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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
陆益龙摇 陈小锋
[ 摘摇 要] 摇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人口与劳动力外流带来的结构与形态的巨变,乡村“ 空巢
社会冶 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乡村社会的新常态。 乡村振兴虽是在城镇化、现代化大背景下推进
的,但需要跳出城市中心主义及现代性的陷阱,重新认识乡村的社会生态价值,修复和重建乡村社会文
化系统的功能。 振兴乡村不同于城市化,因而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复制,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地探寻和发
现多样性的道路,但可以朝着产业融合发展的大方向努力。 在振兴乡村的路径选择问题上,还需要处理
好国家意志与农民主体性、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方面的关系问题,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
政策措施保障国家“ 三农冶 发展目标的达成,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让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
中保持着恰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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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乡村面临着是继续衰落还是重新振兴的巨大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的选择是后者。 为顺利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
能还需要在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方面凝聚更多的共识。 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理解了为何要
振兴乡村以及乡村振兴是可行的,那么支持和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力量也就会越来越广泛。 本文
将主要结合笔者已有的对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经验,探讨和阐述乡村振兴的现实条件、乡村振兴与
城镇化的关系、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和大方向等四个问题。

一、空心化抑或新常态
在乡村开展观察和调查活动过程中,常会听到乡村基层干部和民众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 乡村能振兴吗?冶 “ 村里都没什么人了,还怎么振兴?冶 解读基层社会的这一话语体系,不难发现推
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那么,乡村振兴是在什么样的现实基础上推进呢? 如何看
待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呢?
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理解,有不同的理论视角,笔者曾尝试用“ 后乡土中国冶 来概括当
下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意指费孝通所概括的乡土社会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改革
和市场转型等几次关键性历史变迁之后,已经迈入“ 后乡土社会冶 。 如今的中国乡村在保留着村落
共同体、熟悉社会和小农经营等部分乡土性特征的同时,也伴随着“ 大流动冶 时代的到来而形成了
“后乡土性冶 特征 [1]1 - 15 。 后乡土中国的视角所强调的就是乡村社会流动这一兼具结构性和过程性
的社会事实,由此抓住当前乡村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亦即乡村流动带来的变化和挑战。

也有学者从“ 城乡中国冶 的视角来看乡村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已经“ 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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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 乡土中国爷 ,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
‘城乡中国爷 冶 [2] 。 城乡中国的理论概括突出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主体和产业结构所发
生的巨大变迁,以及城乡关系的变化,强调要从城市与乡村所构成的社会新格局的角度来理解和认
识当前乡村社会的现实。
无论是从后乡土中国还是从城乡中国的视角,都可看到乡土中国的转型和变迁。 如果从社会
学的角度来看,变迁的乡村目前最为突出的形态和特征就是流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出现了“ 流
动的乡村冶 。 乡村社会的流动不仅仅只是人口与劳动力的向外流动( migration) ,也包括职业的流动
与分化( mobility) ,类似于刘守英所说的“ 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冶 [2] 。

某种意义上,乡村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可以说是乡村变迁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表征。 每年春节

之后,村庄里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要向城镇流动,由此构成了全国规模 2郾 8 亿左右的“ 农民工冶

群体或流动人口。 随着乡村劳动力外流,平时留守在村庄里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如今,随
着举家流动的现象增多,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也在跟随一起流动,这样,村庄里的留守人群则变
成主要是老年人群体,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很多村庄看上去空荡荡的,显得非常寂静和萧条。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景象,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乡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事实概括为乡村的“ 空
心化冶 [3] ,田毅鹏则将这一现状概括为乡村社会的“ 过疏化冶 [4] 。 在笔者看来,乡村“ 空心化冶 的概
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 空心化冶 有着衰竭和终结之趋势,就如同老树空心之后,将面临着慢慢死
亡。 目前乡村社会确实普遍存在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营生问题,而且人口向外净流出的趋
势也较为明显。 但是,无论从抽样调查的事实来看,还是从理论上看,中国的村庄、中国的乡村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走向终结的 [5] 。 将乡村社会流动的现状视为“ 空心化冶 ,显示出对乡村发展和
乡村未来的过于悲观。 有意突出“ 空心化冶 也可能造成唱衰乡村的传播效果,甚至可能误导政策
决策。
诚然,乡村社会流动不论是人口外流还是职业流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 对乡村流
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不宜片面地理解为是乡村“ 空心化冶 或乡村走向终结的表征,而是需要辩证
和理性地加以分析和认识。 对乡村人口外流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或许可以从乡村“ 空巢社会冶 的来
临角度来加以中性地理解 [6] 。

就社会学意义而言,乡村“ 空巢社会冶 的出现并
非指乡村已经“ 空冶 了或“ 空心冶 了,而是显现出乡
村在现代转型与变迁过程中一种新的形态,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乡村社会的“ 新常态冶 。 就如
同“ 空巢家庭冶 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一种形态一样,乡
村“ 空巢社会冶 就是乡村年轻人或青壮年劳动力从
农业和农村分离出来之后,本质上是生计或职业与

图 1摇 乡村“ 空巢社会冶 二元形态示意图
摇

家庭生活相分离之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状态。
以往,乡村居民的生计和职业是嵌入于社会生活和

家庭生活之中,而如今他们为了营生,则需要“ 离乡背井冶 。

作为一种“ 新常态冶 ,乡村“ 空巢社会冶 的形态如图 1 所示,在时间、空间和结构等三个重要维度

都具有二元化的特征。 在时间上,乡村社会主体的生活周期分为团聚周期与流动周期,在重要节假
日、特殊日子和农忙时间里,外出的人们会重回乡村团聚,而在一年大部分时间甚至于长年则处于
流动在外的状态。 在空间上,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实际上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家庭所在的乡村家居
空间,另一个则是在城镇打工生活的栖居空间。 有较多乡村居民在村里盖起非常气派的楼房,而外
出打工期间为了少付房租只能蜗居在城镇狭小的空间里。 在结构方面,乡村社会成员实际上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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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两个群体:留守人群和流动人群,而且两个人群的分化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当家庭成员进入
适宜流动阶段并选择流动之后,他们也就进入乡村“ 流动大军冶 的群体之中,与此同时也总会有人
选择留守在村里。 正是这些留守人群,支撑起乡村社会常规的运转,尽管乡村平常时间里显得空
落、凋敝,但实际上仍然处于持续的运行状态,只不过乡村大多像“ 空巢家庭冶 那样,显得有点“ 老态
龙钟冶 而已。
之所以说乡村社会流动是乡村社会的新常态,这是新时代的大背景、大趋势所决定的,现代化、
市场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流动性。 因此,考量“ 三农冶 问题的解决路径或乡村振兴之路,
都需要把这一客观事实作为一个重要前提。 我们或许在局部可以减少乡村流动,但流动的大趋势
则是不可逆的。
尽管乡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以及职业的分化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乡村内部发展动能,但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乡村社会流动给乡村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乡村居民通过“ 闯市场冶 的机制 [7] ,
获得了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倪志伟( Victor Nee) 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
后随着“ 市场社会冶 的兴起,农民明显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增长的机会 [8] 。 所以,乡村社会
流动之于乡村振兴而言,既是一种现实基础,也是一种路径选择。 向外流动与乡村振兴并非绝然对
立。 从现实经验中,我们也能发现,大量村庄虽然平时并没有多少人,但一幢幢楼房则不断地建立
起来。 较多农民盖起楼房,正是靠外出打工或经营所挣得的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劳动力和人
口的外流之于乡村振兴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机会。

二、城市化还是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处理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 由于加快
推进城镇化也是一项宏观战略,因而一些经济学者和地理学者有一种观点就是质疑乡村振兴的必
要性,认为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 按照西方经济
学效率优先的思维逻辑,随着大量乡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业转移,居住生活在乡村的人口越来越
少,乡村出现所谓的“ 空心化冶 ,如果再向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投入,那么公共物品的供给
效率将会很低。 与其增加乡村振兴的投入,还不如大力发展城镇化。 例如,一些乡村小学就读学生
非常少,那就不如拆除向城镇合并。 此类观点,看似合理的逻辑推论,然而实际上遮蔽了很多推论
的前提。
首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是需要经济与社会、历史、文化
和政治的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为更广大的人群带来
更多的福利。 其次,效率原则在经济领域很重要,但并非效率优先原则适宜所有领域。 特别是在公
益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公平、正义的原则需要得到充分的体现。 留守在乡村社会的人口虽然并不
多,但这并不能成为不享受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福利的正当理由。 相反,正是由于乡村社会在现代
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已处于发展弱势的地位,更需要获得公共资源的支持和赋能。 某种意义上,随着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因为从更加长远的眼
光看,通过乡村重建及保护性的社会文化建设,将有助于规避城镇化带来的吉登斯所说的“ 现代性
意外后果冶 [9]423 。 此外,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城镇化并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对立面,而是新型发展
的“ 两条腿冶 ,两者具有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传统的牺牲乡村来发展城镇化的模式或是不要城
镇化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健全、不均衡的发展模式。 在新时代的城镇化大背景下,注重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是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必要选择。 尤其是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乡村振兴与发展的
意义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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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认识也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具体实践,如果振兴乡村的
目标就是实现乡村城镇化,或是把乡村振兴视为城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和发展成
为和城镇一样,那么,这样的乡村振兴行动实际上是在加速乡村的终结,是将乡村改造成城镇而不
是让乡村社会恢复自身的发展生机。
目前,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具体实践中,按照城镇化的逻辑来推进乡村振兴相对较为流行,甚至
成为主流。 然而很显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要振兴和发展的是当下的乡村社会,而不是将乡村变
为城市,犹如吴重庆所概括的那样:“ 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
振兴必须重建乡村的主体性冶 [10] 。 如果乡村失去了主体性,即不再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门,社
会变成由城镇构成的单一化结构,那么,也就不会存在乡村的振兴了。

或许人们会问,为何乡村振兴就不宜把乡村变为城市呢? 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的视角来加以
理解。 尽管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可逆的大趋势,城镇正以其在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效率和公
共品供给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快速地发展,而且迅猛发展的城市也在削弱乡村发展动能甚至吞噬着
大量的乡村。 城镇快速发展是大势所趋,其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可逆的,因而,从战略眼光看,当我们
无法预知乡村全部消失后社会将会怎么样的前提下,就需要有保护性的发展。 就像生态学中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理论一样,当一个物种难以适应大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时,人类需要采取一些干预性
保护策略。
乡村社会、小农经营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大环境中确实显示出效率上劣势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已失去价值。 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乡村的潜在价
值,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找到乡村生存与发展之道。
对振兴乡村的价值及战略意义的认识,关键在于要跳出城市中心主义及现代性的陷阱,发现乡
村社会的经济之外、效率之外的价值,也就是孙庆忠所说的“ 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系
统的价值冶 ,所谓社会生态系统的价值,实际就是乡村社会所具有的人类社会与文化历史方面的价
值。 乡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统,如果乡村走向终结,那就如同历史连续统的中断。 而“ 如果一
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历史忘却了,也就意味着没有可以期待的未来了冶 [11] 。

目前,按照城市中心主义理念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主要表现为:随意地拆村并村、颠覆

性的土地整治、以扶贫为理由的易地搬迁、“ 新社区冶 建设即“ 赶农民上楼冶 等。 这些措施可能冠以
“ 乡村振兴冶 之名,而实质则是在人为加快乡村社会的终结和“ 家园冶 及“ 乡愁冶 的消失,从而导致乡
村社会进一步受到“ 损蚀冶 [12]54 - 65 ,让乡村成为彻底“ 回不去冶 的地方。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核心价
值就在于追求并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弥补农村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缺失。 乡村振兴需要在
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格局下推进,但不是按照城镇化模式来“ 改造冶 或是“ 消灭冶 乡村。
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并不忽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因为乡村与农村之区别
就在于乡村社会本身就包含着小城镇,因而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发挥小城镇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功
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 小城镇,大问题冶 [13]27 。 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与

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的发展问题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同样,促进小城镇发展为振兴乡村作贡献,
并不等同于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而是要加强小城镇建设在乡村重建和发展中的综合性功能,增强乡
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内在发展动能。
合理地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乡村社会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需要正确地处理与城镇
化、现代化战略的衔接问题,既要顺应城镇化、现代化发展之大势,同时又要从长远战略来维持乡村
社会多样性发展以及乡村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延续。 既要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反哺作用,又要防止乡
村社会被改造、被同化为单一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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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想化还是多样化的道路
对乡村振兴之路的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尤为值得辨析,那就是通往乡村振兴目标之路,有没有
一条可以效仿的模式或理想化的捷径。 如果有,那么这种理想化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模式? 如果没
有,那么研究乡村振兴问题的意义又何在?
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问题,实质上仍是乡村发展道路问题。 在此问题上,经济社会学和经
济人类学领域一直存有两种观点之争:一是形式主义的观点,二是实体主义的观点。 像亚当斯密和
马克思的“ 经典模式冶 ,强调乡村发展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即可达
到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14] 。 形式主义的发展观并不强调乡村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是把乡村
社会置于一般社会之中来加以认识,用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乡村社会发展问题。

雷德菲尔德( Redfield) 则是“ 实体主义冶 的典型代表,其观点则强调乡村社会具有自身的独特

性。 乡村社会的“ 小社区冶 或“ 小传统冶 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 [15]7 ,因而乡村发展也会
遵循自身的法则,而不一定是普遍性的规律。

针对乡村发展道路问题的“ 形式主义冶 与“ 实体主义冶 观点之争,黄宗智则提出了一种“ 中间道

路冶 或“ 第三条道路冶 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在 1980 年代后,通过扩大自主权和市场机制,实现了乡
村工业化,这一农村发展经验“ 代表了一种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冶 [16]168 。 然而,乡村工业化的发
展经验只是局部的,主要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并未在农村地区普遍兴起。 这种“ 工业下乡冶 的
发展模式,需要具备一些先决条件,如周边城市的工业转移、农村承接工业生产的基础以及便利的
市场环境。 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虽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人口向城市聚集问题,亦即通
过“ 离土不离乡冶 的方式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但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压力的增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也将受到更多约束条件的制约。 乡村振兴包括产业的
振兴,但乡村产业发展并不意味着都要实现工业化,而且并不是所有乡村都具备工业化的条件。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路径选择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较多不同的观点。 韩俊提出,乡村
振兴要抓八个关键问题,如绿色发展、农业生态治理、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补偿机制、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善治等 [17] 。 叶敬忠则提出乡村振兴的“ 五不冶 原则,认为乡
村振兴不是“ 去小农化冶 、不宜让乡村过度产业化、不要盲目地推进土地流转、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
式的差异化、不可轻视基层的“ 三农冶 工作 [18] 。 而赵旭东认为,乡村振兴关键是要重建一种循环社
会体系,即让乡村复振起来,最终要把乡村建设成热爱家乡的人能够回得去的乡村 [19] 。

不论在乡村发展道路问题上,还是关于中国的乡村振兴之路,都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主张,

这表明如何发展乡村、如何振兴乡村问题是开放的、复杂的问题。 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在丰
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理想化的、唯一的乡村
振兴之路。
然而,在乡村发展或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种寻求理想化发展模式和最
优化路径的幻想,想象着通过找到一种最优的模式或捷径,通过推广复制即可实现乡村普遍的
振兴。
对理想化、最优化振兴乡村之路的幻象实际是科学主义、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因为在科学
主义看来,通过科学地、人为地规划、计划和设计,即可构建起一条最优化的路径。 事实上,乡村社
会发展与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过程,虽然一些规划设计对指导某些具体实践有一定作
用,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发展与振兴之道。 如果用单一的发展模式来统领所有的发展实践,极易在
具体实践中产生巨大的偏差,甚至出现与基本目标的完全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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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寻求乡村振兴理想化的唯一路径是一种幻想,还因为中国乡村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

性,试图用一种模式来复制乡村振兴,或是让不同的乡村走一条设计好的“ 理想大道冶 ,这些努力其
实是乌托邦式的想象,结果不仅达不到振兴之目标,反而可能造成“ 瞎指挥冶 的意外后果。 从历史
的角度看,此类的教训可以说很深刻。 例如,“ 大跃进冶 运动的兴起,就是幻想着通过“ 一大二公冶 的
模式来实现农业、农村跨越式的发展,而最终的结果却导致了严重的危机。
既然没有所谓理想化、最优化的模式和唯一路径可寻,那么研究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问题又有
何意义呢? 乡村振兴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虽难以发现和寻求到理想化的唯一路径,但研究的重要
意义可能在于从基层变革实践中发现振兴乡村的一些必要条件,揭示各种不同振兴实践和振兴过
程的具体机制,由此而倡导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种可能性的理念。
乡村振兴之所以有多种可能,那是因为处于现代性困境中的乡村,所面对的问题各式各样,解
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不能指望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路径。 所以,笔者
认为:“ 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需要跳出二选一或三选一的认识范式,同时也需要走出
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的困境冶 [20]328 。 在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模式的复制
和不切实际的路径设计。

差异性是认识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农民、农户、村庄、集镇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构成,
在乡村社会的广阔天地间,每个农民、每个农户、每个村庄和每个集镇既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彼
此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 乡村的差异性不仅仅源自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而且也包括社会
文化历史乃至个体性的差异。 要让差异性极大的乡村社会全面振兴起来,用一种模式、走一条道路
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只能因地制宜,发挥地方性社会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摸索和探索出与本地
实际相适应的乡村振兴之路。
因地制宜的原则虽在有关“ 三农冶 政策制定中一直在强调,然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常常会
受到理想主义的一元化思维逻辑的支配,亦即通过强制推行统一的发展模式以便达到某种共同目
标。 如果按照一种模式来振兴乡村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乡村社会的振兴,而是乡村社
会的消失,因为所有乡村可能被“ 格式化冶 为单一的城市社会。
当然,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振兴需要与时俱进,乡村社会也要推进现代化,但乡村社会现代化并
不只有一条城镇化的路径。 如果从人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战略眼光看,乡村社会现代化必须规
避单一的城镇化路径和结局,要想方设法维持社会文化系统的多样性。 或许,在未来的发展中,我
们可能并不稀罕发达的城市社会,反而会因为看不到像样的乡村社会而感到无比的缺憾。 基于此,
振兴乡村必须坚持多样性的原则,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真正让各地乡村恢复、重建和维续其各具
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和保留乡村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在城市中心主义和现代性发展指标的话语霸权下,多样性原则与乡村振兴道路多样化的声音
可能是微弱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数字化指标和“ 活在当下冶 的现代性价值所控制,那种“ 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冶 的心性已淡漠。 传承历史、保留特色、重建乡土的选择由于并不契合注重眼前的
效率原则,也就在实践中越来越被轻视甚至抛弃。 乡村振兴要走多样化的道路,就是要对这样的现
实进行反思和提出挑战,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点余地。

四、产业融合:乡村振兴的大方向
探寻乡村振兴之路,强调坚持多样性、差异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对乡村振兴共
性之处的认识。 就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和路径选择问题而言,研究可能是一个探索性过程,一时并
不可能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更不可能提供所谓最优化的路径。 然而,我们可以结合历史经验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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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转型的大势,对乡村振兴的大方向作出一种判断。 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可以有多样的选择,但在
探索振兴道路过程中,需要与时代特征和大方向保持一致。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整体上可以沿着产
业融合的大方向往前推进。
所谓乡村产业融合,经济学界的界定是:“ 通过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

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冶 ,以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农
民增收 [21] 。 从历史角度来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产业实际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手工业与农业是相
辅相成、相互融合的,犹如波兰尼( Polanyi) 所说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之中,而不存在大转型带来
的经济“ 脱嵌冶 问题 [22]129 。 当前乡村劳动力流出乡村,根本原因就在于非农产业脱嵌于乡村,迫使
乡村劳动力为了获得理想收入而不得不走出乡村,到外面“ 闯市场冶 。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既包括恢复和重建的任务,也面临着变革与创新的重任。 在经济转型和社

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就必须进行变革,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
革是基础和关键。 乡村社会如果仅仅依靠单一化的农业,那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尽管农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农业仍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中心,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
在农业发展方面进行变革,也就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乡村社会的农业发展需要现代
化,但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可以因地制宜地推进。 如叶敬忠强调,在
“ 大国小农冶 的国情下,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要注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 人格衔接、组织衔接和
关系衔接冶 ,要注重小农户与小农的差异性,发掘小农自身所蕴藏的丰富自然社会关系 [23] 。 也有研
究基于四川省的经验而提出,乡村产业融合可优先考虑集体资源开发型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一开发
模式具有资源内生驱动与自主发展的优越性,以及可持续性强、长期效果好等优势 [24] 。

诚然,农业现代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业态的现代模式,而且还要解决千千万万个小农户的增收问

题。 要实现农民增收以满足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乡村农业的现代转型就要走融合发展之路,小
农户必须找到与市场衔接的路子,并在市场中争取到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产业融
合实际也就是农户与市场的融合。
乡村社会要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户增收,一个重要的变革方向就是在农产品加工方面
发掘潜力,此外,就是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 乡村工业发展之于富民
而言很重要,但乡村全面工业化不仅不现实,而且带来的潜在环境风险也非常巨大。 对于多数乡村
来说,发展第二产业需要与农业紧密结合,在农产品深加工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 这样
不仅促进乡村农业有创新发展,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乡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
提高乡村社会农业的经济效益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亦即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 以往的小农户只要关注和负责自家的农业生产即可,然而在市场化的社
会里,小农户就需要根据市场变革自己的生产经营方式,要让农业资源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机
会,这就需要将农业与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机融合起来。 目前,一些乡村发展起来的观光农业、
旅游农业、休闲农业、特色农业等经验,正是发挥农业的综合功能,通过将农业及乡村社会文化资源
化,进一步拓展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大方向,也可以说是理想型目标。 现实情况可能与
理想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弥补上这个差距也就是乡村产业振兴所面临的困境。 而要走出这一结构
性的困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能需要一个探索、变革和适应的渐进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仅依
靠某一种机制和力量难以助推乡村产业的融合。 如市场机制可能有助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
效率问题,但并不能解决乡村社会中一些小农户与市场衔接及发展问题,政府的投入通常是有选择
的而非全面的,因而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户和乡村社
区而言,在面对现代性的困境问题时,自身的能动性也会受到较大限制,因而也难以完全依靠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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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内生的动能即可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面对这一困局,人们往往会期望有一个理想模式供大家
效仿,其实简单地模仿和复制模式经验并不一定可取,可靠的方法还是要因地制宜,发现传统,创造
特色,动员和运用自身的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资源,并将农业生产资源化,通过政府打
造的平台和提供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和联动机制,把乡村社会中的产业与大市场有机
衔接起来,实现乡村产业的振兴。

五、余论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那么在振兴乡村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可能就存在着国家意
志与农民主体性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不
仅在理论和实践中,而且在体制和政策上都还没有清晰的界定,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25] 。 尽
管乡村振兴在方针政策上强调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然而在基层实践中,乡村
居民期望什么样的乡村振兴,以及会选择什么样振兴路径,似乎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体现和调
动农民的主体性,总体的环境和更多的实践好像是在形式化地执行一个笼统的战略原则。
如今的乡村社会,随着村庄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及人口的减少,乡村呈现出周期性的空落化景
象。 这种景象是否就意味着农村“ 空心化冶 并走向终结? 是否意味着乡村居民向往的是城市并走
向城市化? 乡村振兴是不是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以阻止或减缓这一进程呢? 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
到对乡村振兴战略意义的理解。 推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可能不只是关心村庄的未来,不只是关心
农民的出路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走向问题 [26] 。 对于村庄而言,或是对
于农民而言,只要不受不合理的管制,各自都会遵从理性选择的原则而得到相应的发展。 然而对于
乡村社会而言,在大环境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的以及社会文化的系统,究竟向
何处去则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所涉及的是社会系统调整和协调的大问题,那也就不仅仅是一些主
体的选择问题,更不是个体的选择问题,而是系统的选择问题。 就像生态系统的保护那样,不能只
遵从自然选择的法则,而是需要引入人文主义的保护法则。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顶层设
计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在将保护性原则与尊重主体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修复和重建
乡村社会系统,促进乡村社会与现代化、城镇化更加协调地发展。 在基层的振兴实践中,尤其需要
正确地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区分开来,不可按照城镇化的逻辑来改造乡村、改造农民,而是要在变
革中探寻乡村和小农户与现代社会及市场进行有机衔接和互动的机制。 由于乡村在自然、历史、文
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存在着较高独立性和差异性,因而各地的乡村振兴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利用自
身的独特资源,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实际的道路。 如果过于强调甚至强行推行统一的规划、唯一的模
式,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背离现象。 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上,坚持差异性和多样性原
则也就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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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LU Yilong摇 CHEN Xiaofeng
Abstract摇 In the new era, rural China is facing great transition in structure and form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outflow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Now and the near future, rural “ empty鄄nest society冶 will become the new鄄normal of rural so鄄

ciety. Alth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promo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jump
out from the trap of urbanism and modernity, rethink socio鄄ecological value of rural society, and restore or rebuild the func鄄
tion of rural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urbanization, therefore, there is no unique pat鄄

tern to replicate. We need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the road of divers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ut we can work hard
towards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s to path sel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lso nec鄄
essar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will and peasants蒺 subjectivity, top design and root鄄level practice, to en鄄
sure achievement of national “ Sannong冶 developmental goals through reasonable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and effective meas鄄
ures. Meanwhil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give full play to peasants蒺 subjectivity, and keep pace of development as an appro鄄
priate spe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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