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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基于政策法律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吴文旭摇 吴业苗
[ 摘摇 要] 摇 数字乡村建设“ 如何促进冶 乡村振兴是继“ 能否促进冶 之后又一重大的现实
和理论命题,学界至今未能给出较强的理论性诠释,更缺乏对二者促进机制的深度聚
焦。 通过评述国内外关于“ 数字化与乡村发展关系冶 的文献观点,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数字化建设的探索仍是有益的,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而言不应当
有“ 存在论冶 的批判。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 45 份国家政策法律中有关乡村振兴与数字乡
村的文本内容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从模式变革、业态创新、外源连
接、本土培育、媒介兼容、语态进化、常态感知、系统决策、流程再造、空间重塑十个方面
嵌构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体系;整个嵌构过程主要依赖新兴与攻
坚两类技术的支撑,受数字基建、终端设备和平台开发三个方面物质保障的制约,体现
为生态、生产、生活三大具体场景的应用,通过组织增益、制度增效和技术增值三种手段
达成目标。 未来数字乡村建设要谨防数字资本的裹挟、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和回归价
值理性的主导,如此才能发挥数字技术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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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广大乡村地区由于自身固有的偏远性,各方面发展较城市建成区而言相对迟缓。

新地理经济范式的倡导者 Hite(1997) 曾用“ 乡村惩罚冶 ( rural penalty) 的概念来解释
这种现象,即在城市集聚经济持续增长和乡村人口密度日渐降低的情形下,乡村的偏
远性主要表现为克服城乡空间摩擦成本( cost of space friction) 的经济距离。 要改变

这种偏远性程度,除传统的加强乡村交通通达度之外,数字乡村建设越来越被视为一
种新的有效方式。 因而有学者指出,在乡村地区部署宽带网络有助于抵消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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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距离远冶 和“ 市场规模小冶 的基本缺点( Malone,2001) 。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越偏远的乡村越缺乏与外界的数字连接以及数字技术的

引进与应用,数字排斥、基建水平、数字素养、投资成本等都被视为可能的掣肘因素
( Tranos,2012;常凌翀,2021;Grubesic,2010) 。 由此,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中叶便开

始关注乡村数字化建设问题,并且已经形成了一批先进的数字乡村发展经验,例如,
美国打造的优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模式、日本资本与技术密集投入的集约式模式以
及法国政府—公益组织—私营企业多主体服务融合模式( 高峰,王剑,2021) 。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肇始于 21 世纪初期国家对农业数字信息技术的重视。 党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运用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实现农业科技革命,推动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567 -

568) 。 1999 年,世界首次数字地球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推动中国实务界和学术界

提出“ 数字中国冶 构想。 在 2003 年召开的全国首届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发展战略
研讨会上,石元春、汪懋华、孙九林等院士表达了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战略、精细农
业技术和农村科技基础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的关切,随即我国启动了“ 数字农业技术
研究与示范冶 专项。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时期,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
农业现代化发展。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
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重点抓好‘ 金农爷 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
程,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冶 。 此后,连续 1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都对加快农业信息化工作做出要求。

进入新时期,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018 年,《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随后出
台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 以下简称《 纲要》 ) 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 》 提出要充

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部署了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
智慧农业创新发展行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动、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行动、乡村网
络文化振兴行动、智慧绿色乡村打造行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行动和网络帮扶拓展
深化行动八项重点任务。
总体来看,面对生产力增长瓶颈、复合型人才短缺、文化资源交互不畅、生态人居
环境恶化、组织管理低效等一系列新时期乡村发展难题,数字乡村建设无疑为消弭
“数字贫困冶 “ 数字鸿沟冶 和实现“ 数字红利冶 “ 数字赋能冶 以扭转乡村衰败危局指明了
新的方向。 其背后隐含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核心议题是:在国家宏观政策背景和现实
情境中,数字乡村建设究竟如何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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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评述:学术争鸣与观点辨析
数字信息技术正在解构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的“ 数字孪生世界冶 ( Verdouw

et al. ,2021) 。 正如《 纲要》 开篇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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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优先发展方向,正是当下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大课题,相关学术话语交锋主要
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数字乡村与农业技术变革。 人类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历经了原始—传
统—现代的变迁过程,类似于工业发展的更新迭代,农业部门也从强调劳动力投入的
农业革命 1郾 0、推崇绿色生产的清洁农业 2郾 0 和注重信息收集与管理的精准农业 3郾 0

逐渐向非物理接近与人工智能自主监测决策的智慧农业 4郾 0 过渡( Cho,2018) 。 世

界上许多地区农业资源相对贫乏,人地矛盾、人粮矛盾历来有之,因而有学者断言:
“ 受制于以往农业规划建设生产经营和管理模式,农业发展的潜力似乎已经走到了
尽头冶 ( 张秋文等,2003) 。 由此引出了数字信息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解放
农业生产力的研究命题。 大多数学者表达了对发展“ 数字农业冶 “ 智慧农业冶 的积极

看法,如王小兵等(2021) 、殷浩栋等(2021) 、Mushi 等(2022) 认为,智慧农业是技术
进步的必然产物,农业需要向更高级别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迈进,数字技术有消
除世界上大多数小农的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潜力;不过,也有另外少数学者提出
了对“ 数字农业冶 发展的隐忧,如 Cho(2018) 指出,在农场使用数字技术有时可能与

农业知识对农场现实和商业问题的理解相分离,数字技术可能会使问题和挑战更加
复杂,而不是为解决方案和农场的实际工作做出贡献。 由是观之,数字信息技术赋能
农业生产的潜力有待进一步考察。
第二,数字乡村与社会文化变迁。 传统的乡土社会一般被描绘成一个“ 生于斯

长于斯冶 的熟人社会( 费孝通,2012:13 - 16) ,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乡村越

来越呈现出“ 人口空心化冶 “ 关系碎片化冶 和“ 生产过密化冶 的后乡土性特征( 陆益龙,

2016:12,23 - 27) 。 对于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诸多次生问题的解决,不少学者
将希望寄托在数字乡村建设上。 例如,师曾志等(2019) 指出,在数字乡村新媒介赋
权下,乡村逐渐实现了基于交流、信任和情感特征的“ 重新部落化冶 ;牛耀红(2018) 在

考察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平台运作后提出,网络公共平台能够复兴村落公共
空间,村民通过网络“ 共同在场冶 培育共同体意识并再造“ 想象的共同体冶 。 不过,另

外一些学者表达了相对悲观的态度。 虽然数字信息技术具备改造乡村社会和促进乡

村文化振兴的潜力,但现实的情况确是,广大农民的数字素养普遍偏低 ( 常凌翀,

2021) ,文化产业迭代升级阻力较大。 从城乡关系来看,城乡“ 数字鸿沟冶 正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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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接触和使用信息资源的一组机会和能力的城乡分化状态,最终滞碍了城乡融合
发展( 吕普生,2020) 。 Roberts 和 Townsend(2015) 认为,改进的数字连接有助于吸引
人力资本进入这些农村地区,而 Muhammad 等(2007) 却反驳道:“ 数字连接使人们能
够通勤到更长的距离,通过这种方式,农村人更可能进入更远的劳动力市场。冶 由此
表明,数字信息技术改造乡土文明的合理限度尚需明晰。
第三,数字乡村与治理结构重塑。 数字乡村治理是由数字化政务体系、数字技术
设施与规制以及数字经济社会民生发展机制构成的新治理体系,它重塑了乡村的治
理结构。 现有的一些乡村地区实践已经充分展现了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率
的能力。 例如,Mukhsin 等(2018) 、Cui(2009) 、王薇等(2021) 的研究发现,乡村电子
政务和数字化治理能开辟公共民主空间进而实现公共服务善治,有效预防腐败和纠
正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推进跨域式、互动式、共同式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过,令人
遗憾的是,村委会应用电子政务实施村庄治理一开始是成功的,之后却因农民数字素
养普遍较低、缺乏信息和技术领域人力资源以及业务预算有限等而难以为继( Mukh鄄

sin et al. ,2018;苏 岚 岚, 彭 艳 玲,2022 ) 。 可 见, 数 字 乡 村 治 理 的 可 持 续 性 还 有 待
增强。

第四,数字乡村与生态环境改善。 乡村经济发展伴随着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

题,生态人居环境成为关乎乡村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黄国勤,2019) 。 数字时代的

来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也为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带来了重大的发展
机遇( Ili,2019) 。 具体而言,可以依托农村生态系统检测平台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检测平台,实现对生态环境要素的预警监控、大数据研判、分析评估以及科学化决策
( 肖若晨,2019) 。 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实体一体化、协同行动、多元治理等形式,可以
实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数字信息技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作用日益凸显。

第五,数字乡村与经济模式转型。 如上文所述,自由市场的规模经济使得缺乏有

效连接的乡村处于不利地位,接入数字信息技术能降低这种“ 空间摩擦成本冶 。 不少

学者支持乡村发展数字经济,因为向乡村地区迁移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一个新的经济
驱动因素。 例如,汪亚楠和王海成(2021) 、齐文浩等(2021) 和陶涛等(2022) 的研究
指出,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普惠金融等方式实现收入增长;数字经济正在
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消费结构,释放农村居民网络消费活力,推动农
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发展农村电商可以通过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
尔效应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虽然数字经济下的数字扶贫在一些乡村地区已经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但这一举措的大规模推广还面临难题。 以宽带网络为例,在城市市场
日趋饱和的情形下,乡村市场看似存在较大的需求潜力;不过从成本—收益分析来
看,乡村地区人口密度低、基建落后、消费水平有限等因素使其成为高成本市场,乡村

互联网投资几乎没有机会实现规模经济或获得城市水平投资回报( Grubesic,2010) ,
这可能导致城乡网络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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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乡村数字孪生世界的轮廓被构筑得越来越清晰,数字乡村建设至少从
农业技术变革、社会文化变迁、治理结构重塑、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模式转型五个方
面对乡村发展产生影响。 不过,国内外各领域学者对这种影响的褒贬不一,甚至对某
些议题存在较大争议,尚无权威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人甚至持全盘否定的态
度,这未免过于悲观。 正如大多数学者所看到的,至少目前中国乡村振兴中推进数字
化建设的探索仍是有益的。 因此,从国家宏观政策和现实经验出发,当下及未来该领
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会是、更不应是数字乡村建设能否促进乡村振兴,而应是数字乡
村建设究竟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学理认知的混乱,相关文献较为
分散,要么论及数字乡村某一项举措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要么阐述数字乡村对乡
村振兴某一方面的促进机制,多是单一见解,鲜有文章全面、系统、深入探究数字乡村
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应然促进机制,零星相仿诸文也由于论纲过于宽泛而忽视了对促
进机制的聚焦,遑论深度解读国家宏观政策和结合现实情景的恳切之言。

三、研究设计:对政策法律文本的扎根方法处理
(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方法,围绕“ 数字乡村建设对

乡村振兴的促进机制冶 进行探究。 扎根理论方法就是一些系统而灵活的准则( guide鄄

line) ,通过收集和分析质性数据,扎根在数据中建构理论( 卡麦兹,2009:3) 。 运用扎

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原因有三:第一,文献梳理过程中已经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量化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领域中的某些核心解释因素对乡村振兴某一方面具有显著
影响,但是对影响机制的解释还不够全面或解释乏力;第二,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尚处
于起步阶段,基层政府对国家政策动员存在理解偏差,对政策法律文本的扎根理论研
究有助于匡正认知,为政策实践提供方向指引;第三,软件的进步为开展大容量文字

材料编码提供可能,本文主要运用 NVivo12 plus 软件进行开放式、主轴和选择性三级
编码。

(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 数字乡村冶 “ 农业信息化冶 等为关键词,检索了近

15 年来我国人大和党政机关发布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通过筛选保留了 45 份文

件,详细情况如表 1 所示。 笔者将 45 份文件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段落文字节选出
来,共得到 8郾 65 万字的分析文本。 政策与法律是现代社会调控和国家治理互为补充
的两种手段,法律文本充分表现了立法者的意图,政策文本体现了特定时期政府和社
会相关主体实施活动所需遵循的行动原则、目标任务和采取措施的明确表述,体现出
决策部门对相关社会活动的引导意图。 以法律和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可以有效
梳理统治者的治理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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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相关法律政策文件信息一览
序号

标题

1

《 “ 十四五冶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2

知》

国务院

国发也2021页29 号

国务院

国发也2016页73 号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也2015页89 号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也2015页59 号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冶 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的通
《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冶 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4

划(2016—2020 年) 的通知》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三农冶 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战略纲要业 》

院办公厅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做好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掖 数字乡村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中共中央、国务院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中共中央、国务院

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村现代化的意见》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
《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郾 0》

中发也2017页1 号

中央网信办
中央网信办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发也2007页1 号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发也2006页1 号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发也2005页1 号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干意见》

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 “ 十四五冶 国家信息化规划》

21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3

中发也2018页1 号

中央 办 公 厅、 国 务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冶 领域重点工作确

20

22

发文字号
国发也2021页25 号

3

5

发布单位
国务院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

中央网信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2019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

小组 办 公 室、 农 业 中农发也2019页1 号

《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推进区域电商发展的实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施意见》

农村部
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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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4
25

……

44
45

发布单位
农业 农 村 部、 中 央

发文字号

于印发掖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业 的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农规发腋2019夜33 号

通知》

委员会办公室

《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印发掖 关于推进“ 上云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发 改 高 技 也 2020 页

《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印发

农业 农 村 部 办 公

用数赋智冶 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业 的通知》

26

43

标题
《 农业农村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关

会、中央网信办

552 号

农办计财 也2020 页 15

掖 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业 的通知》

厅、国 家 乡 村 振 兴

……

……

障碍的指导意见》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20)146 号

《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推进信息无
《 农业农村部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 关于印发掖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业 的通知》

局综合司

号

……

工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工 信 部 联 管 函

农业农村部

农产发也2021页7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30 号

工信部联科也2021 页

( 三) 编码过程

1郾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阶段主要侧重于对无序的原始数据进行解释,以从文本数据中寻找

新见解和产生新概念。 具体操作如下:(1) 对精炼后的文本进行逐句标签化;(2) 从
标签中提取相应的概念,为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尽量保留了语句原文内容;(3)

对相似或重复概念进行范畴化。 最终整理得到 591 处标签节点、88 个概念和 21 个
副范畴,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对分析文本开放性编码情况( 部分)
标签化

编码
N59

典型节点数据资料

概念化(参考节点/ 个)
概念

加快渔业各领域信息化应用,重点推广一批智慧渔业模式

智慧渔业(9)

N352

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推进“三农冶综合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

农业数字化(26)

N41

开通了中国家庭农场、中国农业生产托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等

生产托管(1)

N1001

推进畜禽圈舍设备智能化改造加快应用个体体征智能监测技术

畜牧业智能化(5)

N415

继续推动奶业主产省数字奶业建设

数字奶业(4)

N694

实施“数商兴农冶,推动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农村电商(15)

N126

推进优质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网络销售(6)

N326

农产品上行(2)

N526

结合“互联网 + 冶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农产品上行
发挥品牌强农的重要作用,推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

品牌强农(3)

编码

范畴化
副范畴

编码

模式变革

Mc

业态创新

Bfi

Mc1
Mc2
Mc3
Mc4
Mc5
Bfi1
Bfi2
Bfi3
Bf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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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摇
标签化
N830

概念化(参考节点/ 个)

全面提升基层农技推广和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服务能力与信息化水平

农技推广(3)

N541

鼓励农业专家在线为农民解决生产难题

在线专家(2)

N401

开展数字农业农村领域人才下乡活动

人才下乡(3)

N79

全面提升基层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和职业农民培育质量效能

职业农民(2)

N536

培训脱贫县农民主播、帮扶达人、电商直播网红

农民主播(3)

N537

村级信息员(5)

N10

累计培训村级信息员 62郾 6 万人次,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
过纪录片和专题专栏节目深入挖掘乡村地区文化资源

专栏节目(2)

N71

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行业开展智慧广电服务乡村振兴专项行动

智慧广电(10)

N257

全国乡村春晚百县万村网络联动

网上村晚(2)

N276

微信公众号,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内容

公众号(2)

N632

加快推动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

数字书屋(2)

N986

加强乡村地区广播电视站、村级广播室等服务场所建设

广播室(9)

N125

推动资源配置向优质原创内容倾斜,促进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创作生产

原创内容(2)

N520

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提倡传统美德,促进男女平等

破除陋习(2)

N324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进生活

核心价值观(2)

N518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普及科学知识

科普(2)

N278

网络视听教育培训和远程教育,志智双扶,为乡村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在线教育(14)

N1053

公益宣传(3)

N665

进一步推广“公益广告、节目 + 消费帮扶冶等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点

垃圾堆积监测(2)

N666

研究推进农村水源地远程监测

污水环境监测(2)

N929

农村卫生厕所管护平台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卫生厕所的使用效率

厕所管护系统(2)

N790

开展摸底调查监测,汇聚相关数据资源,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数据库

数据资源整合(2)

N667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网络监督,共同维护绿色生活环境

网络监督(2)

N941

鼓励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数据挖掘、商业分析等新型服务

数据调度(2)

N841

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

村务上网(29)

N576

导各地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等工作信息化水平

社会化智能服务(4)

N100

推动加强农村卫生信息化建设,特别是偏远地区远程医疗建设

远程医疗(8)

N249

乡村规划管理信息化,推动乡村规划上图入库、在线查询

数字规划管理(7)

N150

疫情防控的数字化水平,支撑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数字防疫

N628

建立健全乡村治理和农民负担监测体系

农民负担监测(3)

N39

卫生室安装了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初步支撑基本医疗

卫生室信息化(2)

N187

将信息无障碍建设纳入数字乡村信息化建设工作

无障碍建设(2)

N232

推动“互联网 + 冶社区向农村延伸,深化乡村智慧社区建设

智慧社区(4)

N247

不断发挥乡村基层主流舆论阵地、社区信息枢纽的重要功能

舆论阵地(2)

N288

网络公益惠及更多贫困群体

网络公益(2)

提高持续运行能力,推动各类服务资源通过益农信息社下沉

益农信息社(8)

N152

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实现民情收集和议事协商

网络协商(2)

N353

范畴化

Ec1
Ec2

外源连接

Ec

本土培育

Lc

媒介兼容

Pm

语态进化

Ve

常态感知

Np

系统决策

Sd

流程再造

Pr

空间重塑

Sr

Ec3
Lc1
Lc2
Lc3

Pm1
Pm2
Pm3
Pm4
Pm5
Pm6
Ve1
Ve2
Ve3
Ve4
Ve5
Ve6

Np1
Np2
Np3
Sd1
Sd2
Sd3
Pr1
Pr2
Pr3
Pr4
Pr5
Pr6
Sr1
Sr2
Sr3
Sr4
Sr5
Sr6
S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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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
N35

概念化(参考节点/ 个)

提升种业高阶智能分析水平

高阶智能(2)

N604

深化农业农村大数据创新应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数据建设与整合

大数据(65)

N99

积极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面融合

云计算(4)

N1041
N171

积极利用广电 5G 网络开展“直播课堂冶教学

加快推动遥感卫星数据在农业农村领域中的应用

5G/ Wifi(4)

N786

遥感卫星(9)

大数据精准采集建模分析,强化大数据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

空间建模(2)

N272

启动实施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加快建设农业物联网应用服务

物联网(23)

N505

推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区块链(4)

N273

加强无人机智能化集成与应用示范,重点攻克无人机视觉关键技术

无人机(7)

N540

攻克高品质、低功耗农业专用传感器,解决数字农业高通量信息获取难题

专业传感器(12)

N343

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实现对农业农村全覆盖动态观测

天地空一体化(15)

N615

研发适应性强、性价比高、智能决策的新一代农业机器人

机器人(10)

N815

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建立支持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发展长效机制

网络接入(58)

N868

持续加强光纤到村建设

光纤通达(9)

N282

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为社会困难群体运用网络创造条件

提速降费(5)

N424

加快数字化通信基站建设,升级改造渔船卫星通信

通信基站(3)

N1021

参与农业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建设

资金投入(6)

N982

要推广一站多用,探索利用农村商业网点、电商服务站点等

电商网点(3)

N669

农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达到 29郾 2 台

计算机(2)

N754

持续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用好“农民学手机冶等线上培训平台

移动手机(2)

N78

加快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村基层信息服务体系

信息服务平台(3)

N789

探索建立数据采集平台,推进各试点县、各参与主体与平台对接

数据采集平台(8)

N993

创作机构与播出平台有效对接,让乡村振兴题材好作品发挥正向引领作用

创作播出平台(4)

N1017

加强数字化环保宣传教育

环保教育宣传(2)

N665

在农村人居环境等领域开展调度与监测

人居环境监测(6)

N98

创新发展共享农业、云农场等网络经营模式

云农场(12)

N764

突破农机装备精准作业,实现农机作业信息感知精准投入

精准作业(3)

N525

构建品种智能分析模型

品种分析(11)

N943

提高动物疫病监测智能化水平

疫病监测(3)

N1000

推进畜禽圈舍通风温控和智能温控系统应用

禽舍温控(2)

N940

进一步推“短视频、直播 + 消费帮扶冶模式

短视频(2)

N83

规范引导网络直播带货发展,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冶

农民直播(3)

N1003

加快实现快递网点乡镇全覆盖,方便农民网购

网上购物(2)

N176

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共同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氛围,形成推进合力

形成合力(8)

N335

出台数字乡村政策文件,统筹协调

统筹协调(4)

N819

网络扶智持续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5)

范畴化
Nt1
Nt2
Nt3
Nt4

新兴技术

Nt

攻坚技术

Bt

数字基建

Dc

Tu2

终端设备

Tu

Pd2

平台开发

Pd

生态场域

Ef

生产场地

Ps

生活场所

Lp

组织增益

Og

Nt5
Nt6
Nt7
Nt8
Nt9
Bt1
Bt2
Bt3

Dc1
Dc2
Dc3
Dc4
Dc5
Dc6
Tu1
Pd1
Pd3
Ef1
Ef2

Ps1
Ps2
Ps3
Ps4
Ps5

Lp1
Lp2
Lp3

Og1
Og2
O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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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摇
标签化
N91

概念化(参考节点/ 个)

初步形成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整体推进(2)

N130

进一步优化数字农业试点县项目布局和设计,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和指导

优化布局(3)

N166

加强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经验总结推广

经验总结(3)

N13

帮助脱贫地区产值变价值、产品变产业

脱贫致富(24)

N423

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有效释放,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便捷普惠(4)

N561

完善智慧农业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提质增效(3)

范畴化
Se1
Se2

制度增效

Se

技术增值

Ta

Se3

Ta1
Ta2
Ta3

2郾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基于概念以及概念与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凝

练出主范畴。 本文综合考虑数据资料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将 21 个副范畴按照类
型和因果关系集成为嵌构理路、技术支撑、物质保障、应用场景和成效旨归五大主范
畴,如表 3 所示。
主范畴

表 3摇 对概念和副范畴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副范畴

概念与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模式变革 Mc 通过数字技术调整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方式、规模结构以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
业态创新 Bfi 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展销售渠道、打造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溢价能力
外源连接
本土培育
嵌构理路

Ec 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人才输送与农技推广在线化
Lc 通过乡村数字素养教育培育一批本土数字化人才

媒介兼容 Pm 通过多维媒介融合,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立体式传播
语态进化

Ve 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乡村文化衍生、素养提升和乡风文明

常态感知 Np
系统决策
流程再造
空间重塑
新兴技术
技术支撑

攻坚技术
数字基建

物质保障

终端设备
平台开发
生态场域

应用场景

生产场地
生活场所
组织增益

成效旨归

制度增效
技术增值

通过运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乡村山、林、湖、泽、田生态系统及人居环境现状进
行全天候实时监测

Sd 通过运用环境智能分析处理系统辅助生态环境管理的任务部署和决策制定
Pr 通运用各类数字工具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实现乡村整体智治
Sr 通过打造村庄网络公共空间,构筑乡村治理新场景

Nt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高阶智能、空间建模等基础技术

Bt 专业传感器、农业机器人、天地空一体化等一系列高精尖技术

Dc 宽带光纤接入、信息基站、电商网店等数字新基金
Tu 手机、电脑、智能交互设备的广泛普及

Pd 信息服务、数据收集、视频创作等网络数字平台的开发
Ef 农村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空间

Ps 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区域

Lp 开展休闲娱乐、网络购物、直播等生活情境

Og 激活乡村组织活力,形成促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化力量
Se 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提升政策绩效

Ta 通过技术赋能增加产品服务附加值,收获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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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将所有已发掘的主范畴和副范畴聚焦于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发现

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深层次关系的过程,由此发展出实质性理论框架。 本文围绕
“ 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冶 这一核心范畴,从纵向上看,数字乡村建设从十

个方面嵌构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体系;从横向上看,这一嵌构过
程依赖两类技术的支撑,受到三方面物质保障的制约,体现为三大具体场景的应用,
通过三种手段达成目标。 由此,构建出数字乡村促进乡村振兴机制的分析框架,如
图 1 所示。

图 1摇 数字乡村促进乡村振兴机制分析框架
摇

4郾 饱和度检验

当收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见解,也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理
论就饱和了。 为了检验表 2 现有概念和副范畴是否达到理论饱和,笔者继续将提前
预留的 5 份文件进行编码,共得到 153 个节点。 结果表明,并未有新的概念、副范畴
关系和主范畴类属出现,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四、五个维度:数字化建设嵌构乡村振兴的应然理路
数字化建设如何全面嵌入乡村振兴五大体系,形成促进乡村振兴的正向能量,关
乎国家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根据扎根理论框架
结果,下面将重点围绕数字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 嵌构理路冶 进行理论阐释,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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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融合技术支撑、物质保障、应用场景和成效旨归等因素进行分析( 图 2) 。

图 2摇 模式变革、业态创新与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机制
摇

( 一) 模式变革、业态创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郾 模式变革

模式变革是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第一种路径,主要指通过数字技

术调整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方式、规模结构以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
一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农业生产摆脱经验主义。 传统的小农生产效果主要依
赖农民自身的农耕经验判断,这种传统农业技艺的代际传承正由于人的城镇化快速
推进而出现断层,造成了“ 老人不能种、中年人不愿种、年轻人不会种冶 的青黄不接及
田地撂荒现象。 为缓解当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生产“ 过疏化冶 问题,国家冀望培养
一批具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愿意以农为业的青年“ 新农人冶 。 与传统农民相
比,“ 新农人冶 在农业生产采用现代工具方面表现出更积极的意愿,因为他们可以通

过提供关键信息的新智能工具来弥补稍显拙劣的种地经验 ( Saiz鄄Rubio & Rovira鄄
M佗s,2020) 。 总之,尽管一些农民在劳作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但数字技术可以提供
一个更加系统、有效和可持续的工具,从而最小化人为因素,减少那些难以通过经验
审视来规避的风险。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农业生产减少物理接触。 传统农业生产依靠密集劳
动力投入,逐渐陷入“ 无增长发展冶 的窘境。 与需要农民亲临田地观察和人工干预的
传统农业不同,智慧农业系统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网络—物理连接机制,无缝集成了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传感、监控和智能分析( Ayre et al. ,2019) ,有望实现从“ 亿人种
田冶 向“ 一人种田冶 的飞跃。 农民可以通过农场中的智能管理设备获取作物、禽类或
智能机械运转的现场数字信息和实时图像,从而实现远程监控和控制操作。 农业生
产的“ 非物理接触冶 和“ 无人化冶 能够极大解放生产力,有效应对我国目前农业部门劳
动力老龄化与兼业化的结构性困境( 殷浩栋等,2021) ,在提升农业生产率的同时释
放第二波劳动力红利,增强对其他产业的溢出效应。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文旭等: 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 81·

2郾 业态创新

业态创新是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第二种路径,主要是指充分利用

互联网拓展销售渠道、打造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溢价能力。
首先,依托数字市场缩短供应链,降低额外交易成本。 长期以来,农业产品供应
链中存在参与主体间权力不对称、信息沟通不顺以及内部机会主义滋生等痼疾( 赵

晓飞,2012) ,致使供应链首端的小农户和终端的消费者常常处于弱势地位。 从农民
到消费者,农业的供应链涉及多个层面,创造了产品的额外成本( Muhammad & Sy鄄

amimi,2016) 。 数字市场的形成改变了农产品供应的业务流程,为农消对接模式创造
了条件。 例如,利用社交圈裂变推广的拼单、网络预售、在线私人定制等模式。 数字

市场平台能够缩减销售流程,推动生产端与消费者越过中间商直接交流并完成交易,
从而提高供应链整体效率( Mcfadden & Huffman,2017) ,有效缓解农产品供应链中的
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

其次,打造网络品牌升级价值链,增强农产品溢价力。 随着我国农业进入高成本

时代,农业的收益率出现趋势性下降( 马晓河,2014) 。 再加上大部分农产品市场近

似完全竞争市场,信息时代农产品供求和价格信息透明,任何单一市场都无法成为整
个市场价格的绝对制定者,农产品市场交易价格趋于收敛( 董晓霞等,2011) 。 通过

网络宣传和在线营销方式增强农产品品牌溢价力,顺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由“ 产量冶 到“ 质量冶 的转变,能有效拓展农业利润空间、促进农民增收。

最后,通过“ 互联网 + 冶 延伸产业链,促进第六产业发展。 乡村三产融合理念源

自日本的六次产业化理论,提倡模糊农业生产边界,降低乡村产业发展的机会成本。
“ 互联网 + 农业冶 能够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间的深度交融渗透,走向集约化、一体化
的复合农业发展模式,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乡村产业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更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前提。 数字乡
村通过模式变革与业态创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高度依赖遥感卫星、物联网、专业传
感器等一系列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不断加强乡村网络接入、电商网点建设、社
会投资等物质保障。 目前,数字信息技术已经在乡村生产场地多场景得以运用,旨在
通过技术增值过程提高农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实现乡村产业数字化赋能。
( 二) 外源连接、本土培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1郾 外源连接

外源连接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第一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

网平台实现人才输送与农技推广在线化。
一方面,网络视频平台构成技术扩散新网络。 数字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乡村振兴
的新引擎,不过,这些技术与产品只有在农民群体中广泛传播、接受和使用,才能发挥
其潜在效能。 相对于传统乡村单一、低效的技术传播而言,网络短视频传播模式不仅
打破了时空隔阂,还有效缓解了线下技术推广人才不足的困顿。 来自全国各地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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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达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千万粉丝则通过“ 模仿冶 的方式逐
渐掌握农业技术和数字技能,两者之间构成了全新的技术扩散网络。
另一方面,在线专家系统提供知识交互成为新途径。 由于乡村自身的偏远性,其
获取知识服务的成本和难度较大。 农业专家信息咨询服务系统能广泛应用于农情分
析、市场供求、科学普及、法律服务等领域,为农民生产生活咨询问题提供可行性解决
方案( Deepthi & Sreekantha,2017) 。 该系统包含人工智能分析模块和人类专家在线

模块,是乡村生产生活各类知识存储、共享和转移的有效工具。 农民可以轻松地登录
系统并获取各种反馈建议,从而在生产经营中做出更加审慎与精准的决策。 专家则
通过来自基层一线的咨询信息辅助科研,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和更加完备的
专家咨询系统知识库。

图 3摇 外源连接、本土培育与乡村人才振兴的促进机制
摇

2郾 本土培育

本土培育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第二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乡村

数字素养教育培育一批本土数字化人才,激发乡村各类主体的创新创业潜能。
首先,通过完善数字教育体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事实上,迅疾的数字迭代不
仅形塑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也造就了农民代际之间的数字素养分野,有学者将其
形象地描述为“ 数字原生代冶 与“ 数字移民冶 的异质性( Wang et al. ,2013) 。 目前,大

部分留守乡村的老一辈农民亟需通过数字教育克服传统社会的生存逻辑,顺应数字
乡村的时代潮流。 通过实施数字化农民队伍培育工程,利用数字教育的再社会化功
能弥合代际间的数字“ 使用鸿沟冶 和“ 能力鸿沟冶 ,能显著提升农民整体参与数字生活
的意愿,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活力。

其次,依托益农信息共享平台,打造优质服务队伍。 益农信息社作为“ 三农冶 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体机构,打通了数字信息入村的“ 最后一公里冶 。 要提升乡村益

农信息的服务能力,村级信息员的信息技术水平是关键。 为更好地为村民提供“ 买、
卖、推、缴、代、取冶 六位一体信息服务,亟需打造一支专业、负责的农村信息员队伍,
全面提升农村基础干部的信息化办公能力。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文旭等: 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 83·

最后,发挥数字帮扶培训功效,壮大新兴职业群体。 发展数字乡村,尤其缺乏既
懂农业、又懂数字技术的本土人才。 国家通过选拔专门人员深入基层,大规模推动乡
村数字帮扶培训,为打造“ 人各有能,因艺授任冶 的乡村本土人才“ 蓄水池冶 带去智力
支持。 一批批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高的乡村新型经营主体应运而生,乡村网红、电商
达人等乡土人才成为乡村振兴领头人,真正将流量变成经济、使数据成为新农资。
人才对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数字乡村通过外源连接和本土培育助力乡村人
才振兴,高度依赖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网络等一系列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不
断加强乡村信息服务窗口、电商直播实训平台建设等物质保障。 目前,农民网红直播
带货、农民达人短视频创作等在乡村场域呈现蔚然景象。 这些“ 田秀才冶 “ 土专家冶 具

备良好的数字化意识和智能化意识,俨然成为爱农业、会技术、懂网络的高素质乡村
数字化人才,通过技术增值和组织增益过程实现数字红利普惠。
( 三) 媒介兼容、语态进化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1郾 媒介兼容

媒介兼容是数字乡村建设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多维

媒介融合,实现乡村文化资源要素的多元立体式传播。
一方面,通过创新输入形式,实现文化资源接收的多元化。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
数字技术广泛介入传播领域,推动了传播形态的深刻变革。 具体而言,单一、机械的
传统大众传播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数字时代乡村文化资源需求。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不
仅加速了传统媒介的数字化进程( 如数字报刊) ,而且催生了丰富多样的数字新媒

介。 多维媒介输入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文化资源接收的新模式,体现为传播来
源地多面性、资讯流动的双向性和受众接收的开放性,为农民更好地利用媒介获取娱
乐、文化学习和日常生活应用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通过整合输出渠道,促进乡土话语表达的时尚化。 村庄空心化加速
了乡村的离散,亦肢解了村落原有的文化资本。 乡土文明与乡土本色在城市偏向
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农耕国家文化建构的主体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都市文
化对乡村的单向渗透。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泛媒介冶 提供了一个集成的媒体环境
( Livingstone,2004) ,有望改变这种垄断的文化传播机制。 数字媒体时代,乡村个
体都有机会为自己通过不同种类的数字传播渠道广泛参与“ 社会文化工厂冶 和“ 非
物质劳动冶 的生产过程( Hardt & Negri,2000:284,293 ) ,将个人的身份期望、感知
经验和生活语言分享到网络公共空间。 就此而言,农民既是数字文化资源的消费
者,又是乡土语言表达的制片人。 他们能利用信息技术创造性地将乡村美学转化
为诸如短视频的数字作品,从而吸引城市人通过对乡村生活新时尚数字媒体的消
费以获取中介体验。
2郾 语态进化

语态进化是数字乡村建设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二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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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手段实现乡村文化衍生、素养提升和乡风文明。

图 4摇 媒介兼容、语态进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促进机制
摇

首先,信息编码延续乡村共同记忆。 从“ 历史延续性视角冶 来寻求乡村新发展的

着力点很重要( 徐勇,2016)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

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冶 ( 马克思,恩格斯,2012:669) 。 乡村共同记

忆作为乡村社会在历史中凝结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联结乡村文化过去与未来的重要
使命。 区别于传统的纸墨记载或口口相授模式,信息编码能将乡村共同记忆中的生
产生活要素转化为“ 比特冶 的形式储存、流通,这种延续方式的特征是实时的、虚拟
的、无限的和可视化的。
其次,数字网络拓展乡村文化空间。 从鲍曼的双重话语结构文化观出发,拥有文

化意味着创造文化( Baumann,1999:95) 。 因此,数字网络本身并不能被视为是一种

文化,但却为乡村文化的创新与衍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场域。 换言之,数字网络
本身并未超越工具理性的范畴,只是一种创造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由此,乡村新网民
成为数字网络空间文化实践过程的主体,不断给予乡村生活新的文化内涵,并通过网
络空间与外界的文化交换,促使乡村个体从文化“ 单食冶 向“ 杂食冶 转变。
最后,技术统治重塑乡村意识形态。 数字技术介入乡村文化领域遵循技术控制
思想的逻辑,这与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不谋而合。 在快速转型的乡村社会,思维观
念的破旧立新形成了事实上的乡村文化真空、失调与破产,使消费主义、无序竞争、低
俗娱乐等负面文化现象滋生。 以技术控制为主要手段,能形成更为隐秘的文化权力
势能,推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乡村在场与归位。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 灵魂冶 。 数字乡村通过媒介兼容与语态进化引领乡村文化

振兴,高度依赖互联网、大数据等一系列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不断加强乡村数
字传媒建设、信息接受设备普及等物质保障。 目前,数字信息技术已经在农民获取精
神需求的生活场景被广泛应用,旨在通过技术增值和组织增益过程实现乡村文化繁
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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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常态感知、系统决策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1郾 常态感知

常态感知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第一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运用

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乡村山、林、湖、泽、田生态系统及人居环境现状进行全天候实时
监测。
一方面,通过全景感知生态要素,增强信息获取能力。 传统乡村的生态单元呈现
分布式、模块化特征,其时空要素的内在规律存在隐蔽性。 由数字监测技术介导的信
息抓取系统能够突破地理空间的现实距离,构建数字—物理连接的数字生态。 乡村
数字生态将森林、水域、农田、村落等现实环境与计算机、应用程序和设备结合起来,
通过可视化界面形成立体的地理空间模型,展现出全景式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综
合网络。
另一方面,通过灵敏感知异常情景,提升监测预警水平。 依托乡村生态环境状况

常态化监测平台,能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管模块功能。 通过“ 互联网 + 环境监管冶 模

式,将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评估标准设置为数字系统的监测阈值,从而提升对环境异常
情况的感知能力。 灵敏的乡村环境污染预警系统有助于快速弄清环境异常源头,在
破坏力扩散初期采取修复措施,增强乡村生态韧性。

图 5摇 常态感知、系统决策与乡村生态振兴的促进机制
摇

2郾 系统决策

系统决策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第二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运用
环境智能分析处理系统辅助生态环境管理的任务部署和决策制定。
一方面,数字生态评估强化污染防治研判。 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看似逊于城镇区
域,实际上却表现得更为隐秘、慢性扩散且后果致命。 例如,水环境、土壤等,一经污
染就难以修复。 数字化推动了乡村生态评估由传统单一生态单元向多元生态单元交
互发展,实现从质性为主到以数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转变。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部门
借助生态大数据评估及其智能分析处理系统,能对乡村各类环境污染风险做出更为
全面系统的研判和制定更加精准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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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数字空间规划优化自然资源布局。 由于与生态资源高度重合的乡村

国土空间资源在深度价值化开发方面存在巨大增长潜力( 温铁军,逯浩,2021) ,乡村

生态自然空间资源规划已经成为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环节。 数字空间规划技术在乡
村空间规划中广泛运用,打破了传统以乡村土地资源规划为主的一维模式,实现了

“ 山、林、湖、泽、田冶 和“ 天、空、地冶 一体化多维规划,极大地优化了乡村生态自然空间
资源布局,激发了乡村生态价值。

数字乡村通过常态感知与系统决策促进乡村生态振兴,高度依赖天地空一体化
系统、无人机、三维空间建模等一系列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不断加强乡村环境
监测设施建设、数据收集平台建设等物质保障。 目前,数字信息技术已经在污染防
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环保宣传等生态场景得以广泛应用,旨在通过技术增值和组
织增益过程实现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
( 五) 流程再造、空间重塑激励乡村组织振兴

1郾 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是数字乡村建设激励乡村组织振兴的第一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运用

各类数字工具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实现乡村整体智治。
一方面,利用数字政务系统实现乡村治理的简约化。 乡村简约治理就是要克服
极度的行政科层制带来的“ 内卷化冶 弊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低成本、高效率运作。
数字政务系统在乡镇政府和村民服务中心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层级繁多的管
理方式,推动乡村组织管理结构的扁平化,有效简化了政务项目流程和削减了业务办
理环节。 并且通过“ 多规合一冶 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领域数字化整
体协作,有效摒除了传统条块分割管理下,信息分散、应用机械、服务割裂的体制痼疾
( 方堃等,2019) ,实现乡村整体智治的目标。

另一方面,依托信息交流平台增强政策反馈的敏捷性。 在缺乏信息交流工具的

时代,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大喇叭、布告栏等方式实现信息的单向传递。 村民不仅很难
及时获取国家政策咨询和村委会事务通知,而且缺乏有效的意见咨询和反馈渠道。
信息不对称引发了村民与村委会组织的隔阂。 以“ 腾讯为村冶 为代表的村庄信息交
流平台大量进驻乡村地区,突破了传统政策信息的传播瓶颈,增强了信息交流的敏捷
性。 通过村干部在线咨询、村民意见信箱等模块功能,将村民意见实时收集与村级管
理层快速响应同构,实现多元化治理场景中乡村物质网络空间敏捷治理。 总之,不论
是村委会自上而下的政策传达,还是自下而上村民的政策反馈,都可以凭借信息交流
平台进行快速传递,从而弥合传统乡村治理回应滞后的问题,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的
靶向能力( 崔元培等,2022) 。
2郾 空间重塑

空间重塑是数字乡村建设激励乡村组织振兴的第二种路径,主要是指通过打造

村庄网络公共空间,构筑乡村治理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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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流程再造、空间重塑与乡村组织振兴的促进机制
摇

首先,平台议事更新村庄表达空间。 长期以来,在国家治理权威下沉的宏大叙事
下,乡村个体的话语权被掩盖或未得到充分重视。 借助网上平台开展村民协商议事,
正是通过数字符号拓展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表达空间。 村庄公共事务在平台上一经
发布,分散在各地的村民都可以超越时空阻隔针对议题进行协商讨论。 通过在微信
群发言、给村委会推文评论留言等方式,村民对发表自身见解表现得更为积极,甚至
在村庄舆论博弈中会形成新的话语权力中心,成为推动村委会工作改进不可忽视的
倒逼压力。 网络议事平台给予不同主体平等的话语权,使每一个村民都有充分表达
的权利,有效推动了村民自治。
其次,网络动员密织村庄行动空间。 进入后乡土社会的村庄越来越呈现出“ 人
口空心化冶 和“ 关系碎片化冶 的特征,村庄公共行动几乎销声匿迹,随之而来的是“ 公
地悲剧冶 和村庄“ 集体行动的困境冶 。 通过移动网络平台进行组织动员,为激励村庄
共同体的公共行动提供了全新契机。 乡村精英通过自身的名望在线提议发起“ 公益

募捐冶 “ 公共事业众筹冶 “ 志愿者征集冶 等活动,村民积极响应、参与,在此过程中积累
丰富的村庄社会资本。 网络动员的协同整合效能将乡村社会“ 原子化冶 的个体重新

编织到互相联动的公共行动空间,促进了技术网络、组织网络、社会网络互相交织和
影响( 牛耀红,2018) ,有助于进一步建设守望相助的未来乡村。

最后,在线交流营造村庄情感空间。 在市场化、城镇化冲击下,重拾乡村共同情

感、传统道义、熟悉机制和信任关系是缓解乡村折叠的重要途径。 智能通信设备的普
及不仅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互动,而且唤醒了乡村社会集体或儿时的生活记忆。
乡村社会记忆具有情感性,是村民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基础( 丁波,2022) 。 通过

公众号推文和微信朋友圈分享生活记忆促进传统村落文化传承,能不断强化村民的
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村庄共同的情感空间,促进乡村社会的有机团结。
乡村组织振兴是实现村级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数字乡村建
设通过流程再造与空间重塑激励乡村组织振兴,高度依赖互联网、大数据等一系列数
字信息技术的支撑,需要不断加强乡村网络接入、移动终端普及、村务信息公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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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等物质保障。 目前,数字信息技术已经在村务公开、农民负担监测、村庄网
络协商参与等诸多场景被广泛应用,旨在通过制度增效和组织增益过程激发乡村自
组织活力。

五、结论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冶 。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 十四五冶 期间“ 数字中国冶 的重要内容和乡村持续振兴的新
引擎,已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予以全面推进。 本文通过对 45 份有关乡村振兴与
数字乡村的法律与政策文本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核多元的数字乡村建设对
于乡村振兴促进机制的全新理论框架。 一核即嵌构理路,数字乡村建设能从模式变
革、业态创新、外源连接、本土培育、媒介兼容、语态进化、常态感知、系统决策、流程再
造、空间重塑 10 个方面分别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多元即技术
支撑、物质保障、应用场景和成效旨归,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高度依赖一系列
新兴技术和攻坚技术的支撑,需要不断加强乡村数字基建、智能终端设备普及和信息
平台开发,将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生态、生产、生活多场景高度融合,进而才能通过组
织增益、制度增效和技术增值手段实现正向促进效应。
数字技术本身具有两面性,因而在共享数字红利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数字风
险。 要在激发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正向促进作用的同时,防止数字化成为乡村振兴
的负面滞碍因子。 鉴于此,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要谨防数字资本的裹挟。 自人类进入数字社会以来,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界的同仁已经对“数字劳动是否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与剥削范畴冶“数字劳
动的商品化及数字资本的剥削机制冶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且深入的讨论(孟飞,
程榕,2021)。 从我国数字乡村的建设实践来看,虽未严重到剥削的地步,但数字资本裹
挟已然发生。 国家鼓励数字资本下乡是为了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红利,然而,由于资本
的逐利性特质,一旦疏于管控就会落入“富了平台,忘了老乡冶 与农争利的窘境。 例如,
农村网络直播带货确实有利于解决乡村农产品销售问题,但在数字平台经济资本的无
序扩张下,也逐渐陷入恶性竞争、贩卖同情心、虚假宣传等内卷化形态。 农民网上购物、
在线浏览、社交互动等数据痕迹被无偿转化成“一般数据冶(蓝江,2017),成为数字资本
谋利的工具。 数字资本裹挟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农民可能会不自觉地侵占自我剩余劳
动时间而卷入到无限的数字资本扩张中去,甘愿被数字接管,无法察觉数字劳动异化和
自己作为“数字劳工冶“数字佃农冶甚至是“数字奴隶冶 的身份转变。 为应对乡村可能的
乡数字资本裹挟,应充分尊重和保障未来数字农民作为数字生产者共享数字信息的权
利,防止这些数字公共价值被垄断为私有财产。
第二,数字乡村建设要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 在国家行政强制力的有力推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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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政策多依循资源灌输式、渗透式逻辑,乡村自身主体缺失,变得越来越具有依附
性。 “ 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冶 现象日益凸显,积极参与建设行动的多是外来人员,本

村村民大都不太关心,甚至出现数字排斥现象。 当前,乡村居民互联网使用率普遍偏
低、农业经营主体数字素养不足、乡村缺乏数字化复合型人才,“ 上面热下面冷冶 使数
字乡村建设难以达成实效。 为提升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内部的自我赋权能力,相关
政策必须重视乡村居民的现实需求,积极引导广大乡村居民参与数字化建设,形成哈
耶克所讲的自发的社会秩序。 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主体性的回归,就是要彻底摈弃
依附型乡村发展思维,凸显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实践的主体地位( 孙萍,2021) 。 不过

也要注意,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以外援为主向内生为主转变,并非要建立“ 乡村数字孤
岛冶 ,必须要积极地与城镇化、全球化互动,形成“ 内生为主、内外联动冶 的数字乡村建
设格局。

第三,数字乡村建设要回归价值理性的主导。 数字技术在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也潜移默化地带来了“ 技术崇拜冶 。 一些乡村干部竟盲目地认为,只要给乡村连
上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将数字工具作为乡村善治的唯一“ 救命稻草冶 。 这种技术工

具理性在建设初期也许能有效发挥数字赋能功效,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
要素,但要实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融合,还必须发挥制度理性的作用,思
考数字化如何有机融入乡村生产、生活和治理。 中国农业正朝着规模化、专业化的数
字农业模式迈进,数字化农场在创造新兴高技能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可能会加深劳动
力和技能发展方面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Prause,2021) ,农民经验知识的丧失或边
缘化可能导致其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数字监控可能会对农场职工“996冶 的工作形成
新的劳动控制。 “ 数字泰勒主义冶 正在侵入乡村和田野( Fuchs et al. ,2022) ,乡村制

度、文化和话语知识在数字化浪潮中没用得到应有的重视,乡村居民的主体性价值被
长期忽视。 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必须要回归价值理性主导,以科技向善的伦理向度和
更强的人文关怀共建数字包容的乡村命运共同体。
设计一个梦幻般的数字世界很容易,而要建设一个活生生的乡村却需要煞费思
量。 不论如何,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潜力已然显现,数字化已经成为乡
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我们对其进行的也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
是从存在论的怀疑角度将数字信息技术完全拒之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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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Promote
Rural Vitalizatio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Legal and Policy Texts
WU Wenxu摇 WU Yemiao
Abstract摇 “ How to promote冶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other realistic theoreti鄄
cal proposition after “ can it be promoted?冶 .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so far failed to give a strong theo鄄
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in鄄depth focus on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he two. By re鄄
view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views 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rural de鄄
velopment冶 , it is believed that China蒺s current exploration of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rural revital鄄

ization strategy is still beneficial,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hould not have “ existential冶 criticis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text content of 45 national policies

and law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villages, and finds tha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rural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model

change, business format innovation, external connection, local cultivation, pan鄄media, voice evolution,
normality perception, system decision鄄making,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space remodeling. The entire

embedding process relies on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nd is reflected in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life application scenarios, mainly through three means of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value鄄added to achieve the goal. In the future, we must against the coercion of digital
capital,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ependent to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return to the domi鄄
nance of value rational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digital technolog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o鄄
verall 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摇 Digital village; Rural vitalization; Grounded theory; Promotion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