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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弱合作：起源、演化和展望
李 周

摘要：从历史上看，合作已经由维护弱者自身利益、增强弱者在市场上的话语权走向拓展弱者的
市场竞争能力；从趋势上看，弱弱合作的方式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参与者的可选择性会变得越来越
充分；从宏观上看，合作方式与市场方式的互补作用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不再是它对市场缺陷的弥
补作用。任何合作模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一旦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它就会由适宜转为不适
宜，合作的创新将永远在路上。发展现代农业，可以采用把个体做大的独享型规模经济模式，但中国
大部分地区适宜采用把群体做大的分享型规模经济模式。合作既是凝聚弱者力量的措施，也是促进竞
争的措施。建立合作效益公平分配的机制，是形成合作意识、发扬合作精神、发挥集体理性和个体理
性互补作用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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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农民应该在
社区内部以“弱弱合作”的方式把自己的力量凝聚起来，实现留在农村的农户与流出农村的农户的合
作，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克服超小规模经营难以发展现代农业、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局限性。一些学
者认为这个观点很重要，希望笔者围绕“弱弱合作”作出进一步阐述。本文是根据他们的建议撰写的。

一、依靠合作维系生存与繁衍：自然界里的观察
在生物圈里，很多物种都借助群体力量乃至物种之间的互补性维系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使其能
够在自然界生生不息。
（一）协同共生
1.抱团运食物。例如蚂蚁，凭借个体力量可搬动的食物很少，倘若它们只搬动个体能搬动的食物，
蚁群就无法得到可维持其生存和繁衍的食物。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它们发现搬不动的食物后会不断
地召集同伴，直至能一起将其运至蚁穴。它们以这种方式获得充裕的食物，然后共同分享。
2.抱团斗天敌。胡蜂是蜜蜂最大的天敌。胡蜂发现蜜蜂后，会堵在蜂巢前捕食过往的工蜂，甚至
召集同类前来捕食，一只胡蜂在一分钟内最多能咬死 40 只蜜蜂。蜜蜂发现蜂巢附近有胡蜂时，会留
在巢中躲避危险，等危险过去后再出去采蜜；遇到很多胡蜂时，蜂王会果断带领蜂群弃巢而逃，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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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灭绝。然而，蜂群只采用防御策略，终究会遭受灭顶之灾。有些蜂群发现，它们可以依靠群体的力
量置胡蜂于死地，认识到这个应对力的蜜蜂在遭到胡蜂攻击时会震动腹部发出请求同伴增援的信息，
并聚成一个团将胡蜂围在中间，利用其生命极限温度比胡蜂高 3℃的特性，通过一起扇翅膀传递热量
使胡蜂的体温升至 46℃而被活活热死。
3.抱团度严寒。蜂巢内的温度低于 13℃时，蜜蜂会在蜂巢内互相靠拢，结成球形团，温度越低结
团越紧，蜂团表面积的缩小可减少热量损失。外面的蜜蜂往里转移，里面的蜜蜂向外转移，通过不断
交换位置确保大家都能存活。为了维持球形，蜜蜂不是各自取食，而是以互相传递的办法使大家都能
得到食料。
4.抱团抗巨灾。蚁群遭遇危难时不会各自逃命，而是前赴后继直至危难消除。例如，在遇到不可
抗拒的大火或大水时，所有蚂蚁会滚成一团。外层的蚂蚁以自己的死亡为里层的蚂蚁留下存活的机会。
（二）互利共生
自然界的物种不仅有种群合作，还有互利共生的物种合作，例如榕小蜂和无花果、红松和松鼠。
榕树雌花开花时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花香味，榕小蜂能闻着这种气味找到榕果，即无花果。无花
果内能结果实的雌花的花柱很长，榕小蜂的产卵器太短，必须找到花柱较短的瘿花才能产卵。在这个
过程中，它把身上沾的花粉全搽到长长的雌花柱头，为无花果进行了充分的授粉，最后把满腹的卵产
在瘿花里。进入果腔的榕小蜂翅膀、触角都折断了，产卵后就死在了榕果里。榕小蜂虫卵的发育成熟
与雄花完全同步。榕果雄花开放那天，所有榕小蜂羽化为成虫，离开榕果，开始下一个生活循环。在
榕树的隐头花序里，没有榕小蜂传粉无法结出果实，没有隐头花序里的瘿花，榕小蜂不能产卵，同样
无法延续后代。
红松的松果绝大多数生长在树冠上，松果中的松子被坚硬的鳞片裹着难以自然脱落，主要由攀到
树冠的松鼠剥掉松果的鳞片将其取出放入颊囊，再储藏在地里，然后慢慢食用。松树各年的结实量不
均匀，松鼠必须贮藏大量松子方能满足结实量少的年份的食物需求。这些松子被贮藏得很分散，有些
因松鼠吃不了被留了下来，有些因松鼠不记得藏处被留了下来，它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地下生根发芽，
长成松树。红松和松鼠彼此依靠达到了互利共生。
（三）偏利共生
偏利共生是指两种都能独立生存的物种以一定的关系生活在一起，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无关紧
要的现象，例如藤壶附生在鲸鱼或螃蟹背上，以其头顶上的吸盘固着在鲨鱼腹部。海洋里有一种色
彩鲜艳的双锯鱼常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受到海葵的保护，其他小鱼靠近海葵，会被其触手抓住并被
吃掉。豆蟹栖息在海蛤的外套腔内，偷食其宿主的残食和排泄物，却不构成对宿主的危害。兰花生长
在乔木的枝上，可以更好地获得阳光，它的根也在潮湿的空气中能更充分地吸收营养。

二、弱者合作目标的演化：社会中的观察
人最初在氏族公社中生活和生产，说明他们早就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虽然氏族公社随着人的
个体力量的增强被家庭替代了，但是人的合作意识、合作精神和合作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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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很多论述合作重要性的谚语。例如，一箭易断，十箭难折；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
人与其他物种最大的不同，是合作的行为方式会依据目标而调整或改进。
（一）维护弱者的自身利益
工业革命的兴起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竞争不充分、市场缺规则和政府缺管理
的情形下，商人可以随意抬高商品价格。为了抵制商人的盘剥，维护自己的利益，劳动者们采取了联
合起来开办自营商店的行动。虽然苏格兰额尔郡于 1769 年就成立了“便士资本家”合作社，但人们
普遍把 1844 年在曼彻斯特北部罗虚代尔小镇上 28 名法兰绒工人组建的，向社员出售面粉、黄油、茶
叶、蜡烛等日用品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称为第一个成功的消费合作社。其主要原因是，它提出
了社员自愿进入和退出、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固定红利和限制股金分红、盈余按社员购买额分
配、发展教育、现金交易、保证产品质量和公平买卖等原则。
农业合作社的成立，则是处于弱势的农民为了改变他们在生产、收购、销售等环节受商人盘剥的
局面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正如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W·戈德温指出的那样，获得产品和要素议价
的权利，是建立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原因（约翰·W·戈德温，1986）。
劳动者群体的合作并没有停留在开办小商店和开展日用消费品营销上，而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
通过建立联合会（例如 1863 年设立的“北英合作社批发联合会”
）开办自己的工厂，生产“合作社”
品牌的商品，开办合作社保险公司和合作社银行等。到 19 世纪末，合作社的业务发展到消费、保险、
信用、工人活动、社区服务等领域（白瑜洁，2011）
。
劳动者抵制商人、企业家、金融家的盘剥，保障自己权益的活动具有合理性，但它们并不是解决
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第一，这些合作通常是同低水平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例如格莱珉银行，它的成
①

功同贫困群体就业不充分紧密相连，一旦进入了充分就业阶段，劳动者为了得到小额贷款 投入大量
时间和精力的意愿就逐渐下降了。第二，市场不完善造成的问题可以通过发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和
加强政府管理等措施加以解决，劳动者的合作并不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唯一途径。第三，这些活动有抵
制盘剥的一面，也有抵制分工专业化、不利于创新和创造的一面。第四，这种通过合作保障弱者在零
和博弈中的应得份额的必要性会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市场信息越来越透明、市场体系越来越完
善而变得越来越小。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类弱者合作的作用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渐下降，但它们是推动社会发展必不
可少的一步。正是弱弱合作对社会缺陷的挑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二）增强弱者的市场话语权
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因而它们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
是弱弱合作的典范之一。南南合作旨在保障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世界经济，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传播

1976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乡村调查中发现，全村 42 位贫困村民借了总额为 625 塔卡（约 27 美元）的高利贷。尤努

①

斯当即拿出 625 塔卡借给这 42 位穷人，使他们避免高利贷者的盘剥，以自我创业的方式改变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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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相互分享的知识和经验，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境、
中小企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健康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开展平等多向的政策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20 世纪 50 年代召开的万隆会议，促进了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的建立，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
之间开展资金和技术合作的倡议，这是南南合作的开端。20 世纪 60 年代初形成的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
集团是南南合作的两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它们制定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南南合作的领域、内容、方式
与原则。南南合作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由于发展
中国家的经贸规模扩大得更快，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逐渐加大。2016 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和南非 5 个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0% ，超过了美日欧，成为
①

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南南合作作为一个保障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平台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它不应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发
展的唯一平台。从发展趋势看，南南合作会走向南北合作、全球合作，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有可
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包括各种互补的发展机会。
必须指出的是，南南合作是通向南北合作、全球合作必不可少的一步，正是南南合作对国际经济
秩序缺陷的挑战，促进了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三）拓展弱者的市场竞争力
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的主要购物方式之一。开网店的门槛低，技术难度也低，刚好契合资
金有限、技术薄弱、时间充裕的农民的创业需求。然而，电子商务需要形成强大的物流才会具有竞争
力。单个农户开设的网店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抱团才有可能在电子商务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
于是，弱者们以集聚的方式形成了淘宝村、淘宝镇和淘宝村集群。其中，全国淘宝村的数量从 2009
年的 3 个增加到 2019 年 6 月底的 4310 个，淘宝镇从 2014 年的 19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1118 个，淘宝
村集群从 2015 年的 25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95 个 。为了规范网商的行为，避免恶性竞争，提升自己
②

同电信、物流、原材料等供应商谈判的话语权，他们还成立了电子商务协会等行业组织。
此时，弱者合作已经不是为了抵制商人、企业家、金融家等的盘剥，而是通过合作形成能够同强
者平等竞争的能力。它追求的是正和博弈的结果，而不再是在零和博弈中得到应有份额。
（四）弱弱合作的包容性会越来越好
自然界里其他物种的合作，无论是特定物种的种群合作还是不同物种的个体合作，都是出自本能，
合作内容和合作方式几乎都是固定不变的。人类和自然界里其他物种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没有停留在
为了个体生存和群体繁衍的合作阶段，而是随着目标提升不断地改进合作模式。他们的合作不仅是本
能，而且是才能。同以不变应万变的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最大的优点是随机应变。第一，参与合作的
人员的特质是变化的。最初是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公社成员，后来是有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熟人，现
在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陌生人。第二，解决的问题是变化的。最初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后来是为了
引自 2017 年 9 月 3 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

①

②

参见阿里研究院：
《2009-2019 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http://www.199it.com/archives/935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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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小康，现在转向共同富裕。第三，采用的方式是变化的。从抵制强者的盘剥到增强自己的话语权，
再到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期间有很多创新和创造。强调这 3 个变化是为
了说明，现实中没有能解决所有问题、能永久地持续下去的合作模式。任何合作模式都有它的生命周
期，一旦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它就会由适宜转为不适宜，合作的创新和创造将永远在路上。
更直截了当地说，弱弱合作是提升弱者在市场上的话语权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它在抵制商人盘
剥和弥补市场缺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此形成的自我服务的封闭市场会对分工的深化施加负
面影响。市场缺陷要靠发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和加强政府管理等措施来解决，合作并不是解决市场
缺陷的基本措施。从趋势上看，弱弱合作的包容性会变得越来越好，参与者的自主性会变得越来越强，
参与方式的可选择性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将是它和市场的互补作用，而不再是它对市
场缺陷的弥补作用。

三、促进弱弱合作的理论思考
毋庸讳言，改革前中国在农村推行的弱弱合作模式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
有实现农村发展的预期目标。这是弱弱合作不被看好甚至被排斥的重要原因。其实弱弱合作失败并不
是个案，弱弱合作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关键在于有一批不断总结经验和纠正偏误的探索者。所以弱
弱合作出现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形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并据此否定弱弱合作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弱弱合作的变化
1.由创建理想社会的组织基础演变为增加合作者福祉的运作平台。人类的合作行为源远流长，但
人人平等的经济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的，它肇端于空想社会主义。19 世纪初，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一批目睹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一
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协同劳动、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并开展了把合作社作为这个理想社会的组
织基础的实践性探索。虽然前期的实践性探索大多都失败了，但发展合作社的探索并没有偃旗息鼓。
经由约 300 年的演进，从它现有的治理架构和制度安排看，其创建理想社会的组织基础的作用趋于弱
化，增加合作者福祉的运作平台的作用趋于强化。
2.由改造私有经济的工具演变为发挥互补优势的工具。最初的弱弱合作，强调公有制对私有制的
替代，并根据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判别合作方式的优劣。合作成为改造私有制的工具，试图通过合作把
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而提高产品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现在的弱弱合作，
强调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融合和互补，并根据经济绩效的高低判别合作方式的优劣。合作成为发挥家庭
经营和集体经营两个优势的工具，试图按照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的规则，实现私有经济成分和公有经
济成分的平等和包容，把私有经济成分和公有经济成分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其改
造私有经济的作用趋于弱化，发挥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互补作用趋于强化。
3.由实施国家战略的载体演变为集聚农民发展能力的载体。中国最初不仅把弱弱合作作为创建理
想社会的组织基础和改造私有经济的工具，还把它作为实施国家战略的载体，试图通过弱弱合作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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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更便利地集中农业剩余，更顺畅地实施国家确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更快捷地实现国家确立的
发展目标。现在的弱弱合作是集聚农民发展能力的载体，试图通过弱弱合作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
农民收入增长，促进农村繁荣，缩小农民收入差距、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其实
施国家战略的作用趋于弱化，集聚农民发展能力的作用趋于强化。
（二）如何评价现实中各种类型的合作
1.强强合作。中国现实中出现的强强合作，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国内的强强合作不仅必要，而且重要。这是一些学者倡导强强合作的重要依据。
然而，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的强强合作又有弱弱合作的意味。国家应该支持这样的强强合作，同时在
宏观管理上要有防范它们形成国内垄断风险的法律法规和应急反应机制。
2.强弱合作。中国现实中出现的强弱合作，主要是为了加快弱者脱贫的进程。强者的资金、技术
优势和弱者的土地、劳动力优势的互补，确实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使弱者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这
是一些学者倡导农业和农村引入外部强者，开展强弱合作的重要依据。然而，现实中出现强弱收入差
距逐渐缩小的情形是小概率事件，出现强弱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情形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要培育和
激发强者的社会责任，使强弱合作具有强弱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特征，以确保强弱合作健康发展。
3.弱弱合作。中国现实中的弱弱合作，既有很多没有达到公平分享合作效益预期目标的案例，也
有一些达到了公平分享合作效益预期目标的案例。据分析，弱弱合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是：
缺乏一心一意为合作成员谋福祉的带头人，缺乏公平分配合作效益的方法，缺乏权责利对称的制度安
排。成功的弱弱合作正好相反。学者的主要责任是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到复制的办法，而不应停留在
批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的阶段。
（三）弱弱合作成为普遍行为的基本条件
合作是指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群体，按照事先约定的、可实施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争取整
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而开展的活动。任何合作都包括合作效益创造和合作效益分配两部分内容。创造合
作效益时必须倡导集体理性，分配合作效益阶段必须尊重个人理性，所以合作既不能只强调集体理性，
也不能只强调个体理性，而必须同时合乎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要求，这是开展弱弱合作的基本条件，
也是弱者参与合作的基本条件。
博弈论指出，个体之间相互信任，都选择上策，才有可能得到上策均衡。然而，个体之间可能缺
乏相互信任，担心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要建立个体之间相互信任的氛围，都作出上策选择的决定，
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具有合作效益。所谓合作效益，是指合作的整体收益减去每个成员不合作的收益之和的差。
合作的前提是合作效益大于零。这是合作的一个前提。合作效益与成员不合作的收益之和的比值越大，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意愿越强。
第二，具有公平分配合作效益的方法。合作不仅要带来总收益或总效用的增加，还要给参加合作
的每一个成员带来同他的贡献相一致的合作效益，既没有人吃亏，也没有人占便宜。这是合作的另一
个前提。合作效益的分配越公平，参与者维护合作的意愿就越大，合作的可持续性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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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具有既有约束力又有执行力的制度。这是规范带头人行为，保障参与者知情权、监督权、
决策权，公平分配合作效益，实现参与者相互信任的基础性工作。相比较而言，把农户组织起来创造
合作效益并不难，提出公平分配合作效益的方法也不难，难的是形成一套既有约束力又有执行力的规
章制度。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合作有关的各种信息的传递、保存、查询等
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好，财务等信息公开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会变得越来越强，它们为解决合作各方信息
不对称和合作效益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相互不信任问题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一言以蔽之，合作效益大于零是开展合作的必要条件，合作者都能得到同自身贡献相一致的合作
效益，是开展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合作效益的大小决定于合作规模、合作内容、合作质量和合作的
有效性。合作能否具有持续性决定于合作效益分配的公平性。合作效益越多，分配越公平，参与合作
的激励就越充足。合作能不能成为普遍行为，最为重要的不是阐述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而是制定合
作效益公平分配的方法和制度，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同其所作贡献相一致的合作效益，既没有人吃亏，
也没有人占便宜。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形成合作意识、崇尚合作精神，发挥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互
补作用，实现可持续合作。
（四）重启农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对于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适宜采用家庭生产经营方式。对于商品率为 100%的农业，尤其是必
须面对全球一体化挑战的农业，除了采用家庭生产经营方式外，还需要采用具有共赢性质的合作经营
方式。农业需要重启合作的理由如下：
1.产权稳定性的需要。随着产业结构引发的就业结构升级，职业农户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兼营农
户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少。现在采用的土地流转方式固然可以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但是职业农户通
常不会在流入农地上采取提高土地肥力的措施，例如施用有机肥。要使职业农户对其经营的所有农地
都有提高土地肥力的激励，从而全面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必须把承包权的稳定性和经营权
的稳定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社区内的农户开展合作来加以解决。
2.发挥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互补优势的需要。重启农业合作旨在实现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的优势
互补，绝不是废除家庭经营，再次“归大堆”。具体地说，凡是适宜家庭经营的农业活动继续采用家
庭经营方式，凡是适宜合作经营的农业活动采用合作经营方式，只有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
生产经营中的交易成本乃至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中国农业的竞争力。
3.应对农产品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过去的农产品进口量极少，几乎没有来自国外农产品的冲击，
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国内农产品供需平衡。现在，农产品全球竞争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中国农业越
来越需要把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采用把个体做大的
独享型规模经济模式，也可以采用把群体做大的分享型规模经济模式，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适宜采用
后一种模式。
4.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和永续性的需要。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农户合作把土地集中起来，
再以竞标方式把土地经营权赋予一个或若干个生产经营能力更强，因而出价更高的职业农户，它的经
济实质是将现实中的农户家庭内成员分工调整为农村社区内农户分工。把有兴趣和有经营农业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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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留在农业，把缺乏兴趣和缺乏经营农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推向非农部门，有利于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用效率和总收益最大化，有利于增强农村劳动力分工的作用。这样的农
户分工与合作，不仅把职业农户和其他农户土地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更为
重要的是，通过其他农户的有效监督，使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建立在不损害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基础
上，从而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同等重要、承包权收益与经营权收益同向增长、土地产出和土地利用可
持续性同向提高的有机统一。
中国不仅需要重启农业合作，也具备了重启农业合作的可能性。
1.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农业。在农业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隐蔽失业普遍存在的阶段，
农户之间会有相同要素的相互流动（例如换工），但基本上没有不同要素的相互流动（例如土地流转
和作业承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非农收入的稳定性越来越强，
愿意继续兼营超小规模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少，农户之间不同要素的相互流动会变得越来越活跃。这种
流动越活跃，重启农业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农业合作作为提高要素流动稳定性的重要举措，会在优化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阶段，每个农业劳动力的作业质量有较大差
异，同一个农业劳动力的作业质量也有一些差异。由于农业生产作业的标准化程度很低，农业合作确
实会受到作业质量监测难的制约。农业进入机械作业为主阶段后，作业一致性程度会显著提高，农业
作业质量监测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近些年来，机械犁地、机械播种、机械中松、无人机喷药、机
械收获等农业作业外包大行其道，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农业生产的这些变化将极大地提高农业合作的
可能性。
3.农业合作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改革前的农业合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农户没有实质性的
选择权和退出权，它最大的变化是以单一的集体经营替代单一的家庭经营。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
业改革虽然强调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但真正实行双层经营的村组占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从总体上
看是以单一的家庭经营替代单一的集体经营。现在要重启的农业合作显著地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第一，
它要把改革初期确立的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体制落到实处。第二，它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第三，
农业合作的多少和快慢决定于拥有选择权和退出权的农户的意愿和行为。第四，它得到了较为完善的
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保障。农业制度上的这些变化将极大地提高农业合作的可能性。
（五）合作的展望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合作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合
作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并会成为全人类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等世界性问题、保障人类共同利益的重
要措施。
在法治社会和大数据环境中，合作获得成功的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好，合作模式会逐级“进阶”，
从弱弱合作拓展到强弱合作、强强合作，从村社合作拓展到国家合作、地区合作、全球合作。对此既
要有坚定的信心，也要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
然而，合作毕竟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农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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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社建立经济联系，也可以同企业或其他机构建立经济联系。这是由各人偏好不同带来的必然结
果。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合作都不会成为农业发展的唯一选择。
现实中之所以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是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农业合作既有上面
论述的诸多优势，又有决策过程缓慢、权责关系复杂、预期不确定性强等不足。企业没有合作社具有
的优势，却有决策更快捷、权责更对称、预期更清晰等优势；个人独自扩大规模的情形更是如此。其
实，正是各种选择形成的各种经营方式竞相改进的机制，使社会发展更加有效，更加包容，从而保持
发展方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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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weak Cooperation: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Prospect
Li Zhou
Abstract: Historically, weak-weak cooperation has evolved from safeguarding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weak 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weak in the market to expand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weak. In terms of trend, the bonding
forms of the weak-weak cooper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participants tend to have more abundant choices.
From a macro-level perspective,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s between the cooperation mode and the market mode are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rather than the substitute effects owing to market failure. Each mode of cooperation has its own life cycle. Once the
problem changes, the proper mode of cooperation will change accordingly. Therefore, the innovation of cooperation will always be
on the way. In terms of 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strategy of exclusively scale economies based on the few powerful
individuals can be adopted. However, in most regions of China, it is more suitable to adopt the strategy of sharing scale economies
based on the majority of individuals in a collective way.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a measure of gathering the individuals’ strength,
but also a measure of promot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of fair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benefits is the
key to form a sense of cooperation,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play the complementary role of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individual rationality.
Key Words: Weak-weak Cooperation;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Benefit; Mode of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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