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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浪漫主义批判

党 国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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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与农村发展是近年来的一个公共话题，吸引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意见。基于学科

背景不同、利益关联不同、知识积累程度不同以及研究方法不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观点迥异的意见，

其中多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农业浪漫主义分布在若干领域的知识谱系中。在资源配置效率的维度上，

从强政府的深度干预到强市场的自由放任两端之间；在社会平等的维度上，从大资本主导到小农保

护的价值分析视野；在生态保护的维度上，从极端原生态标准化监管到农企自主约束的政策覆盖跨度，

都可见农业浪漫主义主张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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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国农业今后怎么发展？人们提出了大量对应方略，其中不少有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主张的特点，

是以少量事实取代全部事实；以小群体偏好取代基础群体的偏好；以一地的政策“成功”推测政策的全部

有效性；以小道理压住大道理。一些浪漫主义主张经当事人的渲染，很能吸引公众眼球，对舆论发生影响，

进而难免对决策者发生影响。本文对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些主张做一简要评论。

一、悲观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径只有两条，

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前

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

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笔者借一个案例

支持这个看法。下面的数据是笔者 2014 年在江苏射阳调查的结果。

表 1  农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案例分析数据

  资金投入变化 农户劳动投入变化 土地产出率变化 产量变化 收益 / 成本 左列计算假设：
1. 假设小农户农业装备
投资不变化，相关服务
由采购获得
2. 有关计算单位转换标
准如“备注”所示

小麦 / 亩 -19% -50% 8% 20% 192%
稻谷 / 亩 -19% -30% 8% 10% 30%

备 注
麦、稻全年原投
入 1038 元，这
里取平均数

单个工作日报酬 80
元，1 亩小麦与稻谷
原来的工作日分别为
3、5

土地肥力、土地
利用率及有效农
时利用率提高

小麦价格 1.1 元
/ 斤；稻谷价格
1.5/ 斤

小麦生产由亏
损转盈利，变
化明显

学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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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调查的这个村在 2014 年实现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以后，成本与收益发生了显著变化。笔者把这

个模式称作“农场规模经营 + 社会化服务”的模式。那里的单位规模经营水平从几百亩到千余亩不等。因为

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个村不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这个变化，而是用合约责任制的办法将耕地交到比较专业

的农户手里实现规模经营。这个村以往的模式是“小农户 + 社会化服务”，这个旧模式虽然比小农户自己耕

作的模式效率高，但与目前的“农场规模经营 + 社会化服务”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许多。

中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 30% 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粮食的进口优势就将不复

存在。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 0.7 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

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二、工业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最近一些年，企业家喜欢讲设施农业。他们希望农业尽快采用工业化技术，摆脱土壤、气候和人力对

农业的影响，实现食物生产的工业化。

如果把设施农业定义为人工控制水温光肥条件的农业，那么，这种农业不会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抛

开设施农业可能影响生命机理对自然的精密依存关系不说，单就经济预算来说，这是一种导致高成本的农

业发展理念。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亩地上建设较好的温室，资本报酬及折旧成本需要 1 万元左右，常年的

管理成本也达 1 万元，加上其他投入，近 3 万元。但是，1 亩地的温室蔬菜的年收益在很多北方地区平均获

得 1 万元并不容易。辽宁省这个指标在 2009 年不过 0.5 万元。a但这个省此后仍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每年

政府投入平均在 10 亿元左右。b如果把广东的蔬菜运输到沈阳，1 万斤蔬菜的运费不到 5000 元，综合成本

明显低于在辽宁建设温室。北方某些地区也可看到 1 亩蔬菜产值达到数万元、投资利润率达到 50% 以上的

情形，但这种情形通常很难长期维持，除非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发生作用。

美国农业高度发达，但在农村地区看到的温室并不多。有温室主要用于花卉栽培。这其实是成本计算

使然。为什么中国搞起了那么多设施农业？笔者在某地调研，听到一位从事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的老板一席

话，解开了谜底。他说，中国的设施农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部亏损。以笔者判断，除了菌类、花卉栽

培、不易运输的蔬菜以及组织培养育种等条件苛刻的特殊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必要搞设施农业。政府对设

施农业的高额补贴实际上错配了农业资源，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

事实上，大田农业是最经济的农业。我们不必给太阳和雨云付费。在不破坏人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地利用自然力，是高效农业的基础。通过育种技术、平衡施肥技术、机械替代人工技术，提高自然力利

用的效能，是降低农业成本的主要路径。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就是因为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在

没有政府特殊补贴的情况下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

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主粮、主菜、牛奶、禽肉）的

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吃得安全。

三、文化拯救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一种论调近年来甚嚣尘上，说中国农村因城市化变得凋敝了，农村空心化了，农村文化衰败了，乡

愁的依凭没有了。此论大谬不然。

悠悠万事，吃饭为最。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有所寄托，而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农民离开家乡是

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如果种地不挣钱，农民为什么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种地能挣钱，能使他

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人也会去种地。这是笔者在农村调查的基本结论。事实上，承载乡愁的居住形态，

a	 辽宁日光温室蔬菜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参见《辽宁日报》2009 年 5 月 22 日。

b		辽宁高度重视设施蔬菜生产 2015 年日光温室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参见《农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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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也可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太多的弊端，才压缩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留居农

村的农民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乡村田野会更加美丽，我们将能更多地领略

乡村意蕴。

美丽乡村要靠富裕农民来支撑。如果指望农民不动窝留守家乡，过一种“十亩土地半头牛”的苦日子，

让你起兴时到农村走一遭，去收获你的乡愁，那不是太残酷了么？留住乡愁绝对必要，但正确的路径是城

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至于文化传承，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所谓文化，广义地说就是人类行为规则及其艺术化表达。不同

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对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才是文明。

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类型又产生了，我们不必厚此薄彼。在现代化进程中，文

明国家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不是文化没有了，更不是文明没有了。现代城市照样承载文化，发育文明。

人们如果对哪一种具体的农村文化类型非常珍爱，而那里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弃它，我看你可以

自己掏腰包给农民，让农民挣你的钱，为你守住那种文化。如果你欣赏的那种文化类型适合大众趣味，我

相信它也不会消失，人们不必为此焦虑。

不要把传统农村文化想得那么美妙！不用读艰涩的科学论著，单去读几遍《白鹿原》《红楼梦》吧！由

此去体会传统农村的伦理关系，我们不再会迷恋它。当下中国，抛弃宗法伦理关系肯定做不到，但要将此

发扬光大，绝对是开倒车。农民，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用自己的脚丫子做出了选择，城里的学者专家不要

想着去阻拦他们。

四、乡村精英的农业浪漫主义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

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中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

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主任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业涉及到田间生产环节，尚没有官方统计数

据，但从进入农业的企业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数量应该不少。目前中国合作社数量近 150 万家，

其中示范社在 10 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

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 1000 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

反过来说，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旦出现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着出现了因规模过大而发生的“不经济”问

题。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借助政府的财政支农项目对

土地进行大规模整理，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进

一出所产生的差价可以达到 3 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

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中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农

民获得了多种收入，有工资收入、租金收入、补贴收入，因此以为好事，遂大力推动农业雇工经营。但据

笔者在国内外调研、访问，可认定一般农业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

的劳动力不足时，也会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

依笔者之见，为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社会转型，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

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禁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

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

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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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国家，近半农村

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当然不合理。特别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发达国家形成显

著反差。怎么办？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的城市反哺农村，让数亿农民就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收

入增长。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 + 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 户农民种 10

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 60 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

22%a。但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23.3%。b要知道，全国平均的

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

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这也说明，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

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

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

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

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

受贷款的对象。2015 年，中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200 亿元，同比增长 20% 以上。c但从严格

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 d。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

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

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

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

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有资料表明，纽约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于男性。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

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 e。从大的方向看，促进农业

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女性进入城市谋生，而不是给她们一点小钱，把

她们拴住在农村。

六、“人民公社”的农业浪漫主义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被取消了，因为那个制度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是，

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集体从事

农业生产活动，并用集体收入的一部分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笔者在农村调查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

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第一线官员朋友说得也很直白：如果

没有集体经济，上级到基层检查工作，可能没有茶喝，因为集体买不起茶叶。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

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或是农村公

a		汤姆·菲利普：《中国人工作有多努力？》，《环球时报》2015 年 10 月 8 日译转。

b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 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2016 年 1 月 19 日。

c		国家统计局 2016 年 2 月 29 日发布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d		The Miracle of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Vol. 7, No. 1, January 2015, 
with Abhijit Banerjee, Rachel Glennerster and Cynthia Kinnan.

e		李庆：《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中国妇女的根本解放》，《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5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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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经费问题。

那么进一步看，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

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

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农村的其他公共

性事务，例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那些社区性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

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因为小型社区的公共服务常由志愿者提供。在欧美国家，某些公共服务的组

织责任，会实行轮流坐庄制，坐庄者是不取报酬的。

退一步说，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免费获得 , 我们又可算一笔账。如果给每个村补贴 20 万元人

民币，形成针对解决农村社区性公共事务支出问题的全国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机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全国涉农的村庄是大概超过 50 万个（不少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已经实现了公共财政全覆盖），实现公共财政

全覆盖大概需要 1000 亿元人民币。

有了这个 1000 亿元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

农民经营权。通过深化改革，农业 GDP 若能增长 15%，就意味着多产出 9000 亿元左右（后文对此有案例

分析证明）。这个账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 1000 亿元吗？当然不是。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涉及“三农”

的支出近 3 万亿元。用 1000 亿元换来 9000 亿元，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中央最新发布的《关于农村综合

改革的实施方案》，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

七、土地自由交易论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主张，农业生产可以完全交由市场支配，政府不必干预农产品市场。具体说，他们不赞成土地用

途（分区）规划，也不赞成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认为这些政府规划或政策会妨碍市场竞争。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配置。但是，进一步

扩大市场对农业的支配作用，不应否认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业经济的意义。这个道理并

不复杂，因为农业生产在耕作环节存在大量公共性问题，市场失灵难以避免。

土地功能分区制度的内涵之一，是建立农业保护区，即划定一部分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种做法

看起来会限制土地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却在市场化经济发达国家被较多采用。美国国会 1924 年通

过了“州分区规划实施法”，但没有包含任何政策指南，直接把所有的土地使用的法令性责任交给了市政当

局。州级政府则仅仅对市政当局制定分区规划提出原则性要求，或在必要的情形下用财政拨款影响市政当

局的分区规划 a。这个制度对于保护耕地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新西兰的农业最具有自由放任程度

高、政府干预弱的特点，但这个国家仍然针对农地利用出台了大量法规，其中多涉及各类国土保护区的建

立与维护。中国农村人口稠密，村庄与农民住房建设很容易蚕食耕地、污染耕地，建立农业保护区更有必要。

农产品生产的“计划性”在欧盟十分明显，只是它完全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农业“命令经济”。欧盟农业

计划的支撑主要是欧盟的农业计划系统以及欧盟的巨型农民合作社。因为这种计划性，欧盟各国多年没有

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类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欧盟国家早已不见，反倒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

义国家。欧盟的农民合作社体量巨大，往往跨国吸收社员，在国际上以跨国公司面貌出现，对农产品生产

有很强大的计划安排能力。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

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

十分庞大的规模，足以对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对供应做出安排。这种农业组织有了明显的垄断性。从欧

a		兰德尔 . 阿伦特（1994）：“Rural by Design,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参见《国外乡村设计》，叶齐茂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第 266—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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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以致

欧盟国家多年未出现农产品严重过剩问题。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八、重农学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财富创造观。17 世纪的重农学派

以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观点还在

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人担心劳动力离开农村，担心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土地。

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

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

价情况。1 公顷较差农地约 4000 欧元，合每亩人民币 2700 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 1.4 万元。农

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 13 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

区1亩农地可卖到 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 倍左

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 3000 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

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

的提高。

九、原教旨有机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发展有机农业在中国呼声很高。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有机农业

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最高道德话题，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帽子的风险。这里且不论

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10%。按照大行

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 350 亿美元 a，但 2014 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 GDP 为 8350 亿美元，

前者为后者的 4.2%。若统一为 GDP 指标，这个数值还会更小 b。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这

不是说美国不重视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的关于普通农产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

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

标注为有机农产品。美国对有机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是，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曾

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

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 20 吨以

上，为中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 5 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

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 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

品价格低廉 c。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 4% 以下。同时，美国人因为不愁

吃穿，加上住房价格相对低廉，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

a		Andrizej Zwaniecki ：《培养新型农户》，参见《新交流》，2015 年，夏季刊（美国大使馆刊物）。

bc		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ing data from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ers.usda.gov/data-products/chart-gallery/

      detail.aspx?chartId=40037&ref=collection&emb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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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再转述。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

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中国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

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至于食品风味等要求让有机农产品生产去解决。千万不

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通过这个改革路径，有可能把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 35% 以上

逐步降低到 20% 左右。这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的基本标志。

十、零增长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 2000 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

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干什么？提

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

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

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

村落聚集形态，甚至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持这种理念的人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

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也属浪漫主义农业观。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

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

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使得人们

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

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

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曼妙，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

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

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

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

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

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

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下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

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

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

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这便是所有人

可以享受的有规则的自由。所谓人的解放，不过如此。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

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

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

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

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

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

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

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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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

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

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要降低多层共用楼房在房屋

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独栋房屋的比例。

欧美国家在自己的经济成长历程中没有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顺应城市化规律，开辟了攀比型消费空间，并有财产权制度给予支撑。

表 2  2014 年美国家庭平均支出构成 a

项 目 住 房 出 行 食 品 个人保险及年金 健 康 娱乐与饮酒 储 蓄 衣 物 其 他
百分比 33.3% 17% 12.6% 10.7% 8% 6% 3.3% 3.3% 3.3%

从表 2 可以看出，美国家庭支出结构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维护装修等，不是买房支出）竟占到

支出总额的 30% 以上。如果没有财产权保障，没有高品质的居住条件，没有住房的可维护性，很难想象一

个国家的居民能年复一年地将 30% 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国人购买单元楼房是一次性投资，此后很少发生

住房维护支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社区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样地，没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

径，也很难想象能产生 17% 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带来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使农产品成本得以降低，

使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能够降低到 12.6%。这种支出结构是美国保持消费力与经济活力的基础，也是美国

做世界老大的重要基础。如果美国人听从几十年前兴起的“零增长经济理论”，以国家干预来束缚美国人的

消费，很难想象美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城市化，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

让中国大部分家庭拥有“接地气”的住房财产，并以廉价食品鼓舞消费信心。

（责任编辑：沈 敏）

a	 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ing data from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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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is a public topic in recent years, and it has 
attracted quite a few scholars to speak out on this field. A great many of viewpoints which are quite 
different are issued by the scholars based on different fields of study, different beneficial relations, 
different levels of accumulating knowledge, and different methodology, among which there are romantic 
ones. The agricultural romanticism is dispersed in several domains of genealogical systems of knowledge. 
The propositions of agricultural romanticism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 dimens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a deeper intervene of strong government and no-interference of strong 
market, in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equality, in the value analysis from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large capital 
to the protection of small peasants, in the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from the censorship of 
standardization of extreme proto-ecology to the policy covering a self-restrain by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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