

４１５２
１３ ６６％

４６００
１０ ７９％

５０２２
９ １７％

５４９８
９ ４８％

５９９６
９ ０５％

６５８３
９ ７９％

经营净收入
３９３５
－

４２３７
７ ６７％

４５０４
６ ３％

４７４１
５ ２６％

５０２８
６ ０５％

５３５８
６ ５６％

５７６２
７ ５４％

财产净收入
１９５
－

２２２
１３ ８４％

２５２
１３ ５１％

２７２
７ ９４％

３０３
１１ ４％

３４２
１２ ８７％

３７７
１０ ２３％

转移净收入
１６４８
－

１８７７
１３ ８９％

２０６６
１０ ０６％

２３２８
１２ ６８％

２６０３
１１ ８１％

２９２０
１２ １８％

３２９８
１２ ９５％

农村居民人口
可支配总收入

９４３０
－

１０４８９
１１ ２３％

１１４２２
８ ８９％

１２３６３
８ ３４％

１３４３２
８ ６５％

１４６１７
９ ５３％

１６０２１
９ ６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注：单元格中上下两行分别为收入金额（单位：元）与年度同比增长速度。

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三类最重要的可支

配收入相比，财产净收入占的比重比较小。 ２０１５ 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首

次超过其经营净收入，成为第一位的收入来源。 此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９ 年，而且二者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 与此同时，在上述四类收入中，经营净

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最慢的，它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没有产生

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减缓的效果（见表 １）。 经营净收入基本上来自农业生产

经营，也包括家庭个体工商经营收入。 从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过去几年的农业

发展和现代化对农村居民的增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发挥显著的效

用。 为什么农业现代化没有有效地传导到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城乡收入差

距的缩小上？ 我们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进行解释。
我们首先来分析我国最重要的国有农场黑龙江省北大荒建三江垦区的农业

生产和经营情况。① 它生产和经营水稻、少量大豆和玉米，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农

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大型国有农场，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还建立了相应的

现代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全国最高。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北大荒垦

区每年的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 １ ／ ９、１ ／ ８ 和 １ ／ ３。 在中国，
每 ９ 碗米饭中就有 １ 碗来自北大荒，其中，建三江垦区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年均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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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在该地开展了田野调查。 感谢王爱丽教授和黄红教授在调查期间

的陪同。 下文中的相关数据均由建三江垦区有关部门提供。



食总产量高达 ６２６ ２８ 万吨。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２０２０ 年

这里的粮食总产量较 ２０１９ 年仍有上升，预计达到 ６３７ ０５ 万吨。 但我们在调查

中也发现，尽管农业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垦区内农业劳动生产者的收入却并

未随之稳定增加，而是经常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垦区的管理者和生产者

认为，其原因在于粮食价格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控制。 国家要确保粮食安全，这
个安全包括生产安全和城市居民消费粮食安全，粮价因此不能波动太大，但是生

产资料价格的增长却不受政策控制。 最近十年，粮价的增长很有限，生产资料价

格却增长了许多倍，进一步压缩了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一亩水稻最多净赚 ３００
元。 ２０２０ 年，建三江垦区提前三天降雪，不少水稻被雪压趴在田里，增加了机械

收割的难度，收割机经营者提出将每亩水稻的收割费用从原来的 ８０ 元增加到

１４０ 元以上，这又进一步压减了水稻生产经营者的利润空间。 与此同时，雨雪还

导致收割下来的稻谷水分增加，收购方又会以此明显增大水分折扣，令农业生产

经营者的收入继续减少。 保险公司也拖延赔付，进一步伤害了生产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即便是现代化水平如此之高的建三江垦区也依然解决不好“增

产不增收”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成果没有有效地传导到生产者那里。 作为国有

农场，建三江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享受国家农业政策方面都远好于纯粹的农

村地区，但农业现代化没有直接确保这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益，那些纯粹农村

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增产不增收”是全国农业生产和发

展（特别是粮食生产）面临的普遍问题。 从建三江垦区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普

遍问题背后的一个重要机理是，现有的农业政策和体制还不足以支持农业现代

化向农村现代化传导和转变，两者不存在共通性。
我们再来看看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苏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①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得益于上海的工业和科技辐射以及原本较

好的社会经济基础，昔日的“鱼米之乡”成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最

高的地区之一。 我们调查的几个村庄中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企业工作

或从事二三产业经营，务农的几乎都是老年人。 按村书记的话说，现在没有一个

中青年愿意种地了。 村里还是有不少农地，政府要求每个村确保农田用于农业

生产，确保粮食生产。 村委会便采用集中流转农地的方式，建立了集体农场和农

业合作社。 其中，Ａ 村集中流转村民的 ３６００ 亩土地，建立了集体农场和农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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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前往苏南地区调查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问题，这里的案例就是

从该次调查中获得的。



社；同时，将另外的 １０００ 亩土地流转给镇政府，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由 Ａ 村负责

管理。 该村购置了几十部日本制造的先进农业机械设备，投资 ２５００ 万元建设农机

库房，兴办了一个设备先进的碾米厂。 村集体还对农田进行了高标准改造，每亩投

资 ５０００ 元。 按兼任农业合作社理事长的村书记的说法，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
规模化、市场化。 但是，农业产出本身没有给合作社带来净收入。 合作社目前仅有

的收入来自政府每亩 ６００ 元的农业补贴，一年共 ２００ 万元。 Ｂ 村的农业合作社每

年则亏本 ４０ 万元以上。 那么，这些村庄农业现代化的投入来自哪里？ Ａ 村在前几

年兴建了 ６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出租给工业和物流企业或公司，一年收入在 １４００
万元以上。 该村还购买了几十亩土地，计划再投资兴建 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的厂房用于

物业出租。 同时，该村投资兴建了碾米厂，并与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打造本村

农产品品牌，由此获得了一定的净收益。 这个苏南的案例同样显示，农业现代化不

能带来可以留住青壮年的收入以及有前景的发展机会。 这个案例还揭示出工业及

服务业反哺农业的机理。 苏南农业现代化之所以水平高，是因为有大量的政府投

入和补贴，同时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厂房等生产设施也有需求。
以上两个案例当然有其特殊性。 建三江走的是国有农场以及城镇化的农业

现代化道路，不仅有广袤的肥沃良田，而且有国家长期的投资。 更重要的是，那
里的农业表面上看起来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种子生产、粮食生

产、粮食加工、粮食销售、机械服务、科研等很长的农业产业链。 但即便拥有这样

的产业链，农业生产也不足以支持自身的运作和发展。 可见，建三江也面临着种

粮不赚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产业链与价值链融合不够等问题。 其背后的原因

是支持农业现代化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不够健全，比如，没有形成对标准化农田建

设进行长期投入的财政体制，国家粮食的市场政策体系不健全，等等。 同样，苏
南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这种提高仅仅局限在粮食种植环节。
即使采用了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依旧无法盈利，甚至长期亏损。 而集

体农场之所以能解决村庄的发展问题，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延长农业产业链，
如 Ａ 村既种水稻又搞稻米加工，打造农产品品牌；二是搞物业经营，争取建设用

地，兴建厂房出租，用物业收入支持农业现代化。 这与苏南地区农村的地理位置

有关，特定的区位为农村提供了非农收入渠道。 由此可见，农业现代化并不一定

能传导给农村现代化，但是，农村现代化反而可以带动农业现代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农业现代化都不能传导给农村现代化，现实中存在着成功

的案例，但是这样的案例比较少。 其原因除了许多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普遍不高外，主要是缺乏将农业现代化传导到农村现代化的条件和能力，尤其是

５３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迈向共同富裕



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严重缺失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传导能力。 因此，目前乡村发

展仅靠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不能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的。 那么，农村现代化

是否可以单独存在？ 事实上，国家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上

已下了很大的功夫，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

现代化水平。 但是，由于许多农村地区不具备发展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条件，因此

农村现代化只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还不足以创造有前景的发展机

会和空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依旧要外出谋生和发展。 总而言之，除了少数地方

的农村已经出现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推进外，绝大多

数农村地区尚处于这样三种情况———要么农业现代化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没

有转化和传导到农村现代化上；要么农村现代化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但农业现代

化水平很低；要么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都处于低水平状态，甚至出现农业衰

落和农村衰败的问题。 连苏南的一些农业部门干部和农村干部都觉得，他们那

里的农业与农村的关系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虽然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都

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乡村常住人口依然在减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依旧存在。

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和动力

《建议》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设想和安排，对市场、
社会、村庄、个人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给出了系统的政策和体制机制

考虑及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农业现代化，即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主要偏重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二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用“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来表述；第三是深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体制机

制改革和创新。 《建议》还提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的问题，这实际上

也涉及上述三个层面，只是关乎更为特定的安排而已。
社会学在探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候最关注现代化主体问题。 谁是农业农

村现代化主体？ 他们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他们的动

力、目标来自哪里？ 是否存在相应的能力？ 他们的行动受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

制约？ 《建议》提出的三个层面在多大程度上给出了解决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路

径？ 下文将进一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农民的向往。 作为国家现代

化的一部分，它们背后的真正推手党和政府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而广大村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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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需求者、受影响者和参与者，是核心主体；企业、公司、合作社以及城镇居

民等是市场型支持主体；社会组织（包括教育科研机构）则起到辅助型主体的作

用。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是多元的，彼此相互支撑，但核心主体是农民、村民。
不论是政策、体制改革还是资源配置、行动实施、产业发展等，其他主体都得围绕

着农民、村民这个核心主体进行，因此相关政策和体制就得确立他们在农业农村

现代化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地位（陈荣卓、盘宇，２０１４）。 农民和

村民的动力和能力对农村现代化来说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党和政府的引领作

用体现在提升农民、村民动力和能力的政策、体制安排以及相应的公共投入上。
这些方面在《建议》中基本上都有所体现。

反观现实，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相比，当前农民在乡村振兴上的发展动力和

积极性减少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农村之所以率先进行改革，是因为广大农民

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强烈渴望以及致富的愿望，要冲破计划体制对农业生产力的

束缚。 在国家允许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出现了欣欣向

荣的景象，大部分农民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 ∶ ２ ５７ 一下子降到 １９８４ 年的 １ ∶ １ ８６（李培林，２０２０），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 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十年前相比有一定缩

小，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显著的改善，农业现代化有了明显的进展，然而

农业、农村并没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那样强的吸引力，无法让青壮年农村人口留

在农村参与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实践。 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没有

让他们看到共同富裕的希望和实现路径。
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进入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核心

的现代化时代后，其农业的产业竞争力就越来越不如工业、服务业 （韦伯，
２０１８），以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种粮不如卖粮赚钱，卖粮不如加工粮食赚钱；
养猪不如宰猪赚钱，宰猪不如卖猪肉赚钱，等等。 但相比而言，种粮比卖粮辛苦，
养猪比宰猪辛苦。 也就是说，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业农村在国家的整个社会

经济价值体系中逐渐地从传统的核心地位转向边缘地位，尤其是在全社会的价

值评价体系中陷入低评位置。 结果，农业农村难以为人们提供体面的生计支持，
也就失去了对青壮年农民和村民的吸引力。

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在历次重要文件中都有所体现，都被上升到“重中

之重”的地位，这对于确保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安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但是，
这样的重视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和经营者的收入，目前

务农也没有成为体面的职业，相反，社会对它基本是低评的。 农村的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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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想从事农业，父母也都不愿意子女务农。 在他们看来，务农是没有出息的

表现，婚嫁都难。 在许多农村地区，除了农业基本上没有其他产业可供选择和发

展，即使有一些传统的手工业、服务业等，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体面，因而得不

到农村居民的重视。 这里唯一的出路是进城务工经商，或者通过苦读跳出“农
门”，这才是有希望、有出息的表现。 总而言之，农村（除了城郊结合部外）没有

什么是“值钱”的，没有可以值得留恋和珍惜的，农地可以抛荒，家园可以放弃，
“乡愁”留给了乡村外面的人。

农业农村在与工业城市的竞争中落败，从传统社会价值的核心地位跌落到

现代社会价值的边缘。 经济学对此提出了不少理论解释和实证看法。 一种解释

是，我国农业大多属于非精细的传统产业，产业链短、价值链低，所以与其他产业

难以形成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 因此，实现精细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和利益链“三链耦合”的农业现代化，才是出路（匡远配、易梦丹，２０２０）。 当前，
我国农业的“三链耦合”水平相当低，即使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了，由于受一些

政策和体制的制约，农业生产的价值也不一定能惠及广大农村居民，传导到农村

现代化。 另一种相似的解释是，我国的农业绝大部分是传统小农经济，没有现代

化农业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缺乏紧密的连接机制和渠道，在产业竞争力上自然不

如其他有组织的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 因此，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对小农经济进

行改造，走规模化、产业化道路。 但是，并不是所有农村地区的农业都能走规模

化道路，而且在规模化产业发展中，那些老年劳动力面临被淘汰和被边缘化的危

险，农村社会结构也将进一步失衡。 另外一种也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现有的城

乡二元体制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 例如，有研究者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农村要优先发展，必须打破现有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建立农业现代化投

入优先保障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配置机制、农村公共服务优先供给机

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机制、土地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农民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

机制六大机制，实现土地市场和进城落户限制‘两个放开’，加强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支撑条件”（马晓河，２０１９）。
《建议》对这些观点都有所回应，那就是，通过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来

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 这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有的是以

前特别是十九大提出过的，但在五中全会上得到再次强调，比如延长土地承包年

限、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有的是新的提法，比如

建立“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本书编写组

编著，２０２０：３７）这样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等。 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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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的目的是使农村原先难以流动的生产要素真正流动起来，进行有效的配

置，以此释放更多的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活力和空间。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
样的改革究竟为谁提供动力和空间？ 或者说，谁有能力抓住这个动力和利用好

这样的空间？ 从目前提出的这些改革和创新政策以及农业农村的现状来看，我
们大致可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的未来表现作如下想象和分析。

首先，新的体制机制安排为那些不愿种地的农民流转土地，为那些不愿居住

在农村的人转让住房（当然，目前还不确定是以租赁还是销售方式转让）提供更

大的选择空间。 因此，农村农业劳动者还会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那些已经转移

到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有可能更彻底地离开农村和农业。 农村耕地目前的流转率

在 ３０％左右，他们中包括依然居住在农村的高龄老人以及进城工作的人。 获得

流转土地的除大户、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外，还有小农户，因为他们也有可能和需

要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一些流转土地。
我国目前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大多还是小农户，他们的现代化水平并

不高。 有不少研究者担心小农经济将会被替代。 事实上，《建议》并没有提出取消

小农户的主张，相反，却强调“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本书编写组编

著，２０２０：３８），让小农户在农业现代化中变得更有竞争能力。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

见》，着重强调如何扶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土地政

策、补贴政策、金融政策、保险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① 但问题是，年轻人不愿务

农，目前的小农户群体年龄偏大，连小农户自身都表现出农业后继无人的悲观看

法。 要解决小农户后继无人的问题，吸引外出的务工经商者和城市居民返回乡

村从事农业生产，除了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改革外，小农户自身能力的提升、农
业精致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小农户合作等因素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

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了农业现代化政策的重点培育对象，“加快培育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本书编写组编著，２０２０：３８）成为

要务。 最近十年，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

社达到 ２１７ ３ 万家，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倍以上，其中，有 １８ 万多家为县级以上示范

社，３ ５ 万家农民合作社创办加工实体，近 ２ 万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 与此同时，到 ２０１８ 年为止，全国有 ３７ 万个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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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新华社，２０１９，《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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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为各种农业生产包括小农户提供服务。① 在既往的调查中，我们看到的农

民合作社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一种是由村“两委”兴办的，一般叫作集体办的农

民合作社，其管理者、决策者都是村干部，村民的角色是土地流转租金收取者，还有

部分村民是务工者。 村民在年终能否享受分红，取决于不同的集体合作社的情况，
但目前大多数还没有分红现象。 还有一种合作社是由村里能人主持的，名义上也

是农民合作社，但大部分村民没有参与持股。 真正体现农民合作的合作社并不多，
原因在于小农户年纪偏大，无力经营合作社，不少农民合作社只是借着他们的名号

组建，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甚至存在“僵死”问题。 近几年国家对合作社进行了

清理整治，取消了一些“僵死”合作社，并对合规的合作社进行扶持，鼓励发展更多

的合作社。 在一些地方，农民合作社的“合作性”确实得到了强化，比如有的能人

办的合作社会为小农户提供技术、销售、加工以及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的服务，增
强了小农户的生产和赢利能力。 这应该是今后政策支持和引导的重点方向。

家庭农场是另一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家庭农场达到 ６０
万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达到 ８ ３ 万家，家庭农场经营的耕地达到

１ ６２ 亿亩。② 家庭农场比小农户更有竞争力，更合乎农业现代化对规模化、专业

化的要求，但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办家庭农场，也不是所有村庄都适合做家庭农

场。 家庭农场必须有一定的土地规模、具备经营管理方式和手段以及面向市场

化的能力等；一般都采取多样化经营的模式，包括粮经结合、种养结合以及种养

加一体化，并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能力和条件为前提。 因此，家庭农场经营者的

基本条件包括年龄不能偏大、有一定的市场经营能力和农场管理经验、有一定的

经济实力，等等。 家庭农场对外部的政策需求更为强烈，而现有的农业现代化政

策还不足以支持家庭农场快速和高质量的发展。 绝大多数小农户目前没有条件

和能力转化为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户。 那么，家庭农场的发展就需要依赖农村外

部的一些对农业和农村感兴趣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 其前提是有相应的政策

支持，比如土地流转政策、住房租赁甚至销售政策、金融服务政策等。 国家农业

现代化政策正朝这一方向转变，未来家庭农场发展政策会吸引一部分城镇居民

和农村外出务工者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 目前的家庭农场数远不足以支持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农业农村部在其印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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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规划（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中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家庭农场要达到 １００ 万家。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家庭农场面临的风险对其发展速度的制约。①

《建议》在提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时候只点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但
是后面有个“等”字，为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留下了一定的存在空间。 人们首先会

想到这个“等”意指的是农业企业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 中央文件之所以没有

明确地点出农业企业，大概是因为有关资本下乡从事农业发展的争论仍比较激

烈。 有一些学者乃至农业部门的决策者极力反对资本下乡，理由是资本追求利

润极大化，不会照顾到年迈的农村劳动力，会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劳动排斥、经济

排斥甚至社会排斥。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仅仅是资本的问题吗？ 如果是资本

的问题，那么资本为什么在城市就可以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发展，唯独在农业领

域会出现这样的“原罪”？ 对此，反对“资本下乡”的人给出的理由和论据是各种

各样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劳动力排斥外，还包括认为资本对悠久的传统农业生产

体系及其蕴含的文化体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此同时，还会产生新的贫富差距

以及对劳动者进行控制等问题（范德普勒格，２０１３）。 实际上，“资本下乡”中的

“资本”有很多类，不限于企业、公司等资本，也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者的资本。 特别是有的城镇居民愿意向乡村进行一些投资，并不一定纯粹为了

牟利，可能还为了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那些外出务工经商者将其赚到的钱返回

家乡投资，虽然有可能是为了牟利，但是会与原有的社会关系契合在一起。 农业

农村现代化仅仅靠乡村内在的资源是不足的，正如《建议》所提倡的，需要城乡

要素形成双向流动，尤其需要外部的资源（包括资本、人才、信息、观念等）注入

乡村。 新的政策和体制应该为这样的双向流动提供支持和保障。
同时，“资本”自己对“下乡”同样有许多顾忌和惧怕，农村、农业想吸引资本

下乡，存在可遇不可求的尴尬。 “资本”对下乡的顾虑很多，比如投资农业收益

低，回收期长，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工业、服务业领域更大，而现有的农

地政策、金融保险政策、生产优惠政策、农村就业政策和劳动力使用政策、生态环

境政策等又难以支持“资本下乡”。 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政策和体制改革与创新

来化解这些顾虑。 所以，“资本下乡”在文件中只是隐藏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甚至一些村庄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一些资本投资本地农

业以及农村相关产业。 统计表明，截至 ２０１８ 年，全国各类新型农业主体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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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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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总量超过 ３００ 万个，其中，各类合作社 ２１７ ３ 万多个，家庭农场 ６０ 万个，还
有 ２０ 多万个大多应该是农业企业（包括农业龙头企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

及的农业生产面积为 ３ ６４ 亿亩，其中，家庭农场经营了 １ ６２ 亿亩，合作社和农

业企业至少代管或流转和经营了 ２ ０２ 亿亩农地。①

在农村，不只是有农业产业，还有第二、第三产业，存在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现象。 在讨论了农业现代化主体之后，我们有必要讨论二三产业的发展主

体。 事实表明，仅仅从事农业生产不足以让参加者受益。 农业现代化有两条转

化为农业受益的路径，一条是规模化、专业化、精细化，另一条是延长产业链、实
现二三产业融合。 在这两条路径中，广大的农民和村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

及获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和实践问题。 解决好这个问题，能够使农业现代

化转化为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也不是天外来客，
需要资本、技术、组织化、营销管理、社会化服务以及相应的政策路径，它们来自

农村内外部，特别是外部的人力资源、政策资源、资本以及市场资源显得非常关

键。 现有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大致如下：一种是在农村工业化带动下的农业现代

化，此路径在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表现特别明显（赵山，２００１；崔凯、郭静利，
２０１４）；另一种是城市化带动下的农业现代化，此路径在城市城郊农村地区表现

突出（陆际恩，２００１；林毅夫，２００２）；第三种是乡村旅游发展催生的现代农业发

展模式；第四种是科技发展触发的农业现代化机制，特别是网络带动的电商以及

诱发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发展。
在过去四十年中，上述诸路径都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它们在时间上有着先后

继替的关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初期，农村工业化乃至后续的城镇化对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了明显的带动效用；但是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城镇化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村庄“空心化”和耕地抛

荒等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显得后劲乏力。 ２１ 世纪初，大规模城市化进一步吸

引了农村劳动力，但国家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

体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发展环境。 在这个时期，城乡结合部的许多

农村地区利用城市扩张带来的发展机会推进了农村现代化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

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跃升，人们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从过去

追求温饱转向“不仅吃好还得玩好”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乡村旅游得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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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带动了部分村庄的发展。 与此同时，以网络为载体的电商从城市向农村

快速扩展，出现了各种淘宝村等以商业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 ２０１７ 年

全国有 ２１１８ 个淘宝村，到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底增至 ５４２５ 个，短短的三年内翻了一番

有余。① 一些农村地区进入以乡村旅游和电商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阶

段，一定程度上是在前两条路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并带有融合性的特征，即
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由此可见，从最近五年以来到未来的十

年乃至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单一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足以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多元化、整合型路径越来越显示出发展潜力和实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在当前遭遇土地使用的限制、劳动力成本

的制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几乎难以广泛推行。 但围绕农产品的深加工制

作和高质量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拓展出新型的农业工业化发展模式，将一二三产

业融合在一起。 韩国、日本学术界提出了乡村“第六产业”的发展设想，并付诸实

践。 所谓第六产业，就是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在一起的产业

（即“１ ×２ ×３”），而不是简单地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叠加（即“１ ＋ ２ ＋ ３”）（酒
井富夫等，２０１９）。 由此而来的是生产方式和形态的明显变化，精致化食品（如点

心）、餐饮以及在地性、独特性乃至唯一性的产品将成为主打商品，以此推动农村小

型家庭工艺制作坊的蓬勃兴起，使它们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

样的家庭作坊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许多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处处点火、村村

冒烟的家庭作坊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而是科技、工艺、文化艺术以及本土材料相

结合的一种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和发展的模式，与自然生态共存，又能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要构建这样的产业发展形态，对劳动者、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素

质、能力和行为方式的要求将会更高。 只有这样一种融合模式，才能达成农业现代

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共同富裕才有可能，乡村振兴才能得以实现。

四、未竟的探索

本文用“未竟的探索”来作最后的结语，有五层含义。
第一，农业农村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追求的重点目标，从 ２０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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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５０ 年代提出“三个现代化”到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一直

没有缺位。 到了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征程

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但远远未竟的探索事业和使命。
第二，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 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平均

主义，而是体现包容、共享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 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
国家整体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

秩序，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因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是一个

国家必须不断探索的发展道路。
第三，迄今为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依然是一个没

有真正完成的发展事业。 在欧美乃至日韩，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非常好，
并不比城市差，但乡村依然大多都是老年人，一些房子多年没有人居住，甚至出

现无业主的房子，也就是“乡村发达了，但是还没有振兴”。 中国不论是农业现

代化还是乡村现代化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相同的是农村越来越

留不住年轻人，这使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任务更为艰巨。 如果中

国在未来十五年或者三十年能通过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那这可

能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这也是个艰难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探索。
第四，对于如何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经济学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观

点。 它们以“效率”为标准来判断农业是否现代化，由此提出规模化、专业化、科
技化等各种观点。 但是，不论是农业现代化还是农村现代化，其关键取决于主

体，即什么样的人或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来从事农业农村现代化。 小农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和公司等是我国目前农业现代化的主体。 最近几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很快，但是依然跟不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 农民合

作社如何体现“合作性”，家庭农场如何实现能力现代化，公司企业在参与农业

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确保对乡村社会起到建设性发展的作用以及农业现代化如何

转化为农村现代化等问题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已经涌现出四种发展路径———工业化路径、城市化路径、旅游路径和网

络商贸路径，这些路径开始趋于融合，体现出城乡融合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态势，
为后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找到了多元的实现路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在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方面有两

个优势，即系统性和行动主体视角。 经济学在研究农业农村现代化上更关注产业

的发展，较少关注产业与社会结构、文化的关系，更忽视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和

村民的表现。 当然，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还不够，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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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同样，本文对许多问题还需要作更深度的实证调查和理论思

考，也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到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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