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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制度与模式，不仅涉及农

村土地所有制，还包括农村经济的生产

组织和经营模式、执政组织对农村经济

的有关政策规定（主要是国家财政、金

融政策和对外政策对待“三农”的利益

导向）。本文立足于实现我国可持续国

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目标，以

史为鉴、以他国为鉴，结合时代的特征

和我国所面临的生产技术性条件（包括

论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发展方向
——基于宏观和国家治理的视角

刘明国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 中国的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现在面临困境。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带来了农业比较收益低，包产到户导致

“三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谈判势力很弱，“三驾马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方式导致国家财政面对农业农村经济衰退而无能为

力，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农业比较收益低又使我国农村农民无法组织起来。“农村集体合作社+多样化混合经营+政府扶持与计划管

理”应该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模式）发展的方向。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与文化才能解决中国乃至世界农业所面临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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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orld, the agriculture of many countries such as the China is now facing a dilemma. The one-sid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urbanization brought agriculture to low profits. The fixing of farm output quotas for individual households has made

the peasants' negotiation power weak in social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development wa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roika" theory makes

the national finance powerless facing the recession of agriculture in rural areas of the China. The individualism culture with the relatively low

profits of agricultural makes Chinese peasants unable to be organized. The "rural collective cooperatives organization and diverse mixed

operation and government support with project management" should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 system. Only

the socialist production and culture can solve the prisoner's dilemma faced by the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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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条件），以探讨我国农村经济

制度与模式发展的方向。

一、中国古代农村经济制度（模式）

及其启示

有史以来，中国古代农村经济制

度，大体经历了氏族部落社会的合作互

助制、封建领主社会的井田制、封建地

主社会的混合制。有人将我国封建地主

社会的农村经济制度称为地主制或雇佣

制。这种称谓事实上并不是非常确切，

因为在我国封建地主社会中，还存在大

量的自耕农，而且地主大多将田地租佃

给农民，自己只留一小部分田地让“长

工”和家人耕种。

在生产技术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在

人类社会关系刚刚开始形成、而且还非

常简单的氏族部落社会，人类主要从事

原始的渔猎采集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活

动，合作互助是他们唯一能够实现种族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如夏代

之青铜技术）和人口的增多，在中国华

夏大地生活繁衍的部落不断壮大，部落

之间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就开始

了，一个脱离生产的武装军事集团开始

形成，并与氏族首领们合在一起形成统

治集团，由于中国疆域广大、地理复

杂，高度集权的两极分化社会并不利于

国家治理，所以，封建领主社会逐渐成

型，中国古人创造了与当时生产技术条

件和崇尚王道文化相适应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

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

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

事，所以别野人也”。② 《春秋谷梁传》

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诗经》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③

井田制，既有利于封建领主对领地

的管理和保卫，又有利于调动农业生产

者积极性发展生产，钱穆称之为“耕稼

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④的一种制度

安排。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经过春秋战国

而趋于解体，最后以秦始皇三十一年

（公元前 216年）颁布法令‘使黔首自

实田’为标志。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土

地渐渐被诸侯瓜分，名义上属于天子的

国有土地被私人占有，土地私有制出

现；以及生产工具的变革、牛耕的推

广、兴修水渠灌溉条件的改善、人口增

加和耕地面积的大大增加，使得社会经

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自我促进（生产发

展——人口增加——生产发展）的快速

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对上

层建筑变革的要求，以至于导致持续了

几百年的诸侯混战，而在这过程中，大

批对领主具有依附性的农民（邑人）的

地位通过战争得到提高或者在战争中死

去，同时脱离领主土地的自耕农由于技

术进步也通过荒地的不断开拓而增多

（中国广袤的疆土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

空间），井田制逐渐土崩瓦解。”⑤

“中国古代随着井田制的解体，逐

渐形成了土地国有和私人所有制并行前

提下的佃农制和自耕农制（作者称之为

混合型农村经济制度），持续了两千多

年，并为中国灿烂的封建文明奠定了坚

实的经济基础”；西方学者称之为“传

统小农经济”；但恰恰是这个“传统小

农经济”，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生命力的

农业经济制度。⑥然而，中国封建地主

社会的农村经济制度并不局限于这两个

方面的内容——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模式，它还包括政府对“三

农”的赈济、反土地兼并等政策（虽然

在不同的朝代，执行的程度不同，但作

为一种制度却是存在的）。

贾舒宁等通过对中国封建地主社会

的农业生产模型和美国现代农业生产模

型的比较，论证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

织经营模式的科学性，他们认为：“与

中国的小农经济相对照，资本主义商品

化生产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不增长’

就要‘破产’（而市场的有限性却总是

限制着它的增长），生产资料价格、工

资、地租、货币资本利率的提高都可以

导致它亏本破产，更不要说资源环境引

发的经济增长极限了。世人所推崇的美

国现代农业，如果不是政府巨额的补贴

和完备的风险保障制度，同样也会因为

产品相对过剩而破产的。”“玉米价格的

变化、生产成本的变化都显著地影响美

国现代农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只有在

价格行情好、产量好、生产成本又处于

低位时才能保证盈利。然而，这三者都

不是农场主自己可以左右的。如果说，

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再生产能否持续主

要受限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成本中的租税

两个因素的话，那么，制约美国现代农

业再生产能否持续的因素就远不止这两

个因素。美国机械化商品化的现代农

业，在肥料、种子、燃料动力的供给日

趋被少数寡头垄断的情况下，在市场风

险的危及下，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说

彻底丧失了，以至于必须依赖政府补贴

再生产才能得到持续。”“总之，中国传

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佃农制和自耕

农制并不是一个脆弱的经济结构，而是

在人多地少 （包括人口总量规模大）、

没有足够大外部工业品市场的条件下一

个具有科学性的、先进的农业生产经营

制度。”⑦

中国的混合型农村经济制度，一直

延续到民国。从上述中国古代农村经济

制度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

示：第一，影响农村经济制度的，不仅

有诸如国家疆域大小、土地资源多少、

人口多少、生产工具、外部环境等生产

技术性条件，还有社会的主流文化。文

化，作为一个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客

观条件，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它总是

与生产技术条件一起发挥着制约的作

用。第二，中国未来农村经济制度与模

式的构想，必须要考虑农民现在所推崇

的文化。如果中国当今的农村青年们，

大多是由个人主义文化所主导，那么，

像下文所谈及的以色列的农村合作社或

者是回归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之合作社和

人民公社，就很难想象能实现的。

二、日韩和以色列等农村经济制度

（模式）及其启示

在当今世界，除了以美国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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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农场+规模化机械化商品化+政府扶持”农村经济制

度与模式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日韩和以色列的农村经

济制度暨模式。⑧

（一）日本、韩国和以色列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

与美国不同，农业自然条件差，是日本、韩国和以色列

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之一。日本和韩国的耕地绝大部分是山

地和坡地，而且人均耕地面积很低 （韩国人均耕地面积约

0.55亩，日本人均耕地面积约 0.53亩）。⑨以色列的土地大部

分是沙漠，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更差。但是，以色列却是中东

地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当然，也进口部分农产品），日本

和韩国都是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而且韩国的农产品价格还

比较高（以至于吃肉在韩国近年来都成为了奢侈品）。

如表-1所示，1980—2012年，日本的农产品进口额一直

远大于出口额（数据缺失年份，从前后数据变化趋势来看，

作者推断不会有大的变化）；2001—2012年，食品进口额一直

远大于出口额，农产品和食品净进口额由 744.19亿美元增加

到 1569.09亿美元、年均增长 10.07%；2013年，农产品和食

品进口量仍然远大于出口，只是总量略有下降。

表-1 日本1980—2012年农产品和食品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80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农产品
进口额

177.47

286.59

411.81

382.05

347.57

352.80

621.85

345.85

336.27

369.90

414.80

659.47

423.30

688.20

807.70

676.63

774.51

937.24

859.94

农产品
出口额

9.14

11.65

17.50

16.39

15.58

16.60

43.95

24.80

16.21

17.00

18.70

60.07

20.40

75.70

83.70

78.95

101.68

108.59

107.69

农产品
净进口额

168.33

274.94

365.66

331.99

336.20

577.90

321.05

320.06

352.90

396.10

599.40

402.90

612.50

724.00

597.68

672.83

828.65

752.25

食品
进口额

453.83

448.47

470.97

527.22

536.54

521.19

553.76

663.38

579.6

637.19

788.36

716.55

食品
出口额

30.69

24.35

22.46

28.28

28.38

30.79

34.58

38.82

38.17

54.71

47.92

42.91

食品
净进口额

423.14

424.11

448.51

498.95

508.16

490.4

519.18

624.56

541.43

582.48

740.44

675.64

农产品与食品
净进口额

744.19

744.17

801.41

895.05

1107.56

893.30

1131.68

1348.56

1139.11

1255.31

1569.09

1427.89

数据来源：1980—2010年数据由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015年）资料整理而得，2012年和2013年数据分别由2014年和2015

年的《世界统计年鉴》资料整理而得。

如表-2所示，1980—2013年，韩国的农产品进口额一直

远大于出口额（数据缺失年份，从前后数据变化趋势来看，

作者推断不会有大的变化）；2001—2013年，食品进口额一直

远大于出口额，农产品和食品净进口额由 121.39亿美元增加

到406.88亿美元、年均增长19.6%；农产品和粮食净进口额呈

不断扩大态势。

表-2 韩国1980—2013年农产品和食品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80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农产品
进口额

33.03

64.59

96.73

97.10

67.63

73.20

128.37

82.70

89.58

96.60

106.20

167.73

123.80

210.97

266.14

330.76

333.86

农产品
出口额

6.41

11.45

16.51

18.10

16.56

16.90

42.98

16.00

16.77

19.00

21.30

52.85

23.60

71.63

93.46

126.28

118.05

农产品
净进口额

26.62

53.14

79.00

51.07

56.30

85.39

66.70

72.81

77.60

84.90

114.88

100.20

139.34

172.68

204.48

215.81

食品
进口额

80.43

91.28

100.13

112.25

114.93

129.95

157.71

195.89

161.55

191.34

249.41

252.64

食品
出口额

25.73

26.39

27.08

31.79

29.87

34.11

40.31

41.09

51.30

65.75

61.57

食品
净进口额

54.69

64.88

73.05

83.14

100.08

123.60

155.58

120.46

140.04

141.04

191.07

农产品和食品
净进口额

121.39

137.69

150.65

198.02

200.28

123.60

155.58

259.80

312.72

345.52

406.88

数据来源：1980—2010年数据由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015年）资料整理而得，2012年和2013年数据分别由2014年和2015

年《世界统计年鉴》资料整理而得。

如表-3所示，韩国在2000—2013年期间，农产品和食品

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上涨了 40%有余、食

品消费价格水平上涨了约80%。

表-3 韩国2001—2013年食品与农产品价格指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食品消费价格指数

107.7

112.4

119.5

128.6

129.2

132.4

139.1

149.5

159.2

172.1

178.9

180.5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104

106

112.9

126.7

122

118.2

122.2

123.2

130.66

144.08

150.70

156.04

144.08

备注

价格指数以
2000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由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2015年）和《世界

统计年鉴（2012—2014）》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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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近年来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水平却并没

有像韩国那样快速上涨，如表-4所示，在2000—2013年
期间，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水平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非常

稳定，而且食品消费价格水平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表-4 日本2000—2013年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水平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食品消费
价格指数

101

100

98.2

102.6

99.8

98.2

97.2

98.5

101.9

101.7

101.3

101.4

101.3

农业产品生产
价格指数

98.6

98.4

99.3

98.4

98.4

97.4

101.8

101.9

101.7

101.1

105.3

108.9

备注

价格指数以
2000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由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2015年）和

《世界统计年鉴（2013—2014）》资料整理所得。

而在沙漠上建国的以色列的农业，在令世人惊叹之

余，还让世人赞美不已（虽然其农产品的进口还是要大

于出口），如表-5所示，1990—2013年间，农产品出口

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表-5 以色列1990—2012年农产品出口情况

年份

199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12.89

12.00

11.82

10.40

10.22

11.80

14.30

17.25

22.50

21.70

21.44

23.06

24.33

25.88

数据来源：1990—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计数据库（2015年），2012年和2013年数据分别来源于2014年和

2015年《世界统计年鉴》。

（二）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的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

为什么日本近年来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水平能保持稳定，而韩

国不能？为什么以色列能出口农产品，而韩国吃肉都成了奢侈

品？我们可以从其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同找到一些原因。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农村经济制度由封建领主制转变为了封

建地主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持下，日本农

村经济制度转向了自耕农制度（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规定了每

户农民可拥有耕地的上限，以避免雇佣地主出现）。⑩随着1952年
《农地法》的颁布以及后来（1961年、1970年和 1980年三次）的

修改、1961年《农业基本法》和1980年《农用地利用增进法》的

颁布，日本农村经济制度大体经历了如下演变：先是“自耕农+农
协+政府保护”的农村经济制度（20世纪50、60年代），后是“兼

业雇佣+农协+政府保护”的农村经济制度（1973—1975年经济危

机后至今）。

“自耕农+农协+政府保护”的农村经济制度，使日本农业在20
世纪50年代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稻米不仅实现了自足，而且

还有剩余。但随着日本工业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

50、60年代，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增长慢——“1960
年，每一农户平均年收入仍仅为 41 万日元，仅比 1950 年提高

93.4%，而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却提高 1.47倍”；日本兼业农

民开始增多，“1987年全国从事农业劳动的1200万人中，有800万
是第二类兼业者（即以非农业为主、农业为辅的劳动者），其中

80%以上又是雇佣工人”。由此，“兼业雇佣+农协+政府保护”的

农村经济制度在日本形成。这一制度，既有利于日本农民兼业非

农业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同时，还不至于导致农业生产衰退。因

为农协的存在和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使得农业生产本身有利可

图、而不是像中国当代农业在很多地方那样是亏损的。日本农协

的存在，使日本农民在农资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上不至于处于

弱势，避免了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农业和农民所面临的“小生产与

大市场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三农”在市场上的经济谈判势力

弱）。日本政府在财政、金融和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一系列保护

政策，也使农业生产不至于亏损。

日本实行保护农业的农产品价格制度，很好地应用了中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之“和为贵最优产业结构理论”和“轻重理论”，并

借鉴了中国古人所用之“平准”“赈济”政策，大体有以下内容：

对大米和烟草类产品实行管理价格制度、对猪牛肉和蚕茧生丝实

行稳定幅度价格制度、对马铃薯红薯甜菜麦类实行最低价格保证

制度、对大豆油菜籽和加工用牛奶实行差额补贴金制度、对蔬菜

仔猪小菜牛蛋类和加工用水果实行稳定价格基金制度。然而，政

府对农业的强有力支持，是建立在财政有充分的实力为前提的。

当一国政府不能从非农产业获得足够财政收入时，这种农村经济

制度就难以维持了。按国内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的调查，日

本近年来也有农户破产。

韩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在“二战”后，也是经历了一番演变

的：先是实行“自耕农制”（独立建国后至1957年），1957年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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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是“自耕农+农协”制；至于政府对农业农民的政策导向，先

是任其自生自灭，后是“稍微扶持+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城市居

民难以承受农产品的高价时，又加大农产品进口，这反过来对本

国农业产生了极大冲击。

比较日韩“二战”后农村经济制度，我们可以发现：首先，

韩国政府并没有真正重视过农业，也未制定并实施过如日本那样

的系统的农业保护政策，即使支持农业也主要是涉农信贷和投资

（而不是财政上倾向于“三农”的再分配），伴随工业和城市的发

展，使得城乡收入分配出现差距，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见

表-6），“老人村”“无人村”出现，年轻人对从事农业生产不感兴

趣，农业生产面临危机；其次，农协的存在，使得日韩农民在市

场上的谈判势力地位有所提升，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社会收入分配

中占据有利地位——或通过政府扶持（如日本）、或通过提高农产

品（如韩国）而获利（这是在农业产出大幅度下降后出现的，而

且也主要对地主增收有显著性），但韩国的农协似乎没有日本的力

量强；最后，日本保障了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让城市居民减轻了

食品支出负担，却加重了财政负担；而韩国虽然没有因为对“三

农”的政策扶持而加重财政负担（见表-7和表-8），却让农产品价

格大幅上涨，将负担转嫁到城市居民头上了（见表-3）。

表-6 1980—2012年韩国从业人数与农业人口状况

年份

1980

1983

1990

1995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从业人数
（万人）

1368.3

1809

2043.2

2110.6

1999.4

2028.1

2116

2157.2

2216.9

2214

2256

2286

2315.1

2343

2358

2351

2383

2424

2468

农业、狩猎和林业
从业人数（万人）

241.9

227.6

239.9

226.4

216.2

206.5

199.9

187.7

174.9

174.7

172.1

172.3

157.3

农业、狩猎和林业
从业人口比重（%）

29.7＊

11.84

10.78

12.00

11.16

10.22

9.57

9.02

8.48

7.75

7.64

7.43

4.00

6.6

备注

（1）1983年数据为
农村劳动人口占
全国经济活动人
口比重
（2）1997—2000年，
农村人口减少了
1000万人，农业从
业人口占全国劳动
力总数比重由50%
降至8.5%＊

数据来源：1980—200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统计库

（2015年）；2010—2012年数据来源于《世界统计年鉴（2014）》；“*”数据来源

于霍美丽，侯振宇.韩国农产品流通现状及经验教训[J].世界农业,2008(11)：

56-60.

表－7 2011—2013年韩国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万亿韩元）

年份

收入

支出

盈余

2011

270.5

258.9

11.6

2012

311.5

293.0

8.5

2013

314.4

300.2

14.2

数据来源：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韩国国家概况（2015年7月）。

表-8 韩国1994—2011年中央政府财政盈余占GDP比重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央政府财政盈余
占GDP比重*（％）

2.12

2.45

2.60

2.64

1.25

1.33

4.37

2.72

3.64

1.71

0.1

0.91

1.14

2.32

1.64

0.02

1.65

1.82

中央政府财政盈余
占GDP比重**（%）

1.96

2.26

2.40

2.43

1.15

1.21

4.15

2.58

3.45

1.61

0.09

0.86

1.07

2.17

1.52

0.02

1.53

1.69

数据来源：“*”和“**”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

网站2015年和2016年公布的国际年度数据。

以色列农村经济制度，除了政府大力扶持外，最值

得称赞的是其生产组织模式——土地国有制下的农村合

作社。以色列合作社的存在，关键之处有两点：（1）以

色列人的先驱在建国前形成的“不想被人剥削、也不想

剥削别人”的平等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存在，避免了

农村出现两极分化，从而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稳定（物

质形态之人力资源因素能得到足够补偿）；（2）提高了农

民在农资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上的谈判势力（再加之

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得以色列农业不至于亏损乃至衰落

（价值形态上能得到足够补偿）。当然，以色列非农产业

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润，也是为其财政扶持农业提供

了强有力的后盾。

（三）启示与扩展讨论

从上述以色列和日韩“二战”后农村经济制度暨模

式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片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会导致农业比较收

益低，进而会使农业衰退、农村空壳化；在工商金融业

面前，农业处于弱势，尤其是在商品货币化程度非常高

的今天，农业相对于工商金融业的弱势更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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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市场——让农产品涨价

来促进农业生产——不仅无法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无助于安民；通

过进口来平抑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更是

无助于本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若采用

国家再分配的手段，那么财政负担加重

就是难以避免的。

第三，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的国家治

理目标，执政组织在农产品价格和财政

负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既要让民

众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也要让国家财政

可持续。这其实又涉及国家财政在不同

产业、不同群体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

能力和尺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

政在性质上和职能上的定位。

第四，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合作社的存在

是未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发展的方

向，否则，无法解决日韩当前农业生产

所面临的困境。

农业面临困境，不仅是日韩美等国

如此，印度这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也

是如此。 据报道，印度 1995—2014年

这 19年中，有 29万农民自杀，文中记

载了印度农民悲惨的生存状况：“债主

2010年借给安德拉邦姆素古拉的丈夫

800 美元，但收取的年利率却高达

24%，4年来，利滚利，这笔债现在达

6500美元。姆素古拉的丈夫两年前上吊

自杀。由于受干旱影响，再加上无钱贷

款灌溉农田，姆素古拉根本无法取得好

收成，无钱还债。在医院进行检查时，

医生称她可能很快就会精神崩溃”。

该报道清楚地揭示了印度农民自杀

的直接原因：“收入锐减和农产品价格

相对下降是印度农民自杀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气候、自然灾难导致作物减

产也是农民面临的困境之一”。2015年
印度农民自杀在继续，仅 1~6月马哈拉

施特拉邦就有 1300人自杀，大有超过

2014年记录的趋势。

从下文看，中国这个发展中的人口

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遭遇了同样的

难题。实际上，这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问题，早在 17~18世纪的法国、18~19

世纪的英国，在其实行重工主义时就已

经出现了。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世界

性难题，即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难题。

三、中国当代农村经济制度（模式）

的演变及其启示

（一）我国当代农村经济制度（模

式）的演变

在新中国成立后 60 多年的历史

里，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先是计划经济时期由封建混合型农

村经济制度向互助合作社、最终向人民

公社的转变，后是改革开放时期，由人

民公社向“集体和家庭双层经营制

度”——实际上主要是 （政府扶持下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及其向

以“兼业雇佣 +政府局部补贴”为主的

“双层经营制度”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实现劳动力

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为了实现社会

财富分配的平等化（共同富裕），为了

实现强国之目的，中国在共产党人的领

导下选择了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

的互助合作制和人民公社制。这种以公

有产权、计划生产和平等分配为特征的

农村经济制度，虽然其间也因为管理和

计划制定不科学等原因出现了一些挫

折，农民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乃至牺牲，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上

述三个目的在总体上是实现了的。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充分提高

农业生产的效率，中国选择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政府扶持”为主的“双

层经营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实事求

是地说，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

劳动热情（一方面农民享有了农业生产

的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政府扶持保障

了农民在相对和绝对两个方面的收入水

平显著提高），再加之一系列先进农业

技术的应用（如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

化肥的大量使用、农药农膜的使用

等），我国的农业生产在改革开放初期

（大约在 1979—1985年期间）出现了爆

发式的增长（尤其是在南方稻区）。

但是，中国农业生产在改革开放期

间的快速增长，很快就面临了瓶颈：一

是，在 1984年和 1985年，我国出现了

卖粮难的问题，这是遵循物以稀为贵和

弱肉强食的市场机制所无法避免的问

题；二是，随着城镇集体企业的改制，

工业产品定价市场化，农资等工业产品

价格大幅上涨（1988年还出现了商品抢

购潮），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民消费成本

提高，农业比较收益降低；三是，伴随

1992年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的大发

展，以及后来的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化城

市化发展，农业比较收益长期低迷，农

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

由此，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开始了新

的变化：一是政府在“国家财政难以承

受保护价收购粮食负担”的理由下（国

家财力都去补贴出口加工业和填补国企

亏损了），实行“粮食管理部门的顺价

销售”政策——低价（从农民手里）购

进高价（向城市居民）卖出粮食，计划

经济下的“粮站”被“国家粮食储备

库”所替代，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本

质上被取消（虽然各种扶持重视农业的

政策依然频出），直到 2006年取消农业

税并对粮食主产区实现直补（2004年直

补政策就已经开始）才有所改变；二是

一部分农民工成为兼业农民，实现“以

工补农”；三是一部分农户转移到城

市，农村耕地出现集中化（但农业雇佣

制在农业比较收益低的局面下，仍然处

境艰难）。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农村经济制度，

与日本的“兼业雇佣+农协+政府扶持”

制有相似之处（都有农民兼业和农业雇

佣的现象），但是有很大的不同：第

一，中国没有日本的农协，中国农民在

市场上谈判势力很弱；第二，日本对农

业生产的扶持是全方位的和强有力的，

中国对农业的补贴是象征性的和局部的

（甚至在 2006年农业税取消前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我国农民还有较为沉重的税

费负担）；第三，中国大量农村青年转

移到城市，农村出现了“空壳化”、劳

动力的季节性不足等现象，而日本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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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这种现象（这跟日本农业收益较

高且较为稳定有关）。

中国目前的农村经济制度，已经招

致众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主要焦点在

于：一是农业比较收益低，不利于内需

的增长和农村人口全面实现小康；二是

粮食安全问题凸显；三是农村空壳化带

来的老人赡养和孩子抚养等社会问题；

四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的

一系列城市病（如城市交通医疗教育拥

挤、城市就业难、城市社会治安恶化、

城市垃圾与污染等）；五是农村资源的

闲置和房屋等资产的空置；六是农产品

价格上涨带来的隐患（要是出现韩国那

样连大学教授都“吃不起肉”，那国家

治理就是失败）。

这给我们以下两个重要的启示：一

是在国家治理中，微观生产效率要与宏

观效率统筹兼顾，不能为了前者而轻视

后者；二是市场微观上的调节要与政府

宏观上的调控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三

是政府具有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收入再

分配、以期实现各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的职责。

（二） 中国当前农村经济面临的

困境

片面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带来了

农业比较收益低，包产到户导致“三

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谈判势力很

弱，“三驾马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方

式导致国家财政面对农业农村经济衰退

而力不从心，个人主义文化又制约着中

国农村走集体合作化道路、进而无法提

升其谈判势力。

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本

身就是与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更别说进步）相冲突的，它必然要牺

牲“三农”利益的。挖肉补饥寅吃卯粮

的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模式，本身就让国

家财政负债累累，出口加工业要补贴，

“保增长”要负债大兴土木、要补贴企

业，国家财力大部分投入到了城市非农

业和非农民手中，哪里还有力量来扭转

农业乃至农村经济比较收益低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最终并不

能通过抬高农产品价格来获利。包产

到户，让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解

体了，但是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地主乡

绅阶层却没有形成，中国社会组织结

构在城乡之间和农工商服之间的平衡

被打破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我国农业

乃至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建

中国乡村组织，不仅要提高他们在经济

上的谈判势力，还需要提高他们在政治

上的谈判势力（美国要是没有诸如布什

家族这样的大农场主，美国农民要想获

得国家财政巨额的补贴，恐怕也是困难

的；日本要是没有组织程度高的农协，

农民要想从国家获得巨额的补贴，同样

是难以想象的）。国内著名农业经济学

家贺雪峰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四、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向何

处去

（一）对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

发展方向观点的述评

1．两种主要的观点：“四大派别”

与简要点评。就目前而言，我国学术界

对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模式）的发展方

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模仿欧美国家

的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商品化和

土地私有化（又称自由市场派和现代化

派）；二是回归农村集体合作制。这两

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后者是立足于共

同富裕之社会主义，前者是立足于一部

分人富有之资本主义。第一种观点以西

化派人士为代表，邓小平是第二种观点

的代表。

199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飞

跃”的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

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

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

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

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发展集体经济。”

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两

个飞跃”的理论：“农业要有两个飞

跃，一个是废除人民公社，再一个是将

来走到新的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以公

有制为主体，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是

公有制的范畴。”

除了从利益立场的不同来划分的上

述两种主要观点外，贺雪峰认为我国当

前“三农”政策中存在“三大派别”，

即自由市场派、小农经济派、主流政策

派（又称“适度规模经营派”）。也还

有人认为，严海蓉等人的观点算是我国

“三农”政策中的第四大派别——“阶

级分析派”。

贺雪峰所谓的“主流政策派”或

“适度规模经营派”，本质上是上述第一

种观点与“小农经济派”的折中。“阶

级分析派”也不过是对现存现象进行了

一番描述和解释，对中国未来农村经济

发展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却未

深入探讨。

贺雪峰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派”认

为：第一，通过“生产环节的基本公共

品由地方政府或村社集体提供”，以及

结合发展“庭院经济”，“老人种粮为代

表的小农经济”能够发挥出“极大活

力”；第二，进城农民工，一方面可为

“中国制造”提供“可靠的廉价劳动

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农民致富；第

三，这种小农经济的存在，“为应对经

济周期提供了强大的农村稳定器和蓄水

池”；第四，小农经济还降低了国家在

社会保障上的压力，进而有利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2．对上述观点或派别的进一步评

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来看，我

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也

在机械化方面大有长进（但在改革开放

初期，诸如贵州等丘陵山区的农业机

械，几乎被荒废弃用了），现在我国平

原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其实已经比较高

了，如东北地区、河南河北地区、两湖

地区、新疆和陕西关中地区等。

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

移、农村劳动力缺乏，贵州四川等山地

坡地和丘陵地区农业机械程度近年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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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高，但这些地区的农民更多选择的

是抛荒，而不是选择以机械代替劳动

力。事实上，在中国诸多的山地坡地和

丘陵地区，在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下的

前提下，即使用机械来代替劳动力可以

节省部分成本，但仍然不能扭转务农不

经济的处境（这存在一个断崖式的补偿

空间）；更别说，对于那些一家仅仅只

有几亩分散的薄地的农户而言，用机械

代替劳动力本身就是不经济的情况了。

机械化的前提是生产的规模化，而

商品化又是生产规模化的必然结果。就

是美国农业之高度机械化、规模化和商

品化，也不能改变农业在当代社会财富

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也无法改变

“多收了三五斗”的命运，没有政府的

补贴扶持依然不能可持续发展。我国当

前诸多种植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农户，如

没有政府补贴，依然难以可持续发展

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搞得轰轰烈

烈的农业产业化——本质上就是农业生

产规模化商品化，也并没有有效解决我

国的“三农”问题。

至于土地私有化导致的土地兼并，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比比皆是，而土地兼

并带来的危害更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

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土地成为

广大民众最后的生活保障，在政府本身

已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的现实条件下，

社会保障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的生

活已然成了问题），以至于中国古代贤

明的君王及其执政组织都是极力抑制土

地兼并的。

以至于中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温铁

军说：“我早就不认可所谓（农业）现

代化了”。

主张规模化经营的观点，其背后都

隐含有共同的命题——生产规模大，生

产效率高、利润率高，我国“三农”问

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其实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在逻辑上，误将生产规模

的任何扩大都当作生产规模大到足以形

成垄断，进而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率

了；第二，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

之规模效应理论所误导，忽略了决定利

润率高低的因素不仅有生产成本一面还

有产品价格一面，而且还混淆了物质意

义上的投入-产出比率和利润率这两个

概念；第三，忽略了市场遵循的是物

以稀为贵、弱肉强食的逻辑，对“多收

了三五斗的悲剧”置之不顾；第四，忽

视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公益性

或公共品属性。

当然，从哲学的角度讲，“适度规

模经营”的说法是有合理的，但问题

是，究竟人均或户均或单个劳动力耕地

面积是多少才算是适度呢，确定适度与

否的标准和原则又是什么呢，“适度规

模经营派”并没有说清楚。中国的

“三农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城乡

之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失调以及相应的

社会组织结构和制度政策不合理的问

题，而不是物质上的投入产出比率低的

问题（即不是单纯的生产力的问题）。

再说农村集体经济。虽然我国在计

划经济时期曾经成功实践过，在改革开

放时期仍然在南街村（河南）、礼泉村

（陕西）、周庄（河北）等地表现非常成

功，但是，在中国广袤农村，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很弱，甚至在不少乡村已经是

名存实亡了（特别是在 20世纪 90年代

大量的乡镇企业解体、农民大规模进城

之后）。再加之，在改革开放后，大多

数农民深受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

对集体经济认同感也是大为下降了；

尤其是在农业（农村）比较收益低的收

入分配格局下，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而

言更是缺乏吸引力。

我国 2007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倡导农村

合作经济后，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并不理

想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农业比较

收益低与农村农民组织性差已经形成一

个死结，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死结。只有政府利用强权强有力地介

入，才能打破这个死结。

如果学习美国，选择走单纯的国家

补贴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国家财

政就要有足够的余力，那么我们就必须

调整国家发展方略，绝不能继续片面的

城市化和工业化等所谓的“现代化”

了，也不能继续急功近利的低效的“保

GDP增长”了，也自然要放弃寅吃卯粮

挖肉补饥的凯恩斯主义了。

然而，这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

是农村经济制度的问题了，而是涉及

整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了。而且，

这仍然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理想化讨

论，因为现实社会权力结构安排下的

强势利益群体未必认可这么做。这是

一个政治问题 （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

问题也是如此），不是经济学研究能解

决的。所谓，“跳出农业看农业”，大

抵是这个意思了。

另外，若农业生产自身长期不能自

立，需要国家财政长期补贴才能存活，

那么这样的农村经济制度（模式）也是

不可持续的、不值得倡导的（如美国之

主流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更何况，

中国当前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还

根本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一方面，除了

农业农村以外，城市非农业是容纳不了

十多亿中国人的；另一方面，我国财

政本身已经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

至于薛宇峰等的“小农经济派”观

点，我国改革开放后，以分散的家庭为

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在市场化机

制作用下，已几近崩溃（如上文所述已

陷入困境）的事实，已经给出了回答。

在农业农村比较收入低的局面下，“老

人种粮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是根本不可

能持续的。20世纪 50～60年代出生的

老人之所以种粮，是因为他们离不开农

村、又没有其它职业可做而只能从事农

业。然而到了 70年代、尤其是 20世纪

80～9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口，却并不是

如此的，甚至不少人在思想观念上也鄙

视农业劳动，根本就不懂农业生产技

术。在村社集体经济有名无实、地方政

府财政负债累累甚至面临崩溃危险的条

件下，“生产环节的基本公共品由地方

政府和村社集体提供”就是一句空话。

27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7.1

（二）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发

展方向构想

作为人口大国，可持续的国强民富

和国泰民安需要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农业乃至农村经济承担起我国

就业安民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需要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重新繁荣农村

经济。甚至可以说，重新繁荣农村经

济，已经成为破解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宏

观经济难题，内需不足、结构失调之内

在关键以促使产业结构、城乡人口和经

济结构合理化。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立足于

可持续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

目标，“农村集体合作组织+多样化混合

经营+政府扶持与计划管理”应该是我

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发展的方向，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模式。

1．农村集体合作组织为经营主

体。只有农村走集体合作经济道路，分

散的农民才能平等地组织起来、以提高

其社会谈判势力，进而转变他们在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不利地位。这是中国

社会主义性质之要求，也是可持续国强

民富与国泰民安之要求。需要强调的

是，在法律上，我们不能将农村集体合

作组织等同于自负盈亏乃至允许破产的

公司，这实际上对该模式的后两个方面

提出了要求。

2．实行多样化混合经营，即商品

化生产与自给自足生产相配合、工商

服务业与农业相配合。只有走农工商

服混合经营道路，才能让农民在生产

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粮食等农产品基础

上分享工商服务业的利润，才能实现

以工商服务业补贴农业，才能增强农

村集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性能，进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同时，商品化生产还需与自给自足

生产相配合。农民生产粮食等农产品，

不仅为了城镇居民之需要，也为了自己

家庭之需要，即农业生产还需要保留农

民自给自足的功能。这也是农村集体经

济不能走单纯的商品化生产或单纯发展

工商业道路、进而避免出现资不抵债乃

至破产的道理所在。同时，也只有采

用多样化经营，农村集体经济本身在市

场中具有一定造血功能，才能减轻政府

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负担（但这不代表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扶持）。这

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具

有超强可持续性给我们的启示。

3．政府扶持与计划管理。政府扶

持与计划管理，是有机的统一体，是农

业生产的公益性与社会生产分配的社会

主义的要求。

只有政府扶持，如按微利原则限

制农资价格、禁止外国农产品对我国

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和恶性竞争、按价

值形态上充分补偿农业生产成本的原

则确定保护价收购农产品、低息甚至

是无息贷款等金融扶持、政府出面组

织引导农村经济和为农村培养输送人

才、国家财政设立公益性的农业生产

自然风险基金等。中国分散的农民才

能有效地组织在集体经济内，才能有

效抵制外国大农场之农产品的冲击，

中国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可持续提高

才有组织上和政策上的保障。需要政

府扶持，并不代表农村集体经济可以

完全依赖于政府补贴。

只有对农业生产实行宏观上有计划

的生产管理，才能避免“多收了三五

斗”的悲剧——避免农村集体经济遭遇

市场机制下的周期性风险，进而起到保

障农村集体经济稳定发展、强化农村集

体经济对农民吸引力的功效。

（四）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究

竟向何处去

至于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事

实上究竟会向何处去？我们可以做以下

乐观和悲观的两个预判。

1．乐观的预判。如果我国的农村

集体经济能得到政府的有力扶持并顺利

地将农民组织起来，按计划生产，走以

农业为基础并发展工商服务业的多样化

混合经营道路，那么我国农村经济必将

出现新一轮的繁荣，由此也必将形成中

国经济新的增长极。2015年 10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了《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财农 〔2015〕
159号文件），说明中央政府已经肯定了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也意识到

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必须要国家财政大

力支持。尤其是在高铁和高速公路以及

信息高速公路日益发达、全国贯通的今

天，以前制约农村工商业发展的交通运

输因素和信息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

了，在政府扶持和计划管理下，实现以

集体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农工商服

混合经营的农村经济的繁荣，走出一条

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

展道路，是完全可能的。

2．悲观预判。如果我国政府在财

政和金融等政策手段上，不切实采取力

度足够的扶弱的利益导向（“三农”皆

处于弱势）和扶持公益性事业（保障足

够的质量安全的粮食生产，可以说是一

国排在第一位的公益性事业，所谓“民

以食为天”是也）；如果我国的农民在

组织形式上仍然是一盘散沙，在思想意

识上无法克制个人主义；如果我们不能

成功抵制外国农产品对国内农产品市场

的冲击；如果我们还在利用国家强权去

追求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置“三大产

业”之间的内在相互关系于不顾，不遵

循“三大产业”之间循序渐进的发展规

律；那么，上述理想的农村经济制度暨

模式和重新繁荣农村经济是难以实现的。

若上述“农村集体合作+多样化混

合经营+政府扶持与计划管理”农村经

济制度暨模式不能实现，那中国农村经

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崩溃后，在弱

肉强食、物以稀为贵的市场机制作用

下，最终很有可能陷入农村两极分化的

新型雇佣制中，韩国当前所面临“大学

教授吃不起肉”的遭遇，我们就很可能

无法避免。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与文化

再能解决中国乃至世界农业所面临的囚

徒困境（实际上，所有弱势且有公益性

的产业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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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上述认识可以用图-1表示：

基本国情之一：13亿人口，9
亿劳动力，人多地少

欧美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
路不适合中国：欧美崛起时，
人少地多、国际工业产品市
场足够大，尤其是弱且富庶
的印度和中国的存在为他们
提供了巨大的工业产品市场

基本国情之二：帝国主义
列强环视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上没
有足够中
国劳动力
的工业品
市场

用机械代
替劳动力
不经济

美元霸权主
导下的全球
化陷阱：穷
国生产+富
国消费+穷
国债权+富
国负债=新
型殖民经济

不平等国际
贸易：第三
世界国家面
临 后 发 劣
势，国际贸
易规则由第
一、二世界
国家制定欧 美 式

发 展 道
路 带 来
城市病

只有让农村成为劳动力的蓄
水池才能安置规模庞大的中
国人口

中国难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
足够利润来补贴农业

不能走日美高补贴式
的农村经济模式农村农业必须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农村
经济制度：农村集体合作+多
样化混合经营+政府扶持与
计划管理

平等互助、团结共富的社会主义思想意
识（不剥削别人也不愿被人剥削）

扶弱型和公益性政府：损有余而补不足、抵
制外国农产品和资本对我国农业的冲击

图-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

注释：

①此处所指混合制，是指农村土地所有制既有国有也有私有、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既有佃农制也有自耕农制、经营范围是农工

商混业经营。在氏族部落社会，由于尚无相对独立之城市经济，所以

农村经济制度也就是其社会之经济制度。

②孙翊刚、王文素主编《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第22页。

③④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12页。

⑤⑥⑦刘明国、贾舒宁《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经营模式

的科学性》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1-36页。

⑧刘明国《现代农业模式分类与比较》，载于《农业经济》 20
11 年第9期第12-13 页。

⑨由百度百科韩国条目耕地面积数据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计数据库 （2015年） 人口数计算所得。注：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

亦说人均0.74亩（姜会明、刘连顺《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政策》，载

于《农业经济》1994年第8期第12-14页。考虑到从20世纪90年代

至今，耕地在不断被占用，那么人均0.55亩耕地面积的数据是可信

的。不管是 0.74还是 0.55，这两个数据都说明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

很少。

⑩1946—1950 年，日本土地改革规定 （1952 年

《农地法》确认）：不在村地主占有佃耕地不得超过1公

顷 （北海道不超过 4公顷），自耕农占有的自耕地不得

超过3公顷（北海道不得超过12公顷），不在村地主不

得占有土地 （参见綦好东、刘明厚主编《世界农业经

济概论》，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
233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农民工的形成与此

很相似，但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农业并未因此而

受到多大的影响，而中国农业却面临粮食安全的危险

和农村空壳化的问题。

刘明国、谢洪燕 《可持续地提高我国农民相

对收入水平需要什么？》，载于《农村经济》2007年第4
期第70-73 页。

綦好东、刘明厚主编《世界农业经济概论》，青岛

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3页、235页。

日本中央政府公共财政债务占GDP比重，2005—
2012年，由 144.31%上涨到了 195.99%（资料来源：中

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5年公布国际年度数据）。

类似的观点，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就已经

注意到了。他在《商君书·外内》说道：“民之内事，

莫苦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

人”（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政府不断提高农产品价

格，既未能扭转农民比较收益低的收入分配格局，也

未能使得农业可持续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

刘明国 《论“新常态”下中国财政的变革方

向》，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38-45 页。

阿累《印度19年来29万人自杀 大多因无力偿还

债务》，载于新华网-广州日报2014年2月25日。

邱荔《印度农民自杀人数再次增长 孟买所属邦仅

仅半年自杀1300人》，载于观察者网2015年7月21日。

其间的政府扶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二是限制农资涨价

（仍然是计划生产和行政定价）；三是出口多余农产

品；四是农村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仍然是国家

保障。

周勉、张志龙 《利润全靠补贴鼓励，农业规

模化种植成陷阱》，载于半月谈网2015年8月5日。

此处的“服”，是指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

贺雪峰《论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载于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45-6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55页。

金钊《论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战略思想》，载于

29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7.1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9年第 1期第

1-4页。

贺雪峰《当前我国三农政策中

的三大派别》，载于中国改革论坛 2015
年2月11日。

林春《小农经济派与阶级分析派

的分歧及共识 ——“中国农业的发展

道路”专题评论》，载于《中国乡村发

现网》 2015年9月21日。

刘明国、王宏彬《对我国“农业

产业化”的反思》，载于 《农村经济》

2004年第12 期第58-59 页。

温铁军《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现代

化了》，载于人物周刊2015年7月30日。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规模效应理

论，只是在没有交换的单个经济主体内

部（即纯粹的自给自足生产条件下）才

成立，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随着生产

规模的扩大，产品出现剩余和交换的需

要就是难以避免的。

以贵州目前烟叶生产为例，单个

家庭生产规模大体在 30亩左右比较合

适，超过该规模后，管理成本急剧上

升，往往导致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益小于

增加的管理成本（参见李家俊、刘明国

《中国特色现代烟草农业生产组织模

式：以贵州为例》 载于 《贵州农业科

学》 2001年第 11期第 197-201页）。这

仅仅是对国家垄断且有计划生产经营的

烟草行业（即该行业本身具有较高利润

率，是强势产业）而言的适度规模。中

国古代还从单个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以

及耕地资源总量）来确定适度规模的标

准，如丁男 70亩等 （日本“二战”后

土地改革，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个原

则）。就我国目前的不同地区而言，农

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分别应该是多少、确

定适度规模的原则是什么，尚需进一步

研究。

不仅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

临个人主义意识的制约，我国国有企业

的发展也面临个人主义意识的制约。社

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

治，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方塌陷了，

一国之社会主义性质就将难以保障（参

见刘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道路的抉择

——走向拉美陷阱，还是走向中华复

兴》，载于 《改革与战略》 2015年第 2
期第26-33页）。

中国经济结构与欧美经济结构存

在以下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1）中国

农民工可以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而欧

美城市工人在失业难时无法流动到农村

去 （有个稳定的生活去处），且大部分

工人集中在城市，所以欧美国家面临经

济衰退时失业率提高，社会稳定性就会

急剧下降，危机就到来了；（2）中国农

村耕地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

制（即大多数农民工有耕地作为最后的

生活保障，但是随着农村耕地的不断被

占用和退耕还林，失去了这一保障的农

民越来越多），而欧美农村耕地是私人

所有制。这是中国经济较强韧性，在农

村耕地所有制上的原因。然而，如果继

续片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乃至农村生

产资源的私有化，形成诸如欧美国家人

口比重较高的无产阶级，中国这一经济

韧性将被消解。

笔者在《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

织经营模式的科学性》中，对我国未来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发展方向的提

法，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小农生产+合

作化+政府足够补贴与计划管理”。因以

下原因而做如本文的修改：（1）政府扶

持并不是一定要政府补贴，而是侧重于

政策上的保护；（2）“集体所有制”与

“合作化”合称“集体合作”，以区别于

私有制性质的股份合作；（3）多样化混

合经营，明确了新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

构想在生产经营方面的特征：（4）“小

农生产”或“小农经济”的说法较为笼

统，是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且其

本身还是一个语义含混的概念 （“小

农”究竟是指户均土地面积很小和没有

雇佣关系呢，还是机械化程度低呢，或

者还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和自给自足为

主呢？对应的“大农”又是指什么呢？

是不是“小农”就一定缺乏生命力，而

“非小农”就一定富有生命力呢？）。

当然，鉴于我国农村条件的复杂

多样，从微观来讲也不能一概而论，具

体的实现形式需要因地制宜，本文仅是

从宏观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讲的。

试图以商业保险的模式来解决具

有公益性的农业生产的风险，不仅在理

论是错误的，实践也证明是失败的（参

见刘明国《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风险保障

机制》，载于《贵州社会科学》 2014年

第10期第124-128页）。

在中国古代，由于农业生产以自

给自足为主，所以市场风险不是中国古

代农业生产说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是，

在中国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人口比重

已超过50%）的今天，中国农业生产的

商品化程度已需要大为提高，市场风险

已然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不可忽视的风险

之一。如果按照城乡同等农产品消费水

平来估算，那么，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

化程度需要达到50%左右——即农民人

均生产两个人所需消费的农产品。

陈平也有类似观点，即通过繁荣

农村经济来形成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

极（参见陈平《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

调——与吴敬琏、林毅夫商榷》，载于

观察者网 2016年 1月 30日），但作者并

不完全认同其通过土地整理、农田改造

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观点。

[责任编辑：黄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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