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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　平

摘　要：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的势头，粮食持续

增产，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促使

农民群体结构产生深刻变化。以土地权益流转和土地用途转换为核心的土地

收益分配，成为农村社会问题的重大事件。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干群矛盾愈加

凸显。２０１１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重视农业生产的组织机制的变化，高度

警惕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加强农村集体资源和资产的管理。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土地流转　阶层分化

２０１０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一系列重大事件与

农村发展和农民群体结构的变化有内在关联。农产品引领ＣＰＩ上涨使全社会对三

农问题高度关注，关系到农村基本资源配置和农民重大利益关系的一些制度有的

在调整，有的在完善，有的滞后于社会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本文结合历

年数据，特别是使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分类数据，结合２０１０年重大事件，梳

理脉络，展示中国农民阶层的现状、变化和发展趋势。

一　农村社会形势

２０１０年的农村发展延续了以前格局，政府重视三农问题，农村基础建设投

入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粮食七年连续增产，农民收入增加。与此同

时，在快速城市化压力下，征地并村几成运动，成为社会矛盾突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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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方针。２０１０年中共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要

“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一号文件对 “三农”投入首次强调 “总量持

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以 “稳粮、惠民、统筹、强基”为中心，着力构建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农民的

生产能力和资源权益，保障农民的生存环境，注意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以农民

利益为支点，统筹考虑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农村发展和农村和谐的关键。文件还

提出，要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 “新生代

农民工”。

２０１０年中国农村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

１全年粮食产量增加

２０１０年全国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产量连续四年保持在１万亿斤以

上。在资源约束加大、灾害影响加重、比较效益下降、市场制约加剧的不利条件

下，粮食生产实现了 “七连增”。科技抗灾、科技增产成为近年粮食生产中的突

出亮点，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从 “十五”末的４８％，提高到目前的５１％，

超过了土地、劳动力和物质等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在

粮食生产中起到了支撑作用。全国８００个示范县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覆盖率

已经超过９５％。在发达地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已经构建，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快速推进。科技创新和新技术推广有效提升了粮食生产科技支撑能力。

２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现金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增长较快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４８６９

元，增长１３１％，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９７％。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

１８７％，家庭经营收入增长８７％，财产性收入增长１９４％，转移性收入增长

１７２％。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前三季度，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长６３％，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实际增长７３％。

预计２０１０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将超过８％。

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区域间农民收入

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据２０１０年全国部分地区的调查，经济发达的苏南、广东

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分别占到总收入的１／１０和１／３，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财

产性收入则相对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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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农产品引领ＣＰＩ，价格上涨明显

２０１０年，农产品价格明显呈现 “涨价幅度大、涉及品种多、接力式上涨”

的特点。食品类和居住类产品价格是人们的刚性需求，农产品价格上升带动的物

价上涨，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增加，农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也引起人们普遍

关注。农民对农产品惜售心理明显，有明显的看涨预期。

４农业就业竞争力度加大

集约化农业生产根据比较效益形成了就业竞争，传统子承父业的务农就业模

式受到挑战，一批高素质生产者、经营者、投资人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农用

地流转聚集形成的规模种植、绿色食品价格的市场导向、循环经济和气体减排的

环保要求、分工合作的组织效率、精细标准的田间管理技术，促使一部分专业农

民在农业生产环节上组织起来。在苏州，以流转承包几千亩土地的大户为核心，

成立了农民的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原来１个农民劳动力种３０亩地应付不过来，

大户牵头由８个农业劳动力成立分工协作合作组织后，种２４０亩地应付自如，农

闲时间还可以在厂里上班。合作社与养殖大户联系用养殖业家畜肥料种田，减少

了化肥用量，生产的绿色无害大米每斤多卖０５元。这种模式被概括为 “小地

主、大佃户”，① 农民劳动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土地生产潜力得到充分挖掘，

节能减排的环境安全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优质优价的农产

品也保证了农民的种田收益，这种合作组织还有利于保证农民农业收入的持续和

稳定。

５并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加

并村征地已成为２０１０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原因，且有持续激化扩大趋

势。首先是并村征地扩张迅猛，涉及大量农田的非农化。全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遍

面临建设用地指标紧缺的状况，而耕地１８亿亩红线不能突破。在这种情形下，

地方政府为追求巨大的土地财政收益，以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６年推行的 “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为政策背景，采用以农民宅基地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

驱使村民 “上楼”。在执行过程中，地方上违背民意的强拆日益增多，曲解政策

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了农民土地权益被剥夺和农民 “上楼致穷”的不良后果。

２０１０年，农民群众反映的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占信访部门受理问题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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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７３％，其中４０％的上访涉及征地纠纷问题，征地纠纷问题中的８７％涉及征地

补偿和安置问题。在反映问题的上访中，有一多半是集体上访。目前因征收农地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６５％以上，对中国社会的稳定

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土地纠纷已成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首要问

题。①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并村换地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土地争议更具有对

抗性和持久性。就此，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

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特别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坚决防止

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不能逼民上楼。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全国２２个省的７４个行政村调研后形

成的 《中国农村法治热点问题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因农村宅基地引发的诉

讼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此类案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审判标准，以及 “农村

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买受人需要向原房屋出卖人返还房屋”这一司法导

向，使许多潜在纠纷大量涌现。征地补偿普遍进入讨价还价相持阶段，多种多样

的征地补偿安置模式，如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重新择业补偿安置、农业生产安

置等并存。但在开发环节建立起农民有效参与、公平分享收益、充分保障农民利

益的集体土地开发制度，还在探索起步阶段。在城市化进程当中产生的大量垃圾

转移过程中，受资金、技术、利益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城市甚至将未经处理的垃

圾倾倒在农村的田野、坑塘地带，对农民的环境权益造成了损害。

６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干群矛盾愈加凸显

“村官”作为农村基层事务管理者，履职过程中涉及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

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在２００８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

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有４９６８人，占总数的４２４％。 “村官”

财务问题主要集中体现为直接侵害村集体财产和补偿救助款项、收款入不敷出、

违规提款、骗领各类专款和补偿款项等多种方式。

农村管理冲突增多，与进入统筹城乡发展阶段国家和社会支持农村建设的转

移支付和资源配置有关。实行城乡统筹以来，对于村级的转移支付和项目专项资

金增多，村级财务应当按照财产性质作出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对国

家拨付给农民的补贴、救济等款项，应直接发放给农民；对村集体管理支配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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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包括村务活动、公共建设、征地补偿安置中集体管理部分、村集体经营资产

等，要建立规范有效的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制度。现在的村民自治制度对第二类管

理有效，对第一类还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措施，造成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官”

没有受到有效监管。

二　农民群体结构

２０１０年农村问题表现复杂，一系列涉农事件表明，农民群体结构的变化和

阶层关系演变，决定着农民阶层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行动。

一般研究定义中国农民是按照职业和身份来定义的，村庄生活作为农民阶层

分化的活动背景似乎不言而喻。但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这样的假

定存在着风险，即假定其他阶层与时俱进，而农民阶层只是社会转型前自然经济

或者计划经济社会结构的遗留物，相对容易忽视农民阶层内部的分化。谈到中国

农民，一般有三重含义：一是身份农民，即国家统计数据的乡村人口；二是职业

农民，即乡村人口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农业劳动是他们的工作方

式，农业产出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三是中国农民是指生活居住在乡村的常住人

口，以区别于长年外出就业的农民工。

一般研究认为，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农村土地改革前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前期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后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独

特的社会阶层结构。① 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后期，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城乡统筹为标志，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从乡村主导社会向城市主导社会的快速转型进程，以城乡统筹为标志，改变

了以往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为保障基地的城乡二元支配—依附模式。城乡互动加

强，城乡间社会流动增加，农民分化超越了乡村的局限，与城市社会和农业现代

化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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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城乡统筹阶段的农民阶层分化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一部分农民流向非

农产业，且就业结构和收入相对稳定，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二是农民阶层变化不

仅表现为农业生产者减少，而且表现为务农农民内部的持续分化。农业生产的组

织经营形式由传统的农户经营农业为主转变为规模经营农业和农户经营农业并

存，农业生产者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三是农民分层受城乡统筹、农村资

源配置、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影响，表现为一种被动的职业变动。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城镇化率发展很快，由３６２％提高到４６５９％，

年均提高约１２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４６亿增加到６２亿，城镇县城区面积由

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４万平方公里，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６３万平方公里，八年时间增加

了６２％。快速城市化一方面大量地吸收农民劳动力进城务工，另一方面也全面

地汲取农村各类资源，改变着乡村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提

高，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的国家投入显

著增加，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由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正在演变为农户经营与规模经

营并存。现在务农农民了解国家的农业政策，在整体上有了相对清晰的职业定位

和专业意识，种粮积极性显著增长，务农农民素质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

化、职业化特征开始显现。一批农民转变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生产者，同时

还成为农村的种植业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经营人员。

跨年度同项数据相比可以清晰反映出职业农民的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

司１９９４年公布的数据，当时我国居住在农村并且和土地生产资料具有直接联系

的农民为７９７亿，占乡村人口总数的８８４％。其中真正从事农、林、牧、副、

渔生产的农民有５２３亿。他们之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有４６亿多人，其余近６０００

万人从事非农业劳动。４６亿农业劳动者中，粮农４２亿人，这部分人占乡村在

业人口的６４９８％，其余尚有棉农１４６９万人，菜农６７０万人，茶农、果农、桑农

３１６万人，其他农业劳动者１８３万人。根据１９９４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

对３１２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专题调查推断，在全国农村劳动力４４２５６万人中，农

民的职业构成比例为：农业劳动者６３４％，农民工１２２％，乡村集体企业管理

者０９％，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者、经营者６５％，私营企业劳动者０８％，受雇

劳动者 ３０％，乡村干部 ０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艺术工作者

１１％，家务劳动者８１％，其他劳动者３３％。从两次农业普查数据看，中国农

村人口和乡村农业从业人口每年持续减少，但是和产业结构相比，第一产业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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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口所占比例仍然偏大。２００８年全部乡村就业人员４７２７０万人中，乡镇企业

就业１５４５１万人，私营企业就业２７８０万人，个体经营２１６７万人，还有２６８７２万

人主要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按这一数据推算，中国存在着身份农民７２１３５万

人，存在着职业农民３０３１９万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２１８亩。

根据２００６年第二次中国农业普查数据可以了解到现阶段中国农民阶层的分

化状况。

１农业生产经营户规模扩大为２００１６万户

农业生产经营户比１９９６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增长了３７％。在农业生产经

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户占５８４％，比１０年前减少７２个百分点。农

村从业人员４７８５２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９０１％。其中，从事第一产业

的占７０８％，即３３８７９２２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占１５６％；从事第三产业的占

１３６％。

２经过乡镇企业改制，原来的村办企业管理者和村集体企业职工阶层解体，

并入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阶层

随着市场发育和经营规模扩大，私营企业主的企业经营突破了本村地域的局

限，私营企业往往不雇佣本村村民，而是使用外来劳动力，这样节约成本，便于

管理。市场经济发展也改变着传统乡村的习俗社会交往方式，以前村落社会内部

熟人社会帮工换工的习俗，正在为雇佣结算关系所替代。村内的短工服务已经成

为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计为工资收入。据２００８年统计，在乡村就业的私

营企业人员２７８０３万人，其中私营企业主４４０７万人。乡村个体就业者２１６７０

万人。

３农业生产者队伍内部发生变化，正在经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传统农民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是农户经营，依靠家庭劳动和传统经验积累务农，主

要是自给性生产。现代农民 （Ｆａｒｍｅｒｓ）是按照规模经营方式从事农业经营，以

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雇佣农工从事农业，农业生产的技术构成和资本构成水

平高，主要是市场农业生产。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单位农田面积农

民付出的劳动时间比以前缩短；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服务、农产品种植指导和

农产品销售都普遍出现了农村经纪人，纯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过程被分

割、劳动时间被替代。如果沿用以前的农产品产出价值除以农户劳动力数或者家

庭人口数作为农民的人均收入时，就有可能高估务农户的户均收入和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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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中农村农业生产者３３８７９２２万人，其中包括了从事农业服

务业成员，也包括了规模经营大户。

２００６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予种地补贴，农业规模经营能够获取更大的

收益，农民开始普遍重视土地产出，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出现一批规

模经营的农业大户。按中国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的一般水平，一个劳动力承包

１５亩称之为标准户。在此规模之上的经营称之为农业大户。随着国家政策提供

规模经营，土地经过流转向种田能手和农业公司集中，专业的农机经营户和农业

经纪人出现，农业生产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出现，国家实行

种粮补贴和粮食收购保护价格政策，农业保险开始试点，都促使中国农村的农业

经营大户产生。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农业生产的终端销售环节稳定的价格预期引导

农民调整种植品种，以标准化服务引导农民逐渐改变小农经营的传统种植和管理

习惯。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形式没有改变，但是种植条件、种植项目、田间管

理、产品销售等经营权已经经过契约转移给了经营公司，农户通过劳动获取的是

工资收入。这种生产已经不同于纯农户生产。农业经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了土地

价值，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土地经营规模化。农业经营大户和农业公司进

入乡村规模经营农业，更多发生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体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趋

势。

４农村的文化卫生工作者群体比以前有所减少

一方面，国家在公共服务和文化服务方面向乡村社会延伸，替代了原来乡村

知识分子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农村的文化服务功能由传统乡村社会功能泛化

逐渐向专业化转变，也压缩了原来由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的乡村文化服务空间。原

来的乡村小学民办教师制度在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中取消了。村办卫生室基本上是

有资质有备案的家庭经营户，２００８年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有９３８３１３人，与乡

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建立了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结算网络。农村有文化专业户

６４０９７５个。乡村剧团组建基于合伙人经营机制，现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也由乡镇

和县级水平的专业队伍来承办，服务经营改为现金结算。市场化服务对乡村民间

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的渗透压缩了原来村庄知识分子的作用空间，也改变了村民

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农村文化工作者逐渐并入乡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

商户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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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乡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规模有较快增长

一是农机经营专业户、农村经纪人，他们促进了并服务于农业规模化经营。

二是农业种植大户，他们在纯农户基础上扩张承包土地，雇佣劳动力按照规范进

行农业生产，他们的经营性质类似于个体工商户，有的种粮大户经营方式类似于

私营企业主。

６乡村管理者面临的基层矛盾愈加尖锐

乡村管理者主要指乡村党支部和乡村村委会成员。据民政部 《２００９年度全

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共有村委会５９９万个，村民

小组４８０５万个，村委会成员２３４万人。按此推算，仅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小组长

就超过７００万人。村干部是乡村土地资源的管理者、乡村发展的规划落实者、乡

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广大村民和基层政府的联系人，也成为下乡的农村经营技

术和资本与村民联系的纽带。

然而近年来，乡村管理者面对的乡村工作日益复杂。２００４年以后，广大农

村基层干部的误工补贴从以前由 “三提五统”支付改为由县级以上政府公共财政

支持，减轻了农民负担。实行城乡统筹以来，县级以上政府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投入大量增加，在征地的程序、数量、顺序、收益分配，农户承包

地、宅基地调整，与乡村集体资产特别是乡村土地资源拥有合法性密切相关的乡村

户口和村籍管理等方面，乡村管理者都是直接管理人和责任人。村民对土地资源的

重要性和收益非常关注，以土地资源和村级集体资产为焦点形成的阶层矛盾、干群

矛盾、村民和基层政府的矛盾，其紧张程度和社会动员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水平。

三　结论与建议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第一，农业

生产者的就业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农业职业趋

高级化进展迅速且形成规模，传统农民正在向现代农民转变。第二，推进农业经

营体制创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正在成为发达地区农村建设农业生产的创新

实践。第三，以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现在是农村劳动力在农业

领域也开始了就业竞争。能不能适应学习和采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能

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务农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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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随着现代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农用地流转成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

大突破口。以土地权益流转和土地用途转换为核心形成的土地收益分配成为农村

社会问题的重大事件。第五，在城乡统筹进程中，农村发展的资源配置和乡村建

设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进入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阶

段。农村的公共管理和村民自治需要适应这一重大变化，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

建设要服务于这一目标，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新知识新技能轮训、岗位资格培训和

政务公开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成为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

２０１１年，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１高度重视农村农业生产的组织机制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当前农业的家庭经营正在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集约化水

平提高。这对农村就业和农村阶层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一个是通过土地流转发

展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相比

分散经营，种粮专业大户实现了科学管理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产生了规模效

益。２００８年中国专业村农户数为１９００多万户，占中国农户总数的７８％；专业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０８５元，是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２倍。从现代农业和规

模经营上则可以看到在生产方式、生产条件、生产环境上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的异质性。

务农农民的减少，并不必然带来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农村劳动力的增加。这就

要求非农领域和农业领域两个方面提高农民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农民的

收入增长也不能只依靠农产品产量增长，而是要依靠单位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的

增长。土地规模的增长又要依靠其他农户从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出，因此解决农业

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理念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

级，发展方式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升级，发展策略由分散经营向组织化集约经

营升级，发展主体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升级。

２重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变化的研究

农民分层的变化，表面上是农民个人的主动选择，实质上是受到环境诱导和

压力的被动改变。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生产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

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人口形成拉力，集约化农业经营对务农劳动力形成推力。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拉力为主；２００６年以来，村内农

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的推力居主导地位。在拉力为主的条件下，农民的职业流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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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动选择，可以保持自己的阶层地位不变；在推力为主的条件下，村民的社

会流动就可能是一种被动的裹胁型的下向流动，存在着被农业生产排挤和农村生

活排挤的双重风险。

３关注失地—失业农民问题

目前对失地农民的规模还没有权威发布的统计数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融入

城市，脱离了农民身份；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不能被城市社会保障有效覆盖，也

没有了土地资源。他们是近年来乡村社会矛盾和城乡社会冲突中的焦点人物。征

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真正原因并不是城镇化进程加快，而是土地政策和

征地操作方面还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土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平，

土地经营权的拥有者———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

４加强农村集体资源和集体资产的管理

现在农户、企业层次的权益关系相当清晰，但对农村集体资产的收益权和分

配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村委会对乡村集体资产的管理主要是土地管理，特别

是农村村民身份与土地承包之间的权益关联，成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

题。由于土地权利的界定存在困难，在村庄管理和村民权益之间造成大量冲突和

纠纷。在土地问题上集中表现出农村阶层矛盾的新特点：阶层关系简化，资源保

护意识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内占用资源和城市占用农村资源有强烈的排斥感

和集体反抗能力，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村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

中国农村农业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的农民问题。数量众多且分散经营的小

农户如何进入现代化，和其他居民共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

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人地矛盾十分尖锐。要使农民摆脱贫

困，国际经验之一是以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解决分散的非规模经济。使几亿农民

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摆脱贫困，以较低社会代价进入现代发展状态，这意味着中

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探索自己独特的农村现代化之路时需要在城市化、市场

化的视角之外，有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视角。从世界发展史看，农业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积累要依靠一批从小生产者分离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愿望和实力，这个条件在中国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随着农用地流

转制度建立和耕地相对集中，农业劳动者将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

者，不再是传统的小农，有可能与非农领域中的中小业主以及其他自营业者一起

成为社会中间层的组成部分。

１７２



社会蓝皮书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ｋｅｅｐｓｉｔｓ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ｆｓｔａｂ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ｉｎｃｏｍｅｇｒｏｗｓｂｙａ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ｌ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ｇｈｔ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ｖ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ｔ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２０１１，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ａｓ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ｗｎ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