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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需破解大政策与农业小部门化之间内在结构性矛盾
 李人庆

所谓农业的小部门化，是指

在近代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农

业比重占整个国家GDP比重逐渐

减少的趋势和从事农业生产者在

全社会劳动人口比重逐渐降低的

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已经由发达

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历史所证明了

的基本规律。统计数据表明，我国

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由2014
年的8.7%下降到2018年的7.2%。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提高，但在总产

值比重结构上始终是不断下降的。

农业产值比重下降远快于农业人口

的析出，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40
年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城乡工农

相对收入差距却始终无法缩小的

一个根本原因。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

不同地区先富后富的差异问题，

在发展转型过程中不同产业在工

业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发展

结构性转变，以及不同产业收入

增收差异问题，进而存在一个人

口就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收入分

配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规律就

是，由于农业从业者收入增长不

同于工业从业者，其基本生产资

料是以土地使用为前提的，具有

自然地理属性的约束性特征，因

此，无论是技术市场和要素结构

变化，其发展规模效应和变迁速

率都远逊于工业品的发展，这就

造成了工农产业在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在工业

化发展过程中工农行业收入差距

的扩大。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

要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适度规模化、

通过技术应用和农业资本化过程，

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农民增

收，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农

民的析出和职业农民的形成。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的现代化与发

展和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析出存在着

紧密的内在关联。农业生产的效率

提升与农地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是

正相关的。农业从业人口的职业化

水平和收入也是与其人均耕作规模

相联系的。因此，解决农业农村农

民的问题需要建立在厘清大的城乡

宏观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而

不能仅仅限于从技术层面短期发展

来看待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发展

问题。正如通常所说的，要“跳

出农业谈农业，跳出农民谈农

民”。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根本出

路在于减少农民。这应该是农业农

村发展政策最核心、基本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如何在农业不断小部门

化的发展趋势下，实现全面小康、

农业产业振兴和农村发展，是不可

回避的严峻挑战和问题。就发展而

言，如何使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

领域，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如何

创造传统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创

造性解决传统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

问题就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对扶贫

最具有可持续性和内生发展贡献的

发展方式。乡村振兴以人为本，就

是要以农民为本，解决传统农民的

非农就业发展问题，促进家庭农业

自立职业农业的发展。

疏密化始终是中国农业
农村农民发展的首要问题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农业发

展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由于

政治与文化上的制约，虽然中国已

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始

终未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工商

业始终被压抑在皇权专制管制下。

虽然无论是人均粮食产量还是亩均

产量在当时均达到很高的水平，但

是早期发达的农业并没有催生出非

农的发展，而家庭均分制下繁衍了

更多的人口，有限的土地产出和不

断繁衍人口的压力演化造成人地矛

盾和土地不断零碎化，形成了我国

近代农业的过密化发展方式以及普

遍的贫困化。过密化（Involution）

是经济社会史学家黄宗智在阐述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时借用人类学

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

1936年《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

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 vo lut ion :  The Proce s 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吉尔茨考察了

印尼的水稻经济，指出农民在人口

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

劳动投入，从而获得较高的产量。

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

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产生了单

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称之为过

密化现象。黄宗智将其用在分析中

国农业发展上，在其1985年出版

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书中，首次提出中国农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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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密化问题。而后又在1990年出版

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

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

版）一书中，将过密化理论作了进

一步拓展和发挥。黄宗智说明了他

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吉尔

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

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

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

化”内容。过密化理论解释了在结

构限制条件下农民内卷化的发展方

式和理性选择。实际上，在中国传

统自耕农体制下，土地不均问题并

不是发展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就

在于人均耕地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不

断减少而产生的人地矛盾日益恶

化。在土地稀少而人口稠密的江南

发达地区，已经发展出了发达的手

工业兼业型农业，因此如何走出传

统发展困境，实现传统农业国的工

业化发展转型，也成为费孝通、张

培刚等老一辈志在富农的学人志士

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二战结束后，在冷战的历史

背景下，新中国伴随着土改和合作

化运动，作为后发农业国不得不采

取榨取农业积累实现内生工业化的

方式，建立起城乡封闭隔绝的二元

社会制度结构。通过农业劳动密集

和组织密集节省剩余积累而不是工

业化资本自我积累的方式，通过迥

异于其他国家发展方式的逆人口工

业化和逆人口城市化打下了国家工

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农

业和农村的致密化和普遍的绝对贫

困。而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给了农

民在家庭承包和农民自我选择基础

上的自我疏密化过程。也就是农民

通过自由选择支配劳动力的离农方

式，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民进城打

工非农化，实现了农业劳动人口从

农业农村的析出即疏密化发展。应

该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农

民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做出了不

可泯灭的贡献和巨大牺牲。

改革开放后渐进改革的发展

方式保留和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

虽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得到

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总产值总量

和三次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我们也看到，三农问题并

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进一步

深化。究其根本，还在于我们对于

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农业农村

农民发展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

到，解决其发展的根本在于通过疏

密化来解决过密化发展方式问题，

并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相关的制

度改革和政策设计。

大政策和小部门化的结
构性矛盾

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悖论在

于，虽然三农政策在国家发展政策

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称

之为重中之重，但同时不可避免的

历史规律在于农业本身的小部门

化。如果所谓三农政策仅仅着眼于

三农本身，而不是从城乡工农关系

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农业农村农民

发展问题，仅仅从技术上修修补补

而不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的体制

机制问题，即使是再大的政策也基

本是无解的。通常说我们用地球7%
的土地养活了地球1/4的人口。但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仅仅占

7%GDP的农业产值是无法支撑数亿

农民的增收和发展的。

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

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问题，第

一次在政府制度改革层面将城乡发

展体制机制等根本性问题提到了议

事日程；并把乡村振兴发展作为扭

转原有城市偏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的再平衡发展战略，为新时期发展

提供了战略性指导方针，指引了

发展的方向。但仅仅提出还是不够

的，乡村振兴需要在一整套逻辑自

洽和完整系统的理论指导下才可能

实现。为此，需要厘清在农业小部

门化背景下乡村振兴发展的核心问

题，需要厘清城乡融合发展下农业

发展、乡村振兴与农民致富的基本

逻辑关系。

只有认识到过密化和小部门化

是结构性问题，并将其作为解决问

题的前提和核心，而不是将其放在

与其他问题同等地位上考虑，才能

实现真正的振兴与发展。这里首先

需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是疏

密化并非与农户家庭经营相对立，

而是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所

有发达国家农业的基本经营耕作单

位都是农户家庭，这是由农业生产

特点决定的。但是家庭经营规模伴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断扩大，

虽然各国由于各自的土地资源禀赋

特征和历史发展路径差异程度有所不

同，但是毫无疑问其都趋向于规模不

断扩张。需要从制度上设计考虑大量

兼业农户退出农业的退出机制和保障

机制问题。在其他土地私有制国家或

者像以色列集体农庄，都具有限制进

入和退出的机制。而我们城乡二元结

构下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固化了农业农

村农民的身份和农地社会保障，造成

其无法自然退出，大量农户虽然以农

民工的身份从事工商业、服务业等，

并转移到城市生活，但其并没有相应

的城市身份和社会保障资格，同时

也无法从农业农村退出。城乡隔绝

的二元制度格局是造成我国工业化

虽已完成产业结构性转变，而人口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却始终滞后

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处在一种

非自然的不稳定状态，无法实现社

会结构的自然转型根本原因。这一

方面造成人口城市化不足，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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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造成农地适度规模不足和农业

现代化转型的困难。显而易见，仅

以现有城乡产出结构与分配关系而

不改革农村过密化的结构和发展方

式，要实现全面均富小康既是不现

实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农村农业转型发展
特征：过密化和空心化并存

农业生产的过密化与农村的空

心化碎片化同时呈现，是中国发展

转型过程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的一

个显著特征。在日本，虽然也存在

一定的农地保护下的零碎化和过密

化问题，但是其户均规模通常在1—

3公顷，远大于我们的人均耕地不足

一亩、户均不足0.2公顷的过度零碎

化超小农格局。在如此超小规模、

不够糊口的农业水平下的农户经

营，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高质

量农业发展的，无法承担其发展农

业的主体责任和功能。只有在适度

规模条件下以中国平均水平在15亩
以上、1—3公顷（40-50亩）之间，

才有可能实现自立农户和家庭经营

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这就需

要在现有基础上，将原有的0.2公顷

水平的家庭经营耕地规模提高到1公
顷水平，也就意味着要疏散出五分

之四的农业从业人口。虽然这需要

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从目前来

看仍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问

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或设计出其实

现的可行路径和方式。

东亚国家应对乡村空疏化、实

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基本对策经验，

就是城乡人口的逆迁移政策。简单

地说，就是鼓励城市知识青年下乡

务农，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定居或

者养老，增加农村地区的在地人力

资源和消费水平。乡村振兴若无法

打开城乡隔绝的封闭大门，打开城

乡互动的通路，使城乡发展形成互

补互动共赢的发展格局，是无法实

现的。而我们的城乡隔绝的发展政

策堵住了城乡互动的通道。这就有

可能造成乡村的“空振”，也就是

只听到振兴的声音，而无法实现振

兴的实效。人口和产业是乡村振兴

之本源。没有人口和产业的所谓振

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厘

清农业人口与农村人口以及城乡摆

动人口三者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功

能。从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转换视角重

新审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要减少农业从业生产者，实现农业从

过密化发展方式转变过来，通过农业

生产者的疏密化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并通过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村社

会合作组织降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

成本，实现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均富

发展。还要通过农业现代化振兴农业

产业和多功能农业的发展，改变农村

和农民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传统

的作为原料生产地的被动的消费和

被支配关系。改变城乡之间传统的

生产与消费关系，促进农村的在地

消费，鼓励城市居民消费下乡特别

是基于乡村景观的休闲娱乐消费，

扩大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异地产品消

费，提高农产地的农产品的价值链

增值空间。扭转传统城乡生产和消

费的不均衡状态，实现城乡生产与

消费的空间转换。

实施疏密化发展政策，
把农民非农就业作为最大的
民生工程

坚持疏密化发展。城乡融合

发展的核心和前提就在于促进传统

兼业农民自愿选择从传统农业生产

领域退出，合理调整人地等生产要

素的关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

该认识到，农民的大规模脱贫和收

入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农业本身的增

长，虽然农民农业增收贡献不可忽

视，但统计表明农民增收的主要贡

献更多地来自于非农就业。也就是

说，非农就业对于缓解过密化发展

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生产率效益具

有决定性的贡献。因此，乡村振兴

的首要根本措施是以人为本，将解

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和扩大拓展非

农就业机会作为其发展核心和最大

的民生发展工程。要将解决农民的

非农就业保障和拓展问题作为发展

的首要核心问题，将拉动就业放在

比拉动GDP增长和其他发展要务

更为优先的地位。众所周知，小微

企业在解决就业上发挥着比大企业

更大的作用，大企业由于资本化过

程和集约化存在排斥劳力的倾向，

小微企业在社会创新解决低劳动技

能和低收入阶层就业上具有不可比

拟的功能，对于农民非农就业发展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城乡融

合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营造城乡小微

企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解决好

农民非农自谋职业发展出路问题。

而不是不顾实际地片面追求所谓的

GDP、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城市环境

等排斥小微企业发展。需要正确认

识到，保障人民利益的发展才是以

人为本、高质量的、稳定可持续和

谐的发展。需要将解决农民非农就

业问题摆在比扶贫攻坚更为重要的

地位上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提供

一个农民家庭的非农就业机会就实

现了一户的稳定脱贫。要将促进农

民非农就业作为考核各级领导政绩

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同时，需要通过三权分置土地

产权制度改革，持续实施促进土地

流转和适度规模化发展政策。在有

条件的地区鼓励实施按照失地农民

政策开展农民退地社会保障政策。

中央政府也应设计和建立相应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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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退出的社会保障基金和产业扶持

基金，来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和家

庭农场经营。加强对于自立和专业

农户在发展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

鼓励促进建立自立农户的各种生产

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合作组织。

完善农业全生产要素的
投入保障机制建设

全面促进农业的全要素发展和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简单劳动生

产率提升转变到向全要素生产要素

提升转变，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由外在数量

发展转变为内在质量内涵发展。需

要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劳动力

密集或者数量投入并不能解决农业

发展的品质质量提高问题，并不能

将数量导向型增长转变为提质导向

型发展，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

标。涉农产业既与劳动力和土地生

产要素密切相关，现代涉农产业发

展更与能源科技化工等诸多先进生

产要素密切相关，农业的机械化、化

工、生物品种、信息化自动化、土壤

生态环境改善改良等无不包含诸多现

代科技和设备等生产要素的供给。现

代农业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更是

自然与人以及与人造物科技的关系。

因此，必须转变原有的农业生产方

式，促进传统农业在品种、技术、耕

作田间管理园艺等一系列新生产要素

的供给，这就要在农业生产要素中

增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智力资

本的投入水平，全面提高政府在农

业资本化、科技化、机械化、设施

化、知识信息化方面的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和质量。促进农业全生产要

素水平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的

提高，从而实现从数量增长向提质

增效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强化小农与现代农业的
有机衔接

需要认识到，即使在户均1-3公
顷耕地规模下也是小农经济，仍然

需要通过对其赋能发展，才可能促

进和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既要为部分传统兼业农民退出、为

农业现代化铺路，实现农地流转转

用与适度规模经营，扩大自立和家

庭农业数量，夯实农业经济主体的

发展基础；同时也要为农业产业协

作规模化提供帮扶，使农民自我组

织起来，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

和社会网络组织，促进社会组织机

体发育和恢复社会自组织自我发展

的机能。通过国家农业基础设施的

改善和对农业科技流通仓储等公

共服务质量水平的提升保障，降低

农业经营的市场和技术以及社会自

然风险。通过农业金融支持增强其

自我发展和农业资本化及设施农业

的水平，通过科教兴农实现农业科

技对小农的赋能发展，使其能够站

在新科技平台上一展身手。加强对

于自立和家庭农场以及新农人的人

力资本投入，促进农业农村信息化

水平，为农业发展增智赋能。通过

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六次产业发展，

拓展与延伸农村多功能农业的开发

与综合利用，实现全产业化即农业

的工商业化，使得农业实现在地化

由原料生产到食品生产的增殖转

型，以扩大就业和增值收益空间。

乡村振兴需要实现多维
的在地性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和本质是

在地性发展，在地化的核心是发展

要素要回流，要形成资源投入向

农村在地发展倾斜的体制机制。

乡村能够振兴，各地区的发展

要有自主性和差异性。所谓“在

地性”并不是简单的“因地制

宜”，需要考虑到在地性的多个

维度，包括发展的在地性、自然

景观的在地性、产业的在地性、

文化的在地性、人和技术的在地

性等。由于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

性”远较工业品为低，在总量需求

过剩条件下，要实现其发展必须实

行差异化发展方式。只有差异优质

的农产品才能实现高效农业发展。

乡村振兴切忌雷同发展，必须走特

色化发展道路。这也是日韩乡村振

兴之所以强调一村一品、地产地销

的根源所在。农业产品具有明显的

在地化特征，农业食品工业的产业

特点不能脱离自然生物的生产过

程。对于中国来讲，乡村衰落不仅

是经济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

象。在地性就是恢复其发展的文化

自主性。在地的空间属性，既有外

在的属性也有内在的属性，有物理

空间、人文空间、市场空间、社会

心理空间、制度文化空间。我们在

乡村在地化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一

系列合作信用等根本性制度建设和

制度文化的建设与在地化，而不仅

仅是产业发展的在地化。乡村振兴

的在地性，需要思考发展会留下什

么的问题，究竟是授人以鱼还是授

人以渔，要考虑人才、制度、文化

等多方面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真正的乡

村振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