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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成因与对策
刘少杰
[ 摘摇 要] 摇 一些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行动者是县乡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
信息技术公司和农业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与营销人员,主要工作是引入数字技术和配
置信息设备、建设数字平台和数据库,开展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服务和电子商务,而这些
工作的主要展开空间是在县城和规模较大的乡镇。 通过这种路径展开的数字乡村建
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数字乡
村建设悬浮,即没有同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解决好“ 三农冶 问题有效结合起来。 为

了把数字乡村建设同“ 三农冶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应当大力培训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主体,
提高农民的数字知识水平和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加强农业数字化建设,把数字治理和数
字服务切实同农民的乡村生活有效结合起来,避免数字乡村建设仅由县乡干部在县城
乡镇开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真正深入农业、农村和农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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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21 年 4 月至 10 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研究冶 课

题组在安徽、浙江、山东、陕西、甘肃、吉林 6 省的 30 个县开展了“ 数字乡村建设行动
调查研究冶 。 实地调查发现,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行动,通过数字技术引
进和数字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县城和乡镇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服务,在农副产品的
电子商务和网络化经营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个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即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同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 三农冶 工作还没
有紧密结合起来,亦可称之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悬浮问题。

一、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表现
在关于政府治理向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于江论述了“ 数字悬浮冶 问题。 在他看
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政府协商治理的理念尚不明确,参与社会治
理的各方“ 主体之间的关系、角色定位以及治理过程中各自的职责、权限与义务等问
题还不明晰。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打破了政府、企业、社
[ 基金项目] 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研究冶 (21ZDA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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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公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平衡,技术运用强权化压缩了公众、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治理的活动空间冶 ( 于江,2022) 。 为了防备数据和隐私的泄露,“ 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公众的数据往往处于互不融通的‘ 悬浮爷 状态,难以实现数据汇聚、协同与整合冶

( 于江,2022) 。 这种“ 数字悬浮冶 实质是行动主体之间不能有效协调,导致了各自掌
握的数据不能整合运用,进而影响了数字化治理的功能与效率。

我们关注的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悬浮问题。 从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
一系列战略部署淤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一定要落实到农业生
产、农村发展和农民行动之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 开篇就明确指出:“ 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冶 于。 十

分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各项任务都要落实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的信息技
能和数字化行动的根本目标上。
然而,在实际的数字乡村建设中,由县乡党委与政府积极推动的数字建设行动,
同落实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根本目标上相比还有一定甚至较大的距离,我们曾撰文
指出这是一种数字乡村建设的悬浮问题,并指出其三种表现:第一,数字乡村建设的
行动主体大都是身居县城的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广大农民还没有积极投入
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来;第二,县委县政府实施的某些数字建设行动同农业、农村和农
民的数字发展需求不匹配,存在引进数字技术高大上,而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低弱下
等问题;第三,政府购买和科技公司出售的数字设备与技术不能有效地应用到农业、
农村和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 刘少杰,周骥腾,2022) 。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悬浮还表现为:第一,各地数字乡村建设

行动最积极的表现是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和直播售货,而这些富有生机的县乡数字经
济活动,其主要内容是销售地方土特产,如鸡蛋、核桃、梨等农副产品。 这就意味着,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首先同数字网络经济结合起来的不是农业生产,而是副业经营。
虽然农副产品的养殖与销售对振兴乡村、摆脱贫穷也非常重要,但这些经营活动毕竟
淤

这些战略部署包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冶 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的意见》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印发的《2022 年
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等文件。

于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网. (2019-05-16) [2022 - 05 - 21] . http:椅www. gov. cn / zhengce / 2019鄄05 / 16 / content_539226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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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农村的主业,对于东北、华北和长江流域等广大农村来说,只有农业生产发展起
来、粮食增产增收,农民或农村的生活才能获得根本而稳定的保障。 因此,从产业发
展角度看,数字乡村建设一定要同乡村的主要产业———农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很多县乡政府把县城和乡镇的数字化治理作为主要任务去大力推进,同乡

村的数字化建设还有一定距离。 虽然县乡城镇的数字化治理也可以纳入数字乡村建
设的总体规划考虑,看作与数字乡村建设紧密相关的任务,但是,城镇还不是农村,如
果县乡数字化治理的行动主要集中于城镇,那么乡村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服务和数
字化治理就一定会被轻视。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在甘肃、陕西和吉林等地的数字乡村
建设中已经发现,当县乡政府积极推进城镇的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服务时,地处偏
远、交通不便和规模较小的乡村还没有感受到数字化的春风。
第三,如果像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的那样,当政府主要致力于购买数字设备和应用
数字技术对城镇开展数字化治理时,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就从乡村转移到了政府,也
就是开展了数字政府建设。 尽管加强政府的数字化程度和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有助
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同时也能促进数字化建设,但数字政
府建设同以主要对象是“ 三农冶 的数字乡村建设相比,是两种重点任务和实施内容都
有很大差别的建设,因此,不能用数字政府建设代替以 “ 三农冶 为对象的数字乡村
建设。

总之,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最重要表现是未能同“ 三农冶 工作有效结合起来。 概
而言之,目前开展的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从作用产业上看,主要是在经济效益比较明
显的副业———农副产品制造与销售和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等方面进行的,数字化建
设在作为农村主业的农业中还十分薄弱;从空间范围上看,数字化建设主要是在县城
和县域中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展开的,而广大农村的数字化建设很少甚至没有进行;在
数字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上,主要是县乡有关部门的机关干部在行动,而广大农民对
数字化还感到生疏,处于观望与等待之中。

二、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成因
数字乡村建设悬浮问题形成与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应当从建设主体谈起。
就全国开展大面积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建设而言,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战略行动。
在国家部署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之前,浙江省的临安、慈溪、德清和平湖等地的数字
乡村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与早在 2010 年前后,在阿里公司的推动下,“ 淘宝

村冶 就已经在浙江省很多县乡火热地开展了建设有关。 淘宝村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开
展地方土特产品的线上营销,但也涉及一些网络信息收集、网络销路疏通和网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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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等初级的数字化技术,这为后来的数字乡村建设打下了十分重要的行动主体基
础和网络技术基础。 在山东、江苏、福建和广东等地,也存在通过淘宝村的建设与经
营而形成的数字乡村建设的社会与技术基础。
因此,当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部署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时,很多省份还在
思考如何落实这个重要战略部署,浙江等沿海省份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率先行动了。
于是,内地各省设立的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纷纷由县乡领导或主管部门负责人
带队,前往浙江等省的试点县调研学习。 正是到浙江等地调研学习的县乡领导和主
管部门的负责人,成为亲眼看到数字乡村建设形式与内容、行动与效果的先行者,并
且也是要把学来的知识与经验转化为当地建设行动的推动者或实施者,于是这些县
乡干部成为内地第一批数字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
按照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规划,各地首先要激活数字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并且
这个行动主体应当主要是从事乡村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新型农民。 只有激活广大农民
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投入到数字乡村建设
中来,数字乡村建设才能获得稳定的“ 内生动力冶 与坚实基础。 道理虽然简单,但问
题却难以解决。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民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其中比较敏感活跃的人很多已经离开了家乡,走上了进城务工经商之
路,留守在家乡的农民多是对新事物反应不够灵敏的人,尤其是那些城里人都感到陌
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操作,更容易激起费孝通当年论述的“ 排斥陌生、习惯熟悉冶 的
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 因此,学习了先进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经验的县乡干部,很难把
浙江等地的数字乡村建设经验贯彻到本地的农民或农村中去。
尤其重要的是,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华北、华中,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 199 万人,占

63郾 89% ;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郾 21 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则相反。
很多乡村已经人走村空,留守的主要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老龄化、空巢化成为普遍
现象,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空废村、空壳村。 这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
难题:不仅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在数字化行动面前“ 不会动冶 “ 不愿动冶 ,更严重的是
“没人动冶 了。 因此,如果找不到新的乡村建设行动主体,仅凭县乡干部的宣传与推
进,数字乡村则难以建设成功。

不过,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问题面临一个重大转机,即土地流转催生了一批新型
农民主体。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已经
明确地提出了“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冶 “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冶

的战略要求,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所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包
括家庭农场、农业种植和养殖专业大户,还有形式多样的新型农民联合体。 这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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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主体,已经不是包产到户形成的农民个体户,而是通过土地流转从个体农户那里
接收了规模不等的土地和农业产业的新型农民集体。 如何把这些新型集体吸引到数
字乡村建设行动中来,是数字乡村建设获得内生动力和坚实基础的关键。
导致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另一个成因是,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向农业的深入还十
分有限。 目前各地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在农副产品的网络营销方面比较活跃,而怎样
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的种植和养殖之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即便采取了一些
行动,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这种情况与对浙江等地的学习有关。 浙江等
地的数字乡村建设源起于以经销本地土特产为主要商贸活动的淘宝村和电子商务,
是属于商业流通领域的网络化经营。 虽然土特产品网络营销同农业发展有紧密联
系,但土特产品还不是农业的主要产品,并且产品的营销也不是农业的主要活动。
一些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安徽阜阳地区,也注意到如何推进农业数字化发展
问题。 阜阳地区的阜南县是个粮食生产大县,该县积极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
中,例如,采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农作物的培育和生长,利用无人机洒农药消灭病虫
害,用电子摄像技术监控鱼类、家禽和牲畜养殖。 应当肯定,这些举措确实属于农业
生产与管理的数字化建设,但是其效果如何? 习惯于“ 眼见为实冶 开展认识活动的农
民,能相信这些用抽象的数字技术而得到的对农林牧副渔的监控信息吗? 能及时而
有效地识别和处理这些信息,开展数字化管理与经营吗? 这些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才能准确评价农业数字化建设的实际效果。
至于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怎样开展乡村建设,这似乎是一个不应当被提出来
的问题,然而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更具体地说,虽然国家确立了 117 个数字乡
村建设试点县,各省也纷纷增设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 例如,国家在安徽省设立了 4

个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之后,安徽省又设立了 35 个试点县乡。 其他省( 区、市) 也有

增设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乡的行动。 因此,数字乡村建设的覆盖面可谓有一定广度
了。 然而,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在很
大程度上还没有深入到广大乡村之中。
如前所述,除浙江等东南沿海的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早外,内地各省的数字乡村建
设大部分都是经过县乡干部从浙江等地学习经验之后才开展的,而购置数字设备、引
进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治理活动等,基本上都是从各县县城开始的。 某些有一定经济
实力的地区,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乡镇也开展了数字乡村建设行动。 但是,距离县城较
远的乡村,包括一些规模有限的乡镇,不仅没有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行动,甚至一些
村干部和村民听到数字乡村建设还不知所云。
与当年梁漱溟忧虑的“ 文字下乡,文字下不了乡冶 不同,“ 文字下不了乡冶 的主要
原因是习惯了在熟悉社会中生活的农民没有识字的需求,因此缺乏读书识字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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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而数字乡村建设中的“ 数字下不了乡冶 要比“ 文字下不了乡冶 复杂得多。 概而言
之,“ 数字下不了乡冶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 数字下乡冶 需要动用资金配置一
定的数字设备和技术,而内地一些乡村缺乏这笔资金;其二,“ 数字下乡冶 需要有懂得

和能够使用数字设备与技术的人,但乡村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其三,很多乡村已经是
人走村空,即便还有些老年人留守在乡村,他们已经不能使用数字技术从事可以获益
的生产与经营,他们需要的是利用数字技术为他们服务。 因此,在距离县城较远的乡
村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至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为留守老人提高养老服务,在这些乡村
开展旨在追求发展的数字乡村建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数字乡村建设落地的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利用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等信息技术,推进和
加快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做好“ 三农冶 工作。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虽然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做好“ 三农冶 工作的重要目标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 或者说,很多县乡的数字乡村建设还悬浮于“ 三农冶 工作之上。 这是数字
乡村建设的各项任务和各项行动能否同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重大问
题,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能否在广大农村真正落地的问题。 根据在各地调
查了解的情况,对照中央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
面化解数字乡村建设的“ 悬浮冶 问题。
首先,正确认识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一定要把农民( 包括乡村
基层干部) 当成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任务的行动主体,使农民明确认识到数字乡村建
设不仅可以为其增加收益,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管理经营农业生产的水平,
使乡村获得更加长远的持续发展。 不能把农民当成被动的客体对象去管控、治理和
服务,而应当把他们看成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主体,应当引导农民
像当年参加包产到户那样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地通过各种形式投入到数字乡村建设
的行动中来。 只有真正激发了农民的活力,数字乡村建设才能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
激发农民参加数字乡村建设的活力,还要改变对乡村农民构成的认识。 经过乡
村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乡村的农民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还停留在包产到
户时代把农民等同于个体农户的认识,已经看不清时下谁是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了。
虽然在乡村的日常生活还是以个体农户为单位进行的,但真正承担着大面积农作物
和经济作物种植以及一定规模的畜禽养殖的,已经主要是家庭农场、农业大户、新型
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它们才是真正有实力的新型农民主体。 应当通过各种灵活
有效的形式,努力动员这些新型农民投入数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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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有效动员农民主体积极参与数字乡村建设,首先要提高他们对数字乡村建设
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要明确认识数字乡村建设在做好“ 三农冶 工作,实现乡村振
兴、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和发展差距的重大战略意义,要
懂得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新发展浪潮,并
且是惠及乡村百姓、提高乡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重大战略
部署。 应当清楚认识农民包括一些乡村基层干部数字乡村建设知识的严重不足。 这
主要表现为:(1) 对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基本知识了解不够,不清楚三种知识
的主要内容和相互关系;(2) 不清楚怎样利用数字技术、数据分析和网络平台开展乡
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因此,应当从学习基本知识和掌握操作技术两个方面开展行动
主体的培训工程。
其次,要正确处理数字乡村建设中政府和农民的关系。 虽然数字乡村建设离不
开政府的领导和推进,但数字乡村建设的各项任务一定要依靠农民主体去实现,政府
的责任是领导和推进农民去行动,而不是直接从事数字乡村建设的各项具体任务。
政府数字化建设与数字乡村建设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等同关系。 政府数字化建设是
支持乡村建设的关键,县乡政府的数字乡村治理和数字乡村服务也是数字乡村建设
的重要内容,但不能把数字政府建设等同于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政府建设的主体是
政府,而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特别是那些在土地流转政策支持下形成的新型
农民集体,他们是数字乡村建设最重要的行动主体。
再次,要处理好乡村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数字商贸活动同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建设的关系。 仅仅停留在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层面上
的数字化贸易,虽然可以带来较大经济收益,有助于农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但数字
乡村建设一定要把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去推进。 由于种植业和养殖
业中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行动,要远比商业流通中的数字化经营更加复杂,应加强这
方面的科研和技术推广力度,要通过树立一些示范样板和取得成效的典型,让广大农
民学之有例、仿之有型,通过生动的感性示范,使他们通过有效的方式和切实可行的
路径把数字技术由浅入深地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
最后,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是,数字乡村建设应当“ 下乡入村冶 。 数字乡

村建设不能停留在县城和规模较大的乡镇,应当顾及空间广阔的乡村,否则就是数字
城镇建设,而数字乡村建设就徒有虚名。 在调研中看到,很多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在
县城中的数字建设很靓丽,宽阔的数字大屏幕显示了对县城交通秩序、社会治安、便
民服务、医疗卫生、居民社区精细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服务,五光十色的电子灯光
显示了数字化建设的“ 高大上冶 气氛。 然而,当我们从县城转向乡村,随着同县城距
离拉大,数字化建设的踪影也逐渐消失。 那些距县城几十公里的村落,不仅难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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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设备的配置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村民听到数字技术的某些名词,感觉莫
名其妙,如坠云雾。 可见,在一些地方,数字乡村建设还没有进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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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uspension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LIU Shaojie
Abstract摇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actors i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some regions are cadres

from county and township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nd
marketing personnel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main work is to introduc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equipment, build digital platforms and data鄄
bases, and carry out digital governance, digital services and e鄄commerce in the counties and larger towns.

Such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has achieved certain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obvious prob鄄

lem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s the suspension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effectively combined with the solution of the three issues of agriculture, the country鄄
side and farmers, the main task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closely integrate the digital village con鄄

struction with the work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e should vigorously train the
main actors in th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digit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peration ability of farmers, strengthe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effectively combine digit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services with the rural life, avoid th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ly carried out by
cadres in th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and eventually promote th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to truly pene鄄
trate in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Keywords 摇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Work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