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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三农冶 阶段的新问题
孙摇 津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摇 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三农冶 问题的性质、内容、形式和特征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由此也产生了后“ 三农冶 阶段的一些新问题。 首先,政治身份与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可能前景,是创制农村土地的公
共所有制;其次,由于农村基层民主本身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力,需要创制与城市不同的农村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
第三,“ 三农冶 平等与否的比较参照是城市,这已经成为事关城乡全局的主要社会矛盾,并在城镇化建设中得到综合
而突出的体现;第四,农村发展需要建设新型的现代农业形态,但却存在许多复杂的麻烦和困难;第五,农村的代际
转型将持续保有数量巨大且流动不居的后备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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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之所以用“ 后冶 这个字,是为了省事,可以方便

段,所以尽管具体讨论的领域或问题不同,但其含义

地用来表示同一话题的延续和变化。 一方面,改革

针对应该是包括农民、农业和农村等方面的整体文

开放以来,“ 三农冶 问题的性质、内容、形式和特征等

明形态;其三,从操作层面讲,后“ 三农冶 阶段的变化

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

当然包括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产生,但

面,“ 三农冶 问题已经是一个个习惯的用语,所以用

就其理论的普遍意义来讲,应该或更多是指“ 三农冶

“ 后冶 字来表示今后( 估计较长时期) 一个阶段( 用

问题的转型以及某些问题方面的失去意义。

“ 阶段冶 而不用“ 时期冶 ,意在表明一种演化的矢量)
的“ 三农冶 新问题。

1摇 政治身份与所有制的关系

从事物总是变化的这个普遍性来讲,上述说法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政

并不难理解,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对此变化似乎很

治身份其实就是阶级身份,只不过学界好像很避讳

少有自觉意识和专门阐述。 显然,这种状况不仅不

谈阶级,所以为避免歧义,对此将另做专论。

利于相应学术研究的深入,也有碍于对具体问题的

改革开放至今,不管责任制有了哪些变化、土地

理解、以及“ 三农冶 政策的把握和运用。 因此,有必

如何流转、以及这些做法的成效如何,总之有一点,

要专门指出和阐述这些新问题、也即后“ 三农冶 问题

就是土地没有私有化。 但是,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

的真实含义。 它们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政

并不像学术界和社会上所认为的那样,即是否应该

治身份与所有制的关系、民主权力与二元结构、平等

土地私有,而是农民政治身份与相应所有制的一致

参照的社会矛盾、新型的现代农业形态、以及代际转
型等。

性。 30 多年至今, 责任制 实 际 上 并 不 是 一 种 所 有

制,而是经济实体的运作方式,类似于所谓的现代企

为了方便行文和避免误解,还需要说明讨论上

业管理模式,因此从理论上讲,经济主体的位置归属

述看法和问题的三个理论前提,以后除了专门需要,

仍是悬置的。 也许,这种悬置是一种明智的故意,但

不再赘述。 其一,作者曾多次说过, 真正的问题其

不仅理论上不能永远处于这种悬置状况,更重要的

实是农民问题,而农业和农村作为农民的对象其本

是,它已经在实践上妨碍了生产方式的改革,或者

身都不是问题,不过“ 三农冶 一说已成习惯,除非必

说,局限了提高生产力的空间。

要也就不做辨析了;其二,既然“ 后冶 指的是发展阶

政治身份的根据是阶级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
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工农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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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有制的主体,另一方面继承了无产阶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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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品格。 农民阶级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如果革命

义道路相一致呢? 可能的选择应该是公共所有制,

后的“ 耕者有其田冶 采取私有制,不仅与社会主义方

农地仍然是公有的,但拥有方式是公共的。 作为生

向相悖,而且其主人地位也与国体性质相矛盾。 因

产资料,公共拥有指的是农地总量,而不是实际拥有

此,必须采取公有制,否则农民仍是地主,于是就实

主体。 换句话说,农地产权是公共所有的,而不是按

行集体化。 但是,由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规定的政

身份资格分配,无论是平均分配还是所谓“ 生不增

治身份相同,形式却各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资

死不减冶 。 公共所有制的农地产权采取租用方式,

料的占有方式。 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国家( 包括地
方) 的,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处于领导地位;集体所有
制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公私合营、合股、合伙等方式成
为公有的,所以只在名义上是国家的或由国家控制

无论原有的还是新近的农业生产主体,都是通过租
用获得农地产权。 换句话说, 农 地 总 量 是 “ 永 租冶
的,而租用的主体和期限则是变化的。

由上,后 “ 三 农冶 阶 段 至 少 需 要 解 决 两 个 新 问

的。 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农民政治身份与所有制

题。 首先,终止依据身份资格的制度安置,同时创制

的复杂关系、甚至矛盾。

农地( 尤其是既有农民的农地) 退出机制,因为农地

简括说来,工商业( 尤其是在城市) 的集体所有
制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都私有化了,而农村采取的
是责任制。 这里的区别在于,集体制工商业的生产
资料是对象性的自然物,而在农村,作为基本生产资

总量是固定的( 新开垦的农地在性质上也是如此) ,
除了自愿 放 弃, 还 需 要 规 定 必 须 退 出 的 相 应 标 准
( 其道理类似建设用地到期不开工就收回) 。 作为
市场主体,农户是以企业形式租用农地的,因此,就

料的农地( 以及森林草场等) 是以使用者的身份资

存在农地退出的问题。 具体说来,企业可以继承,而

格来平均分配的。 换句话说,尽管农村集体( 即人

既然农地是生不增死不减的,就应该或者作为企业

民公社) 的农地原本也是农民“ 交出来冶 ( 或“ 入进

产权继承,或者退出,也就是归还农地。 其次是政策

去冶 ) 的,但它从此却不再是对象化的生产资料,而

保障,这一点主要是防止自发的和恶意的土地兼并,

是成了农民( 社员) 身份资格的等价物。 因此,改革

包括规定自愿放弃或退出农地的最低标准,也就是

开放后,必须原来就是农民身份的人( 农户) 才有资

可以自愿但不能随意退出。 不过,即使这两个新问

格以责任制的方式使用农地。 显然,这是一种制度

题能够解决,还有一个更为复杂难办的新问题,就是

安置,而不是社会新陈代谢自然形成的生产资料占

如何处理宅基地,而这恰恰是依据身份资格的制度

有方式。 因此,农村现行的政治身份与所有制的关

安置中最具“ 私有冶 性质的领域或方面。

系是互为因果的,并由此带来生产方式改革和生产

不难理解,如果整体上不能处理好政治身份与

力提高 方 面 的 局 限。 一 方 面, 必 须 具 备 特 定 政 治

所有制关系的一致性,不仅局限了生产方式改革和

(和社会) 身份的人才有资格作为责任制主体,另一

生产力提高,而且目前的农村改革还会产生更多、更

方面,责任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能落实到主体

麻烦的新问题,包括在所谓土地变性、土地整理、土

个人,也就是前述的“ 悬置冶 。 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深

地流转、以及农转居和新农村建设等做法中很难避

化,最能体现这种局限的一个迫不得已做法,就是废

免的再次牺牲农村利益和盘剥农民的现象。

除农业税,因为它不仅在进一步模糊农地产权的意

2摇 民主权力与二元结构

义上固化了这种“ 悬置冶 ,而且切断了所有制改革与
生产资料归属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利益旨向。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土地是否私有,而且从社会

这个问题说的是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如何
创制一种与城市不同的农村民主政治。

主义道路的性质和方向来讲,土地私有也是不可能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讲城乡二元结构,并认为这

的。 因此,政治身份与所有制相一致的出路,就在于

是对农村的最大不公平。 其实,这种看法隐含着极

产权制度的改革。 至少,就认同的理论来讲,比如按

大的误解。 在城市控制农民、剥夺农业和牺牲农村

照科斯定律( Coase theorem) ,财产权明确了,经济主

的意义上讲,不公平是存在的,也就是城乡双方不同

托最优。

指对象性的现象和结果,而不是结构。 事实上,造成

体都能够在市场均衡的意义上达成资源配置的帕累
那么,怎样才能既达到帕累托最优,又与社会主

( 不公平、不公正) 的两种( 二元) 待遇,但这应该是
这种不公平的体制原因恰恰是一元、而不是二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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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这个一元结构就是指城市对农村的统辖和领

农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自治组织的

导,直到现在,农村的政策、规划、利益、甚至具体的

自我代理本身既是权利也是权力。 一般说来,代理

做法都是由城里人说了算的。

人只为多方关系中的一方行使权利,而且与被代理

改革开放要求解放生产力,所以实行了责任制,

方的利益一致。 与此不同,村民自治的代理既是自

也才真正出现了涉及到生产方式改革的二元结构,

我的也是全方位的。 所谓自我代理,指的是自治组

即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经济体制。 事实上,也只有在

织的自我权力宣称和拥有,因此其利益也是内在自

这个意义上,上述农地公共所有制的创制才是可理

身的。 至于全方位代理,指的是自治共同体( 村) 的

解的。 不过,如果说这方面的改革仍然要在城市的

内外关系。 对外,包括政府、上级、社会、市场、环境

统辖和领导下进行,那么,有一个方面的改革将很可

等共同体以外的所有对象;对内,则是对共同体所有

能是由农村的情况决定的,这就是由农村基层自治

成员的生产、生活、甚至利益、权利和权力的代理及

带来的民主权力,以及与这种权力的功能实施相应

管理。 换句话说,村自治组织的自我代理不受任何

的政治体制结构。 因此,本节“ 民主权力与二元结

其他方的约束,所以民主本身产生了( 包括可能是

构冶 的意思就是指,不管城市如何对待农村的这项

不民主的) 权力。 其次,不仅由于农村文化的历史

改革,作为后“ 三农冶 阶段的新问题,这一体制在内

惯性,更由于血缘亲族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

容和方式上都将相对城市成为真正的二元结构。

特殊作用,自治很容易出现个人与职务的一体化。

无论将如何处理前述政治身份与所有制关系的

当然,这种一体化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此生出

一致性,从经济体制来讲,当农户( 以及农村的其他

的权力却很难不直接影响到选举。 换句话说,最能

经济实体) 由于责任制而成为市场主体之后,它们

体现民主特性的选举实际上最与个人因素密切相

与城市企业的市场主体在性质上并无不同。 但是,

连,而且这并不是所谓的克里斯马 ( 即魅力型) 权

产生责任制的政治背景以及责任制本身的政治功能
旨向,都是城市在统辖和领导农村方面的权力真空,
也就是农村必须实行自我管理。 换句话说,由于政

威,也与是否违反民主或贿选无关( 尽管这类现象
也是存在的) ,而是农村政治生态固有的内生性功

能。 比如,某村很多人不满意现任村长,经过努力终

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城乡的一元政治结构

于举行是否撤换这个村长的信任投票,结果信任票

即使不能说瓦解了,至少是不能有效运行了,于是就

仍占大多数,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信任票就是来自

在农村实行基层自治。

由于不满意而提出信任投票的人。

这种自治是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农村基本政治生

由于民主权力,后“ 三农冶 阶段的新问题就是如

态,其产生的最主要的新问题,就是民主权力,即由

何创制与基层自治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结构。 对此,

民主产生的权力。 农村基层自治的真实含义,是自

可以设想的改革途径应该与行政级层及其职能直接

治组织的自我代理,所以才会产生民主权力。 一方

相关,而其真实含义就是城乡分离的真正的二元结

面,尽管村民自治的产生是为了填补上述一元结构

构,而不是现在人们热衷的所谓城乡一体化。 比如,

中的权力真空,与民主与否无关,但选举产生自我代

城市不再统辖和领导农村,将县作为管辖和领导农

理机构本身仍是具有民主性质的;另一方面,由于这

村的独立行政区划,并实行相应的职能自治;乡镇级

种自治,以村为单位,在政权之外生成了直接实施利

层的政权可以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其管辖权力

益代理和生产、生活管理的政治权力。

的直接针对是村;削减村自治实际拥有的准行政权

因此,同样是民选形式的民主政治,在城市和农

力,转为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农户、家庭农场、农村

村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在城市,一方面,所要选出的

企业等经济实体直接向乡镇登记和纳税。 相应地,

是权力机关,所以选举本身并不具有权力;另一方

市级城市也是与农村无关的独立行政区划,市不再

面,社区自治既不代表也不管理本社区的个体,所以

管县,县也不再升格为市( 包括县级市) ;省就是一

这种自治也不具有权力,最多只是维护本社区的共
同权利。 不仅如此,城市的选举和自治都不针对个
体,权力只来自职务,而且选举和自治都不具有自身
利益。

个行政机构,没有自己的空间区划,并分别对市和县
进行宏观指导和管理。
当然,民主政治的含义远远大于行政级层的结
构,不过,从体制的角度讲,不仅民主政治总还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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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实体机构的关系上,而且一定的体制既在形

城里,从而不再是农村人;入伍则不一定,而且绝大

式上承载着、也在功能上实施着民主政治的职能。

多数都是复原回农村,所以仍是农村人;即使当干

因此,这方面的改革是实现农村民主政治的必须前

部,绝大多数仍是农村干部。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城

提和现实途径。 其实,学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这

乡都是分立和分离的,既不存在平等与否的意识,城

个问题,但多年来就一直很关注行政级层的结构问

乡平等( 主要体现为收入和待遇) 的比较参照即使

题,比较突出的改革设想,是弱化市级,并相应地由

有也毫无意义。

五个政府级层改为中央、省、县、乡镇四级。 但是,从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 一方面,责任制使农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设置多少政

民( 农户) 不得不作为单个经济实体成为市场主体;

府级层,而是如何设置不同级层政府的结构关系和

另一方面,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必然流向城市,即使进

各自的职能区别。 就农村来讲,由于民主权力的存

城务工的实际收未必超过在农村务农以及做其他营

在,不管撤销市 (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还是省 管

生。 完全因为这两个变化,农村产生了平等( 主要

县,关键是作为管理和领导农村的县级政府及其辖

体现为收入和待遇) 与否的意识,以及相应的比较

区如何与城市分开。 如果这样,各城市可以只根据

参照,即城市。 从务农来讲,责任制对所有个体都是

其规模分为大、中、小城市,但所有城市本身没有行

一样的,而农村的发展条件以及农户能力等方面的

政级别的高低,而是都与县同级。 相应地,必须弱化

不同却都是自然因素,所以农民之间仍不存在平等

或收回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自治的准行政权力,而乡

与否的比较,但整体上讲,农村与城市相比显然是市

镇则作为县的派出机构直接对村实施其政府职能

场竞争的弱势一方;从进城务工来讲,农民工在就业

( 主要是税收以及社会管理和服务) 。

岗位、工作条件、收入数量、公共产品享有、以及福利

3摇 平等参照的社会矛盾

待遇等方面又显然远不如城里人。 正是由于这些变
化,城市参照必然成了农村要求平等或公平的根据。

这个小标题的意思是说,某种平等与否的比较

于是,对于农村务农的不满就直接指向了农业产出

参照产生了、并且本身就成为了社会矛盾。 由于平

的刚性局限,所以就要求在政策上对务农进行各种

等与否是比较出来的,又由于温饱问题在大部分农

补贴;对于进城打工的抱怨就直接指向了各种待遇

村已经解决,现在农村的主要社会矛盾就是以城市

的不平等,所以就要求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公共产

作为平等要求的比较参照。

品( 教育、医疗、住房等) 和社会保障( 就业、保险、福

改革开放以前,所有人的收入差距不大,平等问
题不突出,就农村内部来讲,贫富差距的比较更是没

利等) 。

上述情况表明,平等比较的城市参照已经成为

有参照。 首先,农村人根本不和城里人比较。 这里

后“ 三农冶 阶段的新问题,其真实含义和实际作用直

倒是存在真正的二元结构了,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的

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比如,有些地方,尤其是

一元统辖和领导( 主要是固定身份和不让迁徙) ,农

大城市周边,农民的生活实际上远比城市要好,甚至

村人认为自己与城里人的不同是理所当然的。 因

还不用干活儿( 没有活儿可干也用不着干,出租各

此,当有农家子弟抱怨境况困苦或羡慕城里人生活

种“ 补偿冶 得来的房屋即可) ,但还是以城市为参照

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是农村人,不要和城里人比。

提出各种要求。 这种情况与农民的品行好坏无关,

其次,普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使得农民( 包括农村

而是城市这个惟一比较参照的存在使然。 因此,除

干部) 既无法对自己负责,也不必对公家( 集体、社

了当地务农和进城打工的问题,由城市这个平等比

会、国家) 负责。 因此,贫富差别完全在于自然条件

较参照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已远远超出了“ 三农冶 范

的不同,以至于相邻生产队的贫富差别也成了永固

畴,而最突出的新问题就是所谓城镇化。

的常态。 第三,改变不利处境和贫穷状态的惟一办

从现代化进程来讲,城市化的规模扩大是必然

法或出路就是离开本地,比如从自然条件差的地方

的发展要求和形态,然而从如何建设以及建成什么

嫁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以及上大学、入伍、当干

样的城镇来讲,就是有目标的自觉行为了。 由此,城

部。 因此,这些做法中不仅没有比较的参照,而且根

镇化这个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

本与平等与否的意识无关。 大学毕业很可能会留在

对象性作用。 由于城镇化的直接针对是农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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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要求农村方面发生变化,所以不管如何进行城

难准确判断农业现代化达到了什么水平,不过整体

镇化,这个过程和做法都更加突出和固化了将城市

上至少应该处于发展阶段。 比如,根据投入、产出、

作为平等参照的根据。 其二是全局性因素。 由于城

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各主要指标,早在

镇化在文明形态上涉及、甚至包括了几乎所有发展

2008 年,全国农业现代化的平均综合指数为 0. 446,

方面,比如物质空间、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方
式、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整体素质等,所以由此产生

已经处于发展阶段,而同年北京这个指数为 0. 737,
已经达到高度发展或发达阶段。 如果从纯技术层面

的城市比较参照不仅以不同群体的平等与否为中心

来看,全国农业现代化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水利

问题,而且这种比较( 比较的标准、方式、结果、以及

化、电气化、化学化等所谓“ 老四化冶 , 而专业化、商

价值取向和新的要求等) 也就成为社会稳定与否的
最关键因素。
事实上,城镇化的至关重要还在于它的中国特
色。 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资本统治过程不管多么残

品化、信息化、以及管理现代化等已经成为农业现代
化真实的建设内容或要求。 换句话说,至少从粮、
棉、油和肉、蛋、奶等主产区或产业经营的情况来看,
农业的技术水平已相当现代化了。

酷,比如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等,总之三、四百年后的

因此,可以简括地说,农业现代化在后“ 三农冶

今天那里的城市化率很高、城乡差距( 至少在平等

阶段的新问题,主要是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农业形态。

待遇和实际收入方面) 很小、务农人口很少,所以也

就现有的情况来看,至少有两位学者明确谈到了这

就没有( 其实从来就没有) 城镇化的问题。 然而中

个新问题。 一个是朱启臻,设想并阐述了新型职业

国却不可能重复这个过程,不仅因为社会主义道义

农民和家庭农场; 另一个是叶敬忠,指出并论证了

不允许,而且由于太多农村人口带来的社会稳定压

小农农业的重要性和现实性。 相对说来,朱启臻说

力( 或者说潜在的不稳定危机) ,那样做更是极不明

的是现代农业的功能结构,比如按照他的说法,生产

智的。 因此,农村面貌的变化和农民就业形态的转

和经营主体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而基本载体则是

型必然就产生了城镇化问题,而所有平等与否的参

家庭农场;而叶敬忠侧重的是发展导向,比如,他基

照也就都指向了城市。 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主

本同意杨·杜威·范德普勒格对小农农业状况的论

要的社会矛盾( 利益平等和心态稳定) 本身就是由

述,同时认为,相对完全面对市场的企业农业和资本

于城市比较参照而产生的。 从积极的方面讲,城镇

主义化的公司农业,小农农业的存在可以避免农业

化的城市导向对农村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消极的角

发展的去社会化和去人性化趋势。

度讲,对农村利益的挤占和对农民的待遇不公不能

朱、叶二位的见解是深刻而有道理的,不过由此

说就是由于城镇化而产生的,但它们作为后 “ 三农冶

引发的问题更加重要。 显然,现代农业的产业形态

上述新问题的麻烦或困难还在于,没有什么根

业农民和家庭农场;同样,小农农业再好,现代农业

据可以证明将城市作为比较参照对还是不对,更没

形态也不可能只此一种。 因此,真正的新问题不仅

有办法不让农村( 农民) 做这种比较。 因此,这个新

在于中国的现代农业形态将会是怎样的( 即使不讨

问题本身就成了真正的社会矛盾,而且事关城乡全

论应该怎样) ,更重要和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在向

阶段的新问题的确都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

局。 不过,由此可以明确指出的是,与民主权力对农

包括很多方面,即使从功能结构上讲也不仅仅是职

更高级形态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困难是什么。 对

村政治体制的特定要求一样,城镇化也需要从农村

此,结合前述三节的内容,大致可以从下述一些相互

的角度来考虑,或者说,需要由农村自主决定设计和

关联的方面来讨论。

建设什么样的城镇化。

4摇 新型的现代农业形态

其一,土地情感与经济收入。 毫无疑问,对土地
固有的情感是传统农业的突出特征,尤其在中国,文
明延续和发展的底蕴也正是农耕文化。 因此,最根

相对上述三项,这一小节要说的应该是比较技

本的变化应该就是土地情感在新型现代农业形态中

术性的问题,当然也处处离不开体制、政策、机制等

的结构因素和功能作用,上述朱、叶所说的家庭农

政治因素以及各种自然、人文等因素的影响或作用。

场、小农农业显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都主张保

由于中国农村幅员广大、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很

留这一结构和发挥这种作用。 问题在于,即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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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都同意这样做,能否由此保证经济收入的增长

物流、会展、旅游、休闲、观光、体验等各种衍生产业

仍然不得而知。 不仅如此,从上一节讨论的城市比

形态和服务产品。 从产业本身来讲,这种多方或全

较参照来看,能够提供经济平等的体制和机制不仅

面发展形态是正常的,然而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

与土地情感没什么关系,而且注定要伴随着城镇化

讲,一个长远并需要适时调控的关系就在于,对于全

逐步消解土地情感、甚至“ 家乡冶 情感。

局( 国家或地方、以及农产品供给保障等) 来讲,什

其二,原驻农民与外来加入。 根据第一小节,农

么样的涉农产业形态和结构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以

地都是永租的,但是,即使不谈从农地的退出,一旦

及是否需要针对这方面市场竞争和管理的特定法

有外来的农地租用,原有地方的农业形态将发生巨

规、政策和办法。 现在的情况是,所有这些不仅看不

大变化。 首先,土地情感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即

出什么长远和有效的对策,甚至都没有自觉认识到。

使外来的也是农民,新的土地对他们来说主要也只

其五,技术水平与人文素质。 在朱启臻的新型

是生产资料,乡土和血缘因素就相当淡了。 其次,外

职业农民标准或要求中,就有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掌

来的之所以要加入,主要动力在于经济利益,而且,

握。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问题并不大,因为

由于这种加入是开放的,最具竞争力的一般也是实

务农的可以雇人来担任技术工作,甚至搞科研开发。

力( 尤其是技术) 最强的。 因此,这种外来加入不仅

由于新型现代农业形态是由很多综合性因素构成

会与原驻农民产生经济和技术竞争,而且会在根本

的,包括城镇化的影响,所以更加重要或关键的因素

上改变农业形态( 这至少是因为原驻的会因为能够

应该是人文素质的提高,而叶敬忠的“ 小农农业冶 其

更多获利而向外来的学习) 。 第三是农民工问题,

实也涉及到这个因素要求。 然而也正是在这方面,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可以随时回到农村务农,但

现在完全没有准备。 比如,帮助农民的各种培训几

随着新型现代农业形态的发展,这种随时回来的根

乎都没有效果,因为它一方面只注重所谓技术( 不

据、以及实际上能否随时回来都将成为问题,而且还

仅水平低而且没处用) ,另一方面完全不能提高农

将涉及到政策、机会、能力以及情感等各种因素的复
杂关系和作用。

民自己设法就业的自觉意识和相应能力。 更糟糕的
是,真正得到提高的人文素质都与前述城市比较参

其三,规模保有与兼并可能。 这一问题更加复

照相关( 比如上大学、进城打工、在国内外市场竞争

杂,因为即使不谈多大规模单位的农业形态最为合

中长见识等) ,所以不仅极少将此素质应用到农业

理有效,众多农村人口对农地的平均占有量也不可

上来,甚至还越来越脱离农业、越来越淡漠农村和农

能无限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 于是,无论出

民情感。

于稳定、道义等主观导向,还是产业效能、技术应用

5摇 代际转型

等客观要求,以什么政策来避免土地兼并、以及保障
相对平均农地量的原有规模形态就是一个极大的难

这个后“ 三农冶 阶段的新问题带来的各方面影

题。 甚至,由于承包方式的多样和承包层级的变化、

响将是极其深远的,但现在还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

土地流转的资本形式、产权的可让渡性等多种因素,

所以这里只是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及其趋向。

规模保有与兼并可能之间的矛盾或妥协很可能导致

首先,代际周期缩短了,因此需要应对的新问题

农地永租的形同虚设( 不管名义上是什么所有制) 。

也更加频发了。 所谓代际,指的是新一代人与上一

其四,种植内容与兼业形式。 无论农户、家庭农

代的变化、不同、甚至矛盾,主要体现为价值观、生活

场、企业农业、公司农业等实体形态,都可能扩大生

方式和文明习惯( 包括技术手段) 等方面。 从生命

产经营的内容,或者出现各种兼业形式。 在这种情

接续来讲,现在的代际时间比过去要长,这至少是因

况下,国家根据什么、以及怎样保证必须的种植内容

为生育年龄推迟了,但是从实际作用来讲正相反,因

( 也就是所谓粮食安全) 将成为一个麻烦的问 题。

为知识和物质手段的更新加快了,真实的代际周期

不仅如此,由于利益导向,各种兼业很可能逐步完全

也就缩 短 了。 当 然, 生 命 代 际 不 可 能 像 物 质 产 品

改变了农业经济的性质,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

( 比如手机) 的更新换代那么快,不过就现在来看,

农业。 现在有一种“ 大农业冶 的说法,就是一方面包
括生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另一方面包括仓储、

有两个主要原因使得代际的周期大致为 10 年左右。

其一,由于少儿时期的不成熟和不自立,这段时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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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算,所以真实的代际是由十多岁到二十多岁这

们可以补充到各次产业和各种就业岗位上去,所以

段时间构成的;其二,在政权中的连续任职期限为

对市场发育和竞争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从不

10 年( 即两届) 。 对于代际来讲,“ 其一冶 说的是自

好的方面说,这个后备群体基本上是由于体制和政

然周期,而“ 其二冶 这个人为周期才是更加、以及极

策产生的,他们不仅随时生发出各种不稳定因素,而

为重要的作用因素,因为不仅领导者( 掌权者) 的任

且就充当了这些不稳定情况的主体。

期决定了相对不变的导向和规范( 包括政治、经济、

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新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有

社会、文化、甚至生态环境等各领域) ,而且作为成

什么长远的合理考虑和有效应对,相反,主要是出于

年人,他们的人生变化也是和在位 10 年这个期限紧

道义压力和城乡利益博弈的考虑,各种( 项) 相关政

密关联的。 换句话说,新生代的接续和成人的经历

策几乎仅停留在权宜应对的状况,以致于矛盾百出、

变化都是以 10 年为周期的。

捉襟见肘。

其次,新生代从农村的移出,从主体变化的意义

上使传统的农民问题不复存在了。 这个现状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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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是原来的“ 问题冶 了。 但是,除了前述后“ 三
农冶 阶段的各种新问题,代际变化还直接影响到现
实农业形态的主体结构,即他们基本上是由 40 岁以
上的人构成。 事实上,这对务农本身( 无论现代水
平还是实际成效) 并没什么影响,甚至更好、更符合
现代农业形态的需求特点,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由谁
来补充这个主体结构,也就是到了 40 岁由谁、是否、
以及怎样进入农业产业。

第三,将持续存在着的相当数量且变动不居的
各次产业后备就业群体。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理
解,因为说的就是农民工,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极
为重要并事关全国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 根
据第三节讲的城市参照,似乎农村劳动力都和城里
人一样就业、以及通过城镇化吸纳了农村多余的劳
动力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然。 首先,农民工要求的
是平等待遇和增加收入,并不是放弃身份资格以及
相应的土地。 其次,由于人数众多( 至少两亿并仍
在增加)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几乎不可能设想农
民工会形成稳定的( 尤其是在空间形态上) 就业群
体。 第三,惟一的前景只能是持续保持一个数量庞
大而又变动不居的就业后备群体,从代际的角度讲,
主要是年富力强的 20 -40 岁人。 从好的方面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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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Issues in the Post Sannong Stage
Sun Jin
( China Rural Issues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a prodigious or even fundamental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erms of the nature, content,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nong (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farmers) issues,
which also generates a slew of new problems in the post Sannong stage. Firstly, to create a common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s likely the outcome of the chang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ownership;
secondly, since the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itself will inevitably produce a corresponding power,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different rural political system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which is distinguished from its urban counterpart;
thirdly, city is the comparison reference of whether it is equal or not in the Sannong domains, which has already
become a main social conflict matter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manifested itself com鄄

prehensively and prominently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fourthly, it calls for constructing a new form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for rural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existing complex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nd
th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rur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mo鄄
bile reserved employment groups.

Key words: the post Sannong stage; common ownership; democratic politics; form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