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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演进及政策路向
沈权平
[摘摇 要] 摇 韩国作为东亚现代化“ 雁阵冶 中的“ 居中者冶 ,其乡村振兴实践具有示范和启示意义。 通过对
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展开进行梳理和评价,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变迁包
含着明显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形成过程。 从时间维度上看,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逻辑大体经过
了颁布《 农业基本法》 和“ 新村运动冶 (1952—1979 年) 、颁布《 农业·农村基本法》 和乡村工业化(1980—

2003 年) 、制定《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和归农归村(2004 年至今) 等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过
程,展现出从社会政策依附于产业政策,到在产业政策中设计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策,再到社会政策成
为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最终完成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转向。 把握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阐释
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其政策实践还可以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和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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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东亚各国先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出“ 发展奇迹冶 ,取得了耀眼的发展
成果,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掀起了一波强有力的发展浪潮。 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东亚的经
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典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 学术界每谈及这一“ 东亚模式冶 时,普遍
将其关键因素概括为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 强政府冶 的权威主义政体、增加出口比例的外向型经
济发展战略、传统的儒家文化及实用主义的发展手段等等。 但事实上,作为发展模式的东亚除了上
述特征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那便是东亚各国在飞速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各自
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实情,对城乡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诸多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 [1] 。

韩国作为东亚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展现了典型后发型国家的工业化历程。 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日益深化,其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成为“ 压缩式冶 发展最突出的“ 后遗症冶 。 因此,城乡关系的妥

善处理,激活传统乡村,推行乡村组织化,进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就是说,
离开乡村就无法理解完整的韩国现代化进程。 通过对韩国乡村振兴历程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这
一过程主要是依靠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行而得到实现的,这既是“ 东亚模式冶 的呈现方式,也是塑造
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2] 。 在此意义上,要想破解韩国乡村振兴模式,就必须以韩国乡村振
兴政策为切入点,形成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鸟瞰。

一、韩国乡村振兴的基调与特殊性
当前,学术界对韩国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新村运动冶 ,试图从中提炼出韩国乡村振兴

的实践模式与经验,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学术界也鲜有对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研究,该领域几
乎处于空白 [3] 。 因此,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为主线,梳理和分析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形成逻
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要破解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背后的逻辑,就必须以韩国乡村
振兴的基调与特殊性为基础,形成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理解。
第一,韩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小农社会的特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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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 自 17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中叶,韩国小农社会先后经历了形成、稳定、解体、复苏的变化轨
迹 [4] 。 2011 年,韩国农村振兴厅开始实施“ 强小农培育计划冶 ,计划培育出 10 万人规模的高水平小
农群体,把培育小农视为解决当前韩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问题的突破口,将提升农业竞争力和改变

乡村颓势的关键和希望寄托于“ 强小农冶 。 由此可以看出,小农社会依然是韩国乡村的重要特征。
因此,我们对韩国乡村振兴进行研究时,必须以对小农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理解小农社会具有的特
征对乡村振兴政策产生的影响。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低下的韩国小农经济依然能够获得生存发展空间,依然可以
得到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所伴生的传统农业改造带来的发展张力,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有稳定村
落的存在 [5] 。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作为后发型国家,通过压缩式发展实现了快速的现代化,通过采
取以首尔、釜山等大城市为据点的外向型经济增长实现了“ 汉江奇迹冶 ,随后国内产业却出现了在
首都圈聚集的现象,大量人口举家离村进入城市,导致城乡差距日益加深,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日渐
萎靡。 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采用压缩式、赶超式、不均衡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其村落衰落也来得更
快、过程也更加猛烈。 这对韩国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村落无法有效发挥其组织功能,向心
力和凝聚力日益减弱。 在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里,这种冲击的破坏力极强。
第三,韩国村落在压缩式发展中遭到严重打击,但村落依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小农户
组织化的重要平台。 小农组织化是现代乡村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采取针对性的社会政策提

供保护,给予发展动力。 由于历史原因,韩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得以开启社会政策之门。 随着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1960 年)、《医疗保险法》 (1962 年)、《 社会福祉计划法》 (1970 年) 等法律的
制定,以贫民救济为核心的简单救济体系开始转向现代社会保障政策体系。 1977 年医保制度的正式
实施标志着韩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6] ,也就是说韩国有着 40 多年的现代社会政策实践历史。

第四,尽管韩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相对较晚,但韩国在社会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尤为注重其在乡村

发展领域中的开展,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起源与整个社会政策发端几乎同步,从而得以通过乡村社会
政策来影响乡村发展。 当我们深入分析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演进历程后发现,其过程就是一个社会
政策与产业政策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史。 参照李迎生教授基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视角对社会
政策进行的阶段划分,韩国乡村社会政策演进过程同样经历了“ 依附范式冶 “ 兼顾范式冶 “ 互构范
式冶 等三个阶段,并已零星出现“ 自主范式冶 阶段特征 [7] 。 韩国乡村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在
产业政策基础上注入越来越多社会政策色彩的过程,逐渐形成为一种复合性的政策,其中社会政策
的味道愈来愈浓厚。

二、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与演进
若从社会政策的研究视角审视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展开的整体过程,我们应从韩国是如何不断
推出和调整产业政策为起点,又如何向乡村振兴政策赋予持续的社会性,最终向乡村社会政策转向
的角度来理解韩国乡村振兴政策。 鉴于此,本文循着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的时间线索,对韩国 20 世
纪 50 年代以来的乡村振兴政策进行梳理,按照阶段性演变的具体过程进行评价,借此形成关于韩
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认识。

( 一)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70 年代) :粮食生产与农民组织化是两大主旋律

韩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压缩式、集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发展先行于
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形成压制,同时城市对农村形成压制。 这一过程中,韩国乡
村发展面临着粮食生产和小农户组织化等两大基本问题。
1郾 扩大粮食生产是农业农村的首要目标

20 世纪 50 年代,基础设施匮乏、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短缺、技术不足等原因使得韩国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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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非常低下,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因此,这一阶段的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是以粮食增产、实现粮食供
应自给、建立国家粮食储存库为主要内容。 从《 农地改良计划特别会计法》 (1952 年) 、《 农业协同
组合法》 (1957 年) 、《 农地改良计划》 (1961 年) 、“ 农业增产五年计划冶 (1957 年) 、“ 荒地开垦五年
计划冶 (1959 年) 、“ 粮食增产七年计划冶 (1965 年) 等法规和政策中可以看出,在 1970 年代末实现粮
食自给之前,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就是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依附于产业政策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 1961 年颁布《 农业基本法》 ,韩国也紧随其后,于 1967 年颁布了《 农业

基本法》 ,以此来解决农业与工业间的不均衡问题,意图以《 农业基本法》 作为之后乡村振兴政策的
制定总纲。 但受到国内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一政策没能持续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制
定《 农业基本法》 时,只注重仿照日本的法规文本,缺乏对自身实情的调研和判断。 忽略结合自身
特点的韩国《 农业基本法》 最终成为“ 一切停留在文字上冶 的法规政策。
2郾 “ 新村运动冶 的开展及其成果

20 世纪 60—70 年代,韩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为 9郾 6% ,而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只有 3郾 5% 。 城

乡差距逐年拉大,乡村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医疗、福祉等方面的落差感急速膨胀。 在此背景下,为了
安抚乡村的失落感,重振建设乡村的信心,并强化农业支持工业的动员体系,这一阶段的韩国乡村
振兴政策主要围绕乡村地域社会的组织化来开展,“ 新村运动冶 就是推进乡村组织化的代表性
政策。

我们有必要首先对“ 新村运动冶 的内涵做出更全面的解释。 “ 新村运动冶 实际上是以城乡居民

为参与主体的,以精神启蒙与增加收入为主要目标的,覆盖全地域、全社会的全民近代化运动、全社
会改革运动、农工并进运动。 “ 新村运动冶 虽然包含的类型多样淤,但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开展最活
跃、成果最多的就是乡村“ 新村运动冶 。 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几乎所有的乡村振兴政策都统
筹在“ 新村运动冶 当中,以“ 新村运动冶 的名义来执行。 因此,1970 年代在韩国乡村实施的所有乡村

振兴政策都可以统称为“ 新村运动冶 ,它对韩国乡村振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成效可以概括为:
一是,“ 新村运动冶 使得韩国乡村氛围焕然一新,充满自信和发展欲望,“ 我们也可以冶 的信念扎根在
乡村社会中,精神启蒙效果明显。 通过共同作业,复原了传统稻作生产活动中的共同体秩序,强化
了共同体意识和共存思维,大量妇女参与其中,以此来组织分散的小农,巩固了乡村共同体。 二是,
农业经营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生产条件得到大幅优化,农业收入的增加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拉动
作用。 随着协同性营农体系的构建,乡村的技术力、劳动能力、物流、投资、规划等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是,文化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在非城市地域得到大量扩充,乡村文化意识提升,许多传统文化得
到复原,丰富了乡村居民的文化活动,体现了鲜明的社会政策特点 [8] 。 我们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
乡村振兴政策已不是完全的产业政策,而是逐渐转为整体性、综合性政策体系,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也开始了对产业政策“ 去依附冶 的历程,这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
( 二)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90 年代) :全面扩大非农收入和乡村工业化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的乡村振兴开始面临一些全新的挑战。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

大,1980 年代初期乡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收入的 60% 左右。 其次,城市化和国民收入
水平上升引起了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标准要求变得更高。 最后,“ 乌拉圭
回合冶 谈判后,受农产品进口自由化政策的冲击,韩国农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韩
国政府采取 了 提 高 乡 村 收 入 和 优 化 农 业 结 构 的 乡 村 振 兴 政 策, 以 提 高 韩 国 农 业 和 农 村 的 竞
争力 [9] 。
淤

“ 新村运动冶 可分为乡村“ 新村运动冶 和城市“ 新村运动冶 ,城市“ 新村运动冶 中又包含工厂“ 新村运动冶 、社区“ 新
村运动冶 、家庭“ 新村运动冶 、学校“ 新村运动冶 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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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扩大非农收入是首要任务

实际上,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并于 1967 年颁布《 农渔村副业园区培育计

划》 ,把它作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目标。 之后,在“ 新村运动冶 时期又大规模推进以“ 一镇一
厂冶 为目标的“ 新村工厂冶 项目。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农民的农闲期和闲置耕地来扩大非农
收入,实现农户增收。 1980 年代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以“ 扩大非农收入冶 为主题的超强乡村振兴
政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农渔村收入源开发促进法》 (1983 年) 。 根据该法规,“ 农工区域冶

“ 特产园区冶 “ 农渔村观光收入源开发计划冶 “ 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计划冶 等非农收入源的开发计划
得以实施。 1990 年颁布的《 农渔村发展特别法》 把“ 农工区域冶 改为“ 农工园区冶 ,韩国国内当时已

经建设了 300 多个“ 农工园区冶 。 可见,整个 1980 年代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重点依旧是产业政策,
社会政策依然主要依附于产业政策。 遗憾的是,这些乡村振兴政策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效,既没能有
效扩大非农收入,也没能激活乡村经济。 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下乡村人口大
规模离乡,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满足“ 农工园区冶 等开发计划实施的劳动力需求,观光农业园区存
在严重的重复建设,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需求 [10] 。
2郾 全球化浪潮下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

随着 1994 年“ 乌拉圭回合冶 谈判的结束和 1995 年 WTO 正式运作,农业部门的市场开放对韩

国乡村振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作为回应,韩国政府积极优化农业结构,大力扶持培育大农场,试
图以此来获得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竞争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 农业·农村基本法》 (1999 年) 淤为代
表的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核心内容包括:一是注重经营体的培育,实现经营主体多元化;二是强调农
业六次产业化,推进乡村产业融合;三是积极强化农业机械化,大力培育林业和渔业,减少种植业占
农业的比例;四是,鼓励自下而上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方式,强调“ 参与式冶 振兴。 尽管通过《 农渔
村结构优化方案》 (1992—1998 年) 、《 农业·农村投融资计划》 (1999—2004 年) 等政策的实施,韩
国政府向农业、农村注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但实际效果仍然十分有限,仍旧未能抵挡住全球化浪
潮带来的冲击,无法有效提升农业、农村竞争力。
( 三) 第三阶段(2004 年至今) :颁布《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确立

进入 21 世纪,农户收入水平低下且负债严重、乡村人口逼近其“ 人口红线冶 ,乡村出现过疏化

问题、乡村衰败迹象较为明显等因素阻碍着韩国乡村振兴前进的步伐。 这种困境与先前乡村振兴
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应变式、补缺式、救火式、止痛式政策特点密切相关,其使得韩国在社会保障、教
育、福祉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 因此,从 2004 年起,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
变,社会政策成色明显加深,社会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集中体现在《 农业·农村综合对
策》 、“ 归农归村冶 和“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等方面。

1郾 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转变与《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2003 年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对先前的乡村振兴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调整了乡村振兴政

策思路。 首先,明确乡村振兴不能单纯依靠产业政策,过于强调社会政策让步于产业政策不利于乡
村振兴,应彻底完成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对产业政策的“ 去依附冶 ,最终形成独立的乡村振兴社会政
策体系。 其次,对乡村的认识发生转变,从传统单一生产空间转变为生产、定居、休闲、生态为一体
的复合型空间,为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认知基础。 最后,产业政策本身也发生转变,
竞争力标准从农业生产能力转变为农产品食品质量与安全,也就是从供给侧转为需求侧。 基于此,

2004 年韩国政府颁布《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掀开了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新的一页,社会
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依托。 作为标志性乡村振兴政策的《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具有极为特
殊的意义。 第一,它将教育、福祉、保险等关乎生活质量的因素纳入乡村振兴政策中,并在其框架内
淤

1999 年的《 农业·农村基本法》 是 1967 年《 农业基本法》 的延续和发展,成为韩国“ 三农冶 问题的“ 宪法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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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制定《 关于提高农渔业人生活质量及农山渔村地域开发的特别法》 (2005 年) ,三次实施《 提高
农渔村生活质量五年规划》 (2005—2009 年,2010—2014 年,2015—2019 年) ,这些都属于社会政策
范畴 [11] 。 第二,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利与角色,改变中央政府的绝
对主导地位,政策实施方式从“ 自上而下冶 转变为“ 自下而上冶 ,注重乡村居民自发参与,强化乡村居
民组织化程度。 这种转变与发展型社会政策所强调的增强政策对象自主发展能力的要求是相符
的。 第三,强调村庄的特殊性与多样性,鼓励不同村庄类型采用不同乡村振兴政策,通过制定《 农
村综合开发计划》 (2004 年) 强调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第四,注重城乡融合发展,支持“ 归农归
村冶 政策的实施,强调提升“ 自我造血冶 能力,构筑农户经营安全网。

可以看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中社会政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社会政策开始处于优先发展

的地位,社会政策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发生转变。 《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的颁布标志着韩国乡村
振兴政策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向,为韩国乡村转向“ 内发冶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韩国乡村振兴也因
此步入社会政策时代。

2郾 乡村过疏化对策与“ 归农归村冶

众所周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城乡之

间的人口大流动。 韩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其赶超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更加猛烈的人口流
动,城乡结构在短期内迅速发生变化。 乡村成为人口稀少的过疏地域,因缺少必要人口的支撑而逐
渐衰退,甚至趋于解体。 据统计,2019 年韩国乡村人口为 224郾 5 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4郾 3% 。 未

满 2 000 人的邑面( 乡镇) 数量在 1985 年为 9 个,2005 年增加至 333 个淤,而 2019 年已达到 381 个,
同时未满 2 500 人的邑面( 乡镇) 为 567 个。 过疏乡村的高龄化程度要高于 46郾 6% 的乡村平均高龄
化水平,过疏乡村的农业经营户主平均年龄逼近 70 岁。 然而,韩国政府未在第一时间形成政府政
策的有效干预,仅仅把过疏化问题包含在《 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 (2004 年) 、《 低生育·高龄社会
基本法》 (2005 年) 等法规中去解决。 在此背景下,“ 归农归村冶 政策体系成为应对乡村过疏化的唯
一有效方案。 其实,韩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出现了“ 逆向城市化冶 现象,1997 年和 2008 年两
次金融危机掀起的“ 归农归村冶 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对过疏乡村产生了一定的补充人口效应。 韩国
政府也积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接连颁布《 归农·归村综合方案》 (2009 年) 、《2012 归农归村推进
细则》 《 归农渔·归村法》 (2015 年) 、《2017—2021 年归农归村五年规划》 (2016 年) 等法规政策,其

内容主要囊括购置房屋、归农教育、税收支援、医疗事业、观光农业、文化开发、培育青年农业人等,
具有极强的社会政策色彩 [8] 。

可以肯定的是,当过疏化问题发生时,我们应当采取政策干预来放缓这一过程,而不能加速推

进这一过程。 吸引过密地域的人口确实能够缓解过疏化问题,但最关键还在于提升乡村内在竞争
力,激发乡村活力。 若这些前提条件无法得到满足,“ 归农归村冶 人口最终还是要离开乡村的。 同
时,不能只强调吸引年轻人回归,要知道乡村的软硬环境和创收能力还很难满足大部分年轻人的需
求,应适当调整政策实施对象。 这是我们研究韩国过疏对策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3郾 “ 自下而上冶 与“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自 1995 年韩国地方政府开始自治,地方政府承担起了更多的乡村振兴任务,中央政府逐渐赋

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乡村振兴相关事务决定权。 在此背景下,韩国最不发达的江原道( 省) 从 1999

年起自行实施了“ 新农渔村建设运动冶 ,并在 2016 年更名为“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延续至今。 这是
一场较为彻底的“ 自下而上冶 “ 由内向外冶 的乡村振兴实践。 “ 新农渔村建设运动冶 政策在开展初期
就被视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典范,韩国中央政府在制定《 绿色农村体验村庄计划》 (2002 年) 和
《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2004 年) 等乡村振兴政策时,全盘采用了“ 新农渔村建设运动冶 的基本理
淤

. 2011 - 03 - 30. http:椅news. naver.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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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运作模式,并将其推广到韩国其他地区 [12] 。 通过对“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政策具体实施内容的
深入挖掘,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重的乡村振兴政策,也是首次由地方
政府独立实施的乡村振兴政策。 “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一,政策实
施模式上采取了“ 先自律实践,后评价支援冶 的模式,政策对象的自主发展能力成为关键;其二,由
“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可以提炼出一种典型的“ 内生式发展冶 模式,在激活乡村经济的同时盘活了乡
村社会固有的活力,乡村共同体得到了加强;其三,充分发挥每个乡村的独特性,在统一框架下制定
不同发展规划,注重村庄区别于城市的乡土特色;其四,大学教授在政策实施全过程中发挥绝对主
导作用,角色力量超过公务员。
尽管,“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同样存在着引发村庄之间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缺乏后续管理
和跟踪监督等问题。 但毫无疑问,“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是“ 新村运动冶 后又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较为成功的、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政策。

4郾 颁布《 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 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延续

进入 2010 年代后,韩国乡村振兴又面临着新的形势,如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过

剩成为常态、食品产业与农业发展连接成更加紧密的循环链、乡村旅游消费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更
大。 基于此,韩国政府在 2013 年颁布了《 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 ,替代此前的《 农业·农
村基本法》 (1999 年) ,开启了将食品、消费者纳入“ 三农冶 范围的新起航,成为 21 世纪韩国乡村振
兴政策的总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 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 加速了乡村振兴政策转向社会
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第一,以三产融合为主题的复合型产业在乡村发展中占据重
要地位,并越来越显出其社会功能及影响;第二,加强对小农的支持,修补和完善小农支持政策死
角,并给予女性务农者更高的社会地位;第三,乡村文化价值得到更多的认同,并将乡村环境保护问
题纳入重点领域;第四,进一步提高乡村福祉,完善乡村各项保障制度,提高抗风险能力。

目前,韩国正实施《2018—2022 年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发展规划》 ,该政策根据《 农业·农村

及食品产业基本法》 制定,是韩国正在进行的纲领性乡村振兴政策,是带有极其浓厚的社会政策色
彩的乡村振兴政策。 以人为本、提高农户收入和各项福祉成为政策的主要基调,把乡村居民定义为
健康价值、美食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的创造者和供给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官方与民间社会组织
合作协商机制成为政策实施主体等政策内容,真实地反映出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从产业政策优先到
社会政策优先的重大转变淤。

三、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政策路向
通过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轨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不仅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域,而且在乡村振兴和城乡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尤其是提
供了传统农业国家在二战后急速转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过程及其解决乡村振兴问题的宝贵经验。
( 一) 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演变逻辑
如前所述,在东亚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韩国处于“ 中间冶 位置,“ 日本经验,韩国现象冶 规律长
期存在,使其乡村振兴政策启动及演进过程都表现出紧随日本的特征。 然而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
韩国作为二战后才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落后的农业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较为相似,起步条件大不
如早在进入 20 世纪之前通过明治维新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

第一,纵观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起源与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存在着两条清晰

的线索。 一条是产业融合升级的过程。 即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融合最终形成复
淤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 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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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产业的发展趋势,而这一过程恰好是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社会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另一条是
乡村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即农业生产力低下与工业化、乡村温饱间的矛盾,转变为城乡差距拉大
与均衡发展间的矛盾,再转变为市场化、全球化与乡村竞争力低下、乡村衰败之间的矛盾。 每一次
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的后果便是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不断增加社会政策色彩,最终勾勒出乡村振兴
社会政策起源、演进、确立、发展的整个图景。
第二,从韩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来看,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是从产业政策中衍生分离出
来的,与产业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符合理论上的逻辑。 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演进逻辑大体上
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 新村运动冶 之前的乡村振兴政策主要围绕粮食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开
展,属于强调要素投入的产业政策范畴。 1972 年“ 新村运动冶 开始后强调乡村组织化、乡村福利、乡
村环境,这成为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 其次,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乡村振兴主题为城乡均衡发
展和应对全球化。 为此,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中被设计出来,但在增加乡村非
农收入的政策目标下,社会政策从产业政策中“ 去依附冶 的过程有所放缓。 最后,进入 21 世纪以
来,乡村振兴的主题转变为提高乡村社会福利和重新定义乡村价值。 《 农业·农村综合对策》 的颁
布代表着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和手段,通过过疏化应对、“ 企业型冶 新
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 颁布,不断对乡村振兴政策赋予社会性,最终完成了乡
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转向。
( 二) 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施成果
通过对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演进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对韩国
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最大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乡村组织化和政策对象自主发展能
力的提升。
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分散的、高度原子化的小农群体组织起来,在生产、流通、

福利等方面建立有机联系,成为考验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智慧的重要课题。 韩国的农协组织自 1961
年依据《 农业协同法》 建立以来,也在试图对分散的小农进行整合,形成利益共同体。 据统计,2019

年韩国农协组织共有 214 万农民会员,占农业人口总数的 95郾 5% 。 通过购销、农机推广、信贷、社
会福利、教育文化等综合手段,服务于众多会员,成为与乡村衰退进行博弈的主要社会力量。 值得
注意的是,韩国农协组织不仅拥有覆盖几乎整个农业人口的农民会员,还有超过 1 600 万人的准会
员,其准会员规模远超日本。 因此,韩国农协组织不仅代表农民利益,也成为城乡社会中低阶层群
体的利益代表 [13] 。 农协的发展,有效解决了韩国乡村组织化的问题,为其他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
实施提供了保障。

第二,“ 新村运动冶 和“ 企业型新农村建设冶 在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中能被称为典型和成功的
政策案例。 这两个政策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政策对象的自主发展能力和自主意识。 通过
各种精神启蒙运动,给乡村植入“ 我们可以行冶 “ 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冶 等理念,打消乡村中弥漫的负
面情绪和“ 等靠要冶 的想法,把分散的小农从精神上调动起来,让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这
种精神启蒙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我们考察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过程时最值得去借鉴
的部分,也值得给予特殊关注。 在“ 后扶贫时代冶 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如
何有效组织分散的农户,形成“ 参与式冶 乡村振兴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难题,是亟待解决的
一个真实的问题。
( 三) 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不足与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发展在较大程度上还是在借鉴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发展经验的基
础之上推进的。 在这一意义上,观察分析韩国乡村振兴政策演进,提炼出相关实践经验具有现实价
值。 对于中国而言,韩国的成功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其失败经验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一是,韩国工业化的完成早于中国,乡村发展问题也早于中国,用其失败经验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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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中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少走弯路。 二是,中韩两国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都借鉴了日本经验,韩
国在借鉴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总体上看,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韩国政府不断为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嵌入社会政策理念,并完成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转
向,使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依托、乡村振兴产业政策服务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时,其乡村振兴政策推进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 目前,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实施采取由农林畜
产食品部牵头,行政安全部、文化体育观光部、环境部等多个部门配合的联合运行体系。 政策实施
联合体系一方面保障了政策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其弊端也逐渐凸显。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
便是相关政策法规过于密集,相似、雷同政策层出不穷,不同部门间的政策联动性差,相似又抽象的
政策目标,重叠的投资与执行命令给基层带来混淆。 政策的执行效率、地域间的平衡性、重复建设、
对政策的解读、基层接受能力等问题已经成为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践的现实问题 [14] 。
第二,长期以来,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以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为重点内容,软件建设相对滞后,当
工业化完成以后,软件建设难度加大,建设成本加倍,前期片面追求基础设施的弊端不断显现。 同
时,乡村被推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 从最初的有害垃圾就地焚烧、农药及
化肥的过量使用、塑料膜和农业包装袋的回收率过低等问题到现如今的江河治理、土壤治理、垃圾
处理等现实问题都给韩国乡村振兴带来不少麻烦,在乡村空间范围内如何排解这一环境代价成为
韩国乡村长期面临的挑战。 因此,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的发展理念对于我们的乡村振兴
是尤为重要的。
第三,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乡村现实的把握存在偏差,导致韩国政策实施脱离乡村
实情,并出现政策滞后性严重的问题。 在“ 新村运动冶 时期,为了解决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资
金短缺的问题,政府向乡村提供了大量无抵押贷款。 这种缺乏基于农户实情和农户实际承受能力
的大规模贷款最终引发了债务危机,使大量农户和村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至今。 另外,
乡村振兴政策存在滞后性是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例如,在乡村过疏化的应
对方面至今仍未出台专项政策,乡村过疏化、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台应对过疏化的乡村振兴
社会政策已成为刚需。
第四,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在提高农户收入和福利水平的问题上,将乡村旅游视为重要途
径,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展乡村旅游业上。 然而韩国的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收入和
福利的影响是有限的。 当下韩国几乎所有村庄都举办庆典活动,但是 1 000 多种乡村庆典内容雷
同,滋生恶性竞争,让消费者很容易产生体验疲劳感。 同时,在以“ 村冶 为单位的乡村振兴政策居多
的背景下,村庄与村庄、空间与空间的相互补助和互动不足,无法形成一种地域资源网,终究很难提
升乡村的综合竞争力,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实施缺乏后劲。
总之,随着韩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乡村振兴社会政策逐渐成为韩国处理乡村振兴问题的重要
手段。 韩国作为东亚各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推进的“ 居中者冶 ,其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从乡村振兴产
业政策中衍生分离后,形成确立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
管中韩两国在乡村规模和类型、城乡二元结构、土地所有制、政策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
是两国在小农社会、“ 赶超式冶 工业化、社会文化传统、以村为中心的基层体制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
同质性。 毫无疑问,韩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具体进程中的乡村变迁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中乡村振
兴社会政策的形成与实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领域。 这不仅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一面“ 镜子冶 ,也
能够丰富中日韩等东亚各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 梳理东亚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及其运行
规律,提炼出乡村振兴的东亚模式,能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做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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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Evolution and Policy Direction of the Social Policy
for Rural Vitalization in Korea
SHEN Quanping
Abstract摇 Korea, as the “ middle player冶 in the “ wild geese冶 of East Asian modernization, has exemplary and enlighten鄄

ing significance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vitalization.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italization
policies in Korea, we can find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policy system in Korea since the 1950s contain an
obvious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social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me dimension, the evolu鄄

tion logic of the social policy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Korea has basically gone throug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Framework Act
on Agriculture and the “ Saemaeul Movement冶 (1952—1979) ; promulgation of the Framework Act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1980—2003) ; formu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and “ Return to Farming冶 (2004 to present) .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ree stages, it shows that social poli鄄

cy is dependent on industrial policy, to design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ocial policy i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n the social
policy becomes the basic support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finally comple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rural vital鄄
ization. Grasping this process can not only explain the social policy system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Korea more comprehen鄄
sively but als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a mirror for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Keywords摇 Korea; Social policy for rural vitalization; Evolution of policy; Policy dir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