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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
效应分析与逻辑判断

韩占兵
（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南驻马店４６３０００）

摘　要：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主要指新生代农业劳动力严重匮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正常新
老更替的现象。从负向方面来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现代农业
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二是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三是使得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匮乏威胁；四
是对农村土地资源形成错配，亟待制度创新；五是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从正向方面来看，农业劳动力代
际转换危机也同时为中国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减少农民”的历史机遇。国家应当鼓励弱质
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构建起城乡间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培育新生代农业劳动力，着力促进农民由兼业化
向职业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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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缩减，农业劳动力
弱质化趋势凸显。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
共同作用下，大量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
转移［１］。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长期存在的
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充足而又成本低廉的人力资源支持。但
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过度流失也造成了农业劳动
力断层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以农民老龄化与女性
化、农村人才空心化和农业生产副业化为表征的农
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问题日益突出［２］。农业劳
动力的新老交替和代际转换是人类新陈代谢的重

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局面势必对中国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３］。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主要指新生代农业
劳动力严重匮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
正常新老更替的现象。农业劳动力的世代更替是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得以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农
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形成和蔓延，进一步说明
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财富积累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后
发工业化国家，中国新生代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大
幅下降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其对农业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将长期并存，同时也决定
了农业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深入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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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产生的负向效应与
正向效应，将有利于从正反两方面客观理性认识农
业人口空心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辩证看待当前农
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二、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
宏观效应分析

（一）负向效应
１．现代农业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有别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是社会化农业和市

场化农业的集成。它涵盖了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
生产物质条件现代化和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等诸
多方面。现代农业是二战后发达国家农业先进生
产力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前进的方
向和目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人（劳动者）是
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主体，是最根本的因素。
因此，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实用技能和科学素养，适
应社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的新型农民是中国
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所以，对于现代农业发
展而言，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保留一
定数量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是必须而且重要的。
然而，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持续恶化造成新
生力量无法接续，农业生产后继无人，农业生产主
体严重弱化。农村中大量留守的高龄劳动力和女
性劳动力根本无力承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虽
然，部分老年农民积累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
能，但是由于该群体生理机能普遍下降，精力和体
力日趋衰退，其对于农业生产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学
习吸收皆处于不佳状态，难以胜任现代农业对于生
产主体的高水平要求。而且，该群体对于农业耕种
多是依赖传统方法和经验，不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
生产模式下农业生产的新方式和新理念，在一定程
度上会阻碍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减缓农业
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综上所述，大量有知识、有
文化的高素质青年人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加剧了农
业生产主体的老化和弱化，使得原本具有弱质性的
农业更趋边缘化，对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
的挑战。
２．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是务农主体新陈代谢的

普遍规律，对于保障农产品的持续生产和有效供给
意义重大。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代
际转换危机的蔓延，造成农业生产主体新陈代谢出

现一定程度的中断，大量土地耕种重任由老人和妇
女来承担。此种局面在短期内对农业产出的负面
影响并不十分显著，毕竟暂时的农业劳动力缺口可
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代替来弥补（柯炳生，
２００７）［４］。所以，过去十多年间，在中央政府一系列
惠农政策支持下，中国粮食生产并没有受到农业劳
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显著影响，反而粮食总产量达
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１９４万吨，取得了历史上绝无仅有
的“十一连增”。针对上述粮食生产成绩的取得，部
分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粮食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更多
依靠的是化肥和农药，而不是劳动投入和综合生产
能力的提高（李国祥，２０１３；庄国泰，２０１３）［５６］。

然而，从长期来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
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首
先，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会发生很大改变，传统的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逐渐转变到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肉、蛋、奶和高质量米面的消费数量大幅增长，农产
品消费日益呈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但是，
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影响下，高龄化和女性
化的农业生产主体无力变更农产品生产结构，其更
倾向于种植劳动投入较少的稻米等作物，对劳动投
入较大的谷物、饲料粮、油料作物等生产不足。其
次，随着现代营养意识的建立，人们不再满足于传
统“吃饱穿暖”的低层次需求，对食物质量和品种有
了更高要求。但是在大量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出现
缺位的背景下，留守的高龄和女性劳动力接受新技
术、新知识的能力较弱，劳动技能难以提高，影响粮
食新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严重制约高
端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在上述两大因素作用下，中
国农产品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现象日益
显现，造成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相互脱节，需要进
口大量高质量农产品来弥补供求失衡。如表１所
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间，中国主要农产品净进口数量
逐年增多。谷物及谷物粉２００１年的净出口５３２万
吨，至２０１３年则净进口１３６３万吨；小麦２００１年
净出口２．３２万吨，２０１３年则净进口５５０．７０万吨；
大豆表现的更加明显，从２００１年净进口１３６９万
吨，快速增长到２０１３年净进口６３１７万吨，增长速
度之快十分罕见。就连中国一直拥有生产优势的
稻谷和大米，也从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即从
２００１年的净出口１５９万吨，演变成了２０１３年净进
口１７９．２６万吨；而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全
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产的情况下，中国２０１２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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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进口粮食超过了７０００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
口量最多的一年。如果全部加以核算，中国的粮食
自给率总体水平已经不足９０％，远低于９５％的政
策红线，国家粮食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陈锡文，
２０１２）［７］。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中国主要农产品
净进口数量（单位：万吨）

年份谷物及谷物粉 小麦 稻谷和大米 大豆
２００１ －５３２．００ －２．３２ －１５９．００１３６９．００
２００２－１１９７．００－３４．６６ －１７５．００１１０３．００
２００３－１９８６．００－２０７．５７ －２３６．００２０４７．００
２００４ ５０１．００ ６１７．２１ －１５．００１９９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３８７．００ ２９３．５４ －１７．００２６１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４７．００－８９．９４ －５１．００２７８６．００
２００７ －８３１．００－２７６．７２ －８５．００３０３６．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７．００－２６．６７ －６４．０３３６９７．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８３．００ ６５．５０ －４３．００４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５１．００ １１０．４８ －２３．１８５４６４．００
２０１１ ４２９．００ １１７．４１ ８．２１５２４３．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３０２．００ ３６３．１２ ２０８．９４５８０６．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３６３．００ ５５０．７０ １７９．２６６３１７．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海关总署数据整理测算而得。
３．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匮乏威胁
面对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发展新阶段，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要求培养和
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之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农村人口在城镇
化浪潮下，处于急剧快速的动态演变之中，任何主
观力量都无法强制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坚守农村等
待培养。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日益显著的
背景下，大量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难堪重任，新
农村建设正面临着主体匮乏的威胁。翟振武，段成
荣等（２００６）调查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逆向选择严
重，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仅有０．５％
的留农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在外出务工人
口中这一比例高达４．８％。另外，仅有５．６％的留
农人口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同样在流动人口中这
一比例高达２３．６％。诸多学者较为关注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意义（林毅夫，２００６，韩俊，２００６），但却忽
视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现实。在农业劳
动力结构变动加剧的趋势下，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
量和中坚支撑如何依靠？哪些群体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自主选择在农村建设家乡？这是未来推进新
农村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因为任何三农政
策，如果脱离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现实状况，忽视农

业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移的历史背景，其效果必将
不如人意。
４．农村土地资源形成错配，亟待制度创新
学术界较早关注到城镇化和农业人口迁移过

程中村落空心化问题（王成新，２００５；刘彦随，刘玉，
２００９；崔卫国、李裕瑞，２０１１）［８９］，并从空间重构、土
地整治和规划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对策措施。
但上述研究成果却忽视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
机和农业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现有土地制度与土地
资源配置提出的严重挑战。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农
村居民家庭土地经营情况来观察中国人地关系的
历史变迁。如表２所示，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均出
现了小幅上升。耕地面积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９９亩／人
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３８亩／人；山地面积由２００１年
的０．２８亩／人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０．４９亩／人；家庭
园地面积由２００１年的０．０６亩／人增加到２０１３年
的０．１２亩／人。在可预期的未来，随着农业劳动力
代际转换危机的加剧，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将会使得
人均经营土地面积进一步上升。然而，上述人均经
营土地面积的增加仅仅是理论测算结果，实际上大
量本应该流转进而提高耕种规模的土地，一部分被
留守的老人、妇女艰难支撑，一部分形成了候鸟式
生产模式下无人管理、土地撂荒等“懒人农业”的局
面，严重影响了土地耕种效率的提高，此即为农村
土地资源错配。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中国农村居民
家庭土地经营情况（单位：亩／人）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
经营耕地面积

农村居民家庭
经营山地面积

农村居民家
庭园地面积

２００１ １．９９ ０．２８ ０．０６
２００２ ２．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７
２００３ １．９６ ０．１９ ０．０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８ ０．３２ ０．０８
２００６ ２．１１ ０．３１ ０．１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６ ０．３２ ０．１０
２００８ ２．１８ ０．３３ 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２６ ０．３４ 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２８ ０．３５ ０．１１
２０１１ ２．３０ ０．４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３４ ０．４８ 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３８ ０．４９ ０．１２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注：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指
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和休闲地（含
轮歇地、轮作地）。

客观上而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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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土地资源错配是现阶段农村人地关系最显
著的矛盾。它表明中国农业经济在从传统小农耕
种模式向现代化、市场化、规模化经营模式转变的
历史过程中，土地资源亟须盘活存量、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形成了以集体所有、土地
均分、联产承包为基本特征的土地经营制度。此种
细碎化的农地耕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中国
小农式深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同时也适应了农村社
会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中国在短时间内解决温饱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农
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加剧，此种土地经营制度
越来越不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农
业经营的趋势。在新形势下，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
和女性化迫切需要以技术和资本的投入替代来提
高农业种植收益，现有以土地细碎化为特征的小农
式耕种模式亟待打破。因此，当前的农地制度需要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改变农村土地资源形错配的
局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事实上，欧洲一些
发达国家在１４、１５世纪同样经历了农业人口大幅
下降的历史阶段，这些国家适时通过产权变迁和制
度完善调整了人口与土地资源配置比例，顺利实现
了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道格拉斯·诺思、
罗伯特·托马斯，１９９９）。
５．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
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发生严重危机的背景

下，大量处于弱势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滞留农村，对
传统的农村社会运行体系造成了较大冲击。首先，
传统农村养老体系遭遇到了现实挑战。在“养儿防
老”、“百善孝为先”等文化传统主导下，中国农村社
会一直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模式。家庭养老作为
一种代际之间反馈模式，是维系农村社会体系运行
的重要基础和纽带。然而，随着青壮年农业劳动力
持续向城市迁移，大量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留守老

人普遍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遭遇空
前的弱化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自我养老模式正逐
渐成为很多农村老人的无奈选择（朱劲松，
２００９）［１０］。如表３所示，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
活来源差异巨大，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依靠自身劳动
收入的平均比例高达３７．９％，而城市老人仅为
１３．０％。对农村老人而言，养老金收入占比仅为
４．６％，远远低于城市老人的４５．４％。这说明，大
量本应颐养天年的农村老人依然在从事着繁重的
体力劳动，以维持自身晚年生计。笔者在江苏、河
南、陕西广大农村调研时发现，许多农村老年人不
但要进行土地耕种，而且还要照顾小孩，为外出打
工子女分担压力，生活状况堪忧。固然，一些务工
收入较高的青年人可以有能力接济耄耋之年的父
母，但是此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事实上，大量外出
务工人员还要面对城市中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
经济能力十分有限。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子女日常
照顾的农村老年人在未来失去劳动能力后又将如
何面对“老无所依”的局面？而且这些农村老年人
普遍缺乏亲情慰藉。极易在晚景凄凉的氛围中丧
失生活信心。刘燕舞（２０１４）通过调研湖北、山东、
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１１个省份的４０多个村庄
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
步。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空心化背景下代际
剥削的加强。农村老年人一生辛劳，给孩子盖新
房、娶媳妇、看孙辈，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却无法得
到应有的代际反馈（贺雪峰，２０１４）［１１］。此外，在农
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背景下，还存在严重的留守
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大量农
村留守妇女承担着支撑家庭的困苦和责任，劳动强
度高、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是该群体普遍的生
存状态。另外，因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所引发的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社会
问题。

表３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单位：％）

类别 农村
男性 女性 平均

城市
男性 女性 平均

劳动收入 ４８．５ ２７．５ ３７．９ １８．４ ７．９ １３．０
养老金收入 ８．１ １．３ ４．６ ５６．９ ３４．６ ４５．４
低保收入 １．８ ０．９ １．３ １．８ ２．９ ２．４
保险和补助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３ ０．２ ０．３
财产性收入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５ ０．５ ０．５
家庭支持 ３９．３ ６８．５ ５４．１ ２０．７ ５２．３ ３７．０
其他 ２．０ １．７ １．８ １．４ １．６ １．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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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向效应
辩证来看，事物的存在普遍具有两面性，农业

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同样具有正负影响的复杂性。
它不仅从负面影响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威胁国家
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造成农村土地资源错配，
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而且还从正向积极方
面，为我国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
了“减少农民”的历史机遇。从共性规律出发，学术
界较早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减少农
民的观点（陈锡文，２０１０；郑新立，２０１３）。农业劳动
力代际转换危机即意味着大量新生代青壮年农民
脱离农村，迁移到城市。在此过程中，农村人口会
持续大幅减少，而这一历史机遇这正是众多学者所
期盼的理想结果。在土地资源总量不变的硬约束
下，农业人口的大幅降低会导致人均经营耕地的增
加，为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推进农业机械
化步伐，增强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进而增加农
民收入，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众多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农业
人口的减少是农业组织化程度和收益率提高的前
提条件。比如，英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
重，１８００年为３５％，１９０１年下降到９％，１９８０年持
续降低至２．６％；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在１８４０年
为６８％，１９８０年持续下降至３．５％；日本在１８７２年
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８５％，１９８０年下降为
１１．２％。这些国家都很好的利用了农业人口大幅
下降所来的历史机遇，大踏步的完成了农业规模化
经营的历史任务，进而显著提高了农业收益率，实
现了农业现代化。

三、基于效应分析的逻辑判断
（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一个重大的

农业国情变化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世界上很多经济

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
共同问题。这些国家依据本国国情，各自选择了诸
多有效的应对策略，较好的应对了农业劳动力代际
转换危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并成功实现了农业现
代化。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
机的出现，同样正是中国改革旧有的农业生产经营
体制，促进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良
机。中国必须抓住农业人口大幅减少的历史性机
遇，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

情特点，探寻出一条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
的科学路径。

（二）应当鼓励弱质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
现阶段，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在中国农村

蔓延，所导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大量的老人、妇女
等弱质农业生产主体在承担着土地耕种的任务。
蔡窻（２００７）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中４０岁以
上的占５０％，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
中就业比例竟然高达８５．５％［１２］。而且，朱启臻
（２０１１）在山东省荣成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所调查
的农业劳动力中，男性占３９．５％，女性占到
６０．５％，远远高于男性［１３］。这说明，中国当前大量
的农村土地被妇女和老人来耕种，这是农业副业化
和懒人农业的典型表现，直接制约了农业收益率的
提高。农业的低收益率造成了撂荒弃田现象逐年
增多。据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１年的调查数据披露，我
国每年有近３０００万亩耕地处于撂荒状态［１４］。特
别是在南方山区，许多地方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
“双季稻”已经很难见到，此种情况如果恶化下去，
必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无
论传统农业生产对体力劳动的高要求，还是现代农
业生产对技术知识的高要求，高龄化的老人和弱势
化的妇女均无法满足。因此，这类群体根本无法承
担起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重任。基于此，政府必须
担当起主要责任，以政策引导和利益激励的方式，
鼓励和支持老年农民、妇女等弱质农业生产主体放
弃农业生产，这既是推动农业生产主体“更新换代”
的重要环节，也是为顺利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创造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关键是
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劳动力自由流动
的结果，总体表现为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向城市
二、三产业的流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
劳动力资源正在从过剩走向紧缺，在此情况下，城
乡劳动力收益差距会继续扩大，上述趋势的劳动力
单向流动势必会持续进行。所以，在当前城市与农
村关于争夺和吸收青壮年劳动力的博弈中，农村依
然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和规
模取决于农业自身发展的承受能力，劳动力的超额
流动将会弱化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基础。因此，如
何协调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既能满足
城市二、三产业劳动力用工需求，又能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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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缓解农业劳动力后继者匮乏的局面，将是亟待解
决的重大问题。

（四）进行新生代劳动力务农行为培育是当务
之急

从年龄层次上来讲，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相对
于壮年和老年农业劳动力而言的青年劳动群体。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中国未来
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和接班人，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农
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力量。
然而，作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群体，
新生代劳动力土地感情淡薄，普遍对农业生产一无
能力、二无兴趣。当然，这有利于土地流转，农业经
营规模化的实现［１５］，但这也为新型职业农民群体
的产生和发展设置了障碍。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
经济理性人，在务农决策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
化。当前，亟待构建起有效的动力激励机制和利益
保障机制，能够吸引新生代农业劳动力和城市优秀
人才在农村干事创业，打破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中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局面。借鉴国外农业发达
国家先进经验，笔者建议政府应实施“新生代农业
继承人培养工程”和“新务农人员援助工程”，通过
上述工程，为农业“新入职者”提供财政补贴、金融
支持、土地流转、风险规避、信息共享、法律保障等
多方面的扶持。相关涉农部门应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为新务农人员提供贯穿农业经营的产前、产中
和产后的全业态、系统化服务。尽快培育其成为现
代农业经营的新生力量，成为职业化农民的雏形和
初样。

四、结语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

的农业生产主体世代更替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涉及
中国农村改革深化、农业经济转型和现代农业发展
的历史逻辑问题。总体上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
危机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它
意味着中国农业发展迎来了一个由小农经济模式
向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农业模式转折的重要过
渡时期。它既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性机遇。为了从战略上加以应对，需要将农
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置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
换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判断，从根本上推进农
业经济转型发展，这是中国实现农业新跨越的必然
要求。

从短期和长期视角来看，破解中国农业劳动力
代际转换危机的可选路径有以下六种：第一，通过
提高农业收益率，吸引外流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回流
到农业生产领域。根据上文分析，在城乡劳动力收
益差距持续扩大的当今，此种途径短期内很难实
现。第二，通过农户兼业化，有效处理“进城收益
高”和“务农收益低”之间的矛盾，缓解留守农业和
老人农业的问题。此种途径较为可行，可以在短期
内快速有效的提升农业后备人力资源。通过此种
形式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第三，通
过调整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来增加农村新生代人
口，进而弥补农业劳动力短缺。虽然我国政府已经
对人口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但此种途径的短期效应
仍有待观察。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急剧变革过程
中，人们基于生活成本与生活幸福指数的考虑，其
生育意愿正在发生改变。第四，长期来看，破解中
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根本选择是农民职
业化，并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事实上，西方先
行工业化国家正是通过农民的职业化，有力的推动
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浪潮，进而实现了农业整体
现代化。但鉴于中国复杂国情，此种路径还需进一
步探讨。第五，实现农业生产主体由弱到强的转
变，即推动农业生产主体进行“增减转换”。一方
面，鼓励老人、妇女等弱质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领
域，减少土地耕种的“留守力量”；另一方面，要着力
培育新生代农业接班人，使其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生
产的主力军和承担者，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和国家
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
讲，进行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就是要直接解决未
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这是应对农业劳动力代际
转换危机的最紧迫任务。第六，提升农业生产规模
化水平。围绕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局部深层次问
题，进行制度优化和调整，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变革和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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