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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中国农村发展之路，只能从改造小农经济入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最终
回复农村发展的主体性。

文∣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最近两年，每到春节前后，一篇篇

“返乡报告”就会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

发人们关注农村问题，并展开热烈的讨

论。这些报告多完成于返乡探亲的学子

之手，以一手见闻为基础写成，对农村

问题的描写虽然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但

最大的贡献是让那些与农村日渐疏远

的城市人看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的另一

面—有着最庞大人口的农村的日渐凋敝。

对于长期关心农村发展的人来说，

这些返乡报告所反映的农村问题并不新

鲜，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试着

提出各种解决农村的药方，并在各地开

展了一系列实践。

中国农村问题与既有应对

返乡报告描写的多是作者自己的故乡，

以中国地域之大，文章中记叙的这些村庄

无论在哪个意义上也难以成为中国农村整

体的代表，但是报告中反映的农村问题却

具有相当的共通性：大量青壮年人口进城

打工，导致村庄的空心化，老人、妇女和

儿童留守村庄，不仅生活了无生气，而且

带来老人赡养、妇女身心和儿童照顾等严

重问题；村庄缺乏有意义的公共生活和文

化生活，生产和生活上的合作互助也日渐

稀少，乡村伦理逐渐丧失约束力，村庄出

现原子化趋势；金钱成为唯一的成功评价

标准，农民将辛苦打工赚来的钱投入到住

房竞赛中，热衷于以赌博打发闲暇时间；

基层组织与农民不断疏离，悬浮化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部分地区甚至走向黑恶

化⋯⋯

总之，返乡报告呈现的农村，似乎成

了人们争相逃离的弃地，而不是甘愿厮

守的家园。中国农村像是患了一场重症，

急需对症治疗才可以康复。

在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的实践中，

影响最大的是各类社区营造实验，它从

重建本土的乡土文化入手，致力于重塑

村庄生活的意义体系，培育农民对于故

土及生存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同时通过

规划及其他手段，试图挖掘和活化在地

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与启示

▼ 

周家庄乡妇女社员在队长的带领下，在刚刚夏收的田里播玉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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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

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动力很

快耗尽，小农经济难以支撑农村的长远

发展，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农村很快陷入

困境。农村没有发展，大量“剩余”劳动

力被迫走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包产到户改革将农民从集体体制下

“解放”出来，迅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接下来，农村发展如何重拾主体性，就

成了一个问题。以素有“中国改革第一村”

之称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为例。1979年，

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绝对增长

370 多元，增加了17 倍；而 1980 年到

1992年，13年中只净增100 元；1998 年

人均纯收入仅1800 元，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小岗村被人们形象地说成“一夜

越过温饱线，20 年没跨过富裕坎。” 如今，

小岗村的村民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一

样，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村里面

1/3的劳动力长期外出打工。

包产到户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

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

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

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

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

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

就凸显出来。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

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产

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次，包产到户

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

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

1980 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第三，

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

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

资源的现代价值，提升乡村在现代社会

的地位。政府方面则自2006 年开始全面

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计划，在之前免除农

业税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转

移的方式，向农村地区投入基础设施建

设，修桥修路修广场，并投入巨资，将养

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覆盖到整个农村地

区，提供农村缺乏的各种公共产品。在

农业生产上，提供耕地、良种和农机等

农资补贴，在土壤、水利和农业机械上

持续投入，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近年

来，政府又推动土地流转，希望实现农

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在某种意义上，社区营造和新农村

建设都是重建农村家园的一种努力，都

希望将村庄建设成农民待得下、愿意待

的家园。新农村建设计划主要是在硬件

上下功夫，通过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使得村庄空间初步具备了成为农民家园

的物质条件；社区营造则主要在软件上

下功夫，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法，激

活社区活力，使得村庄空间初步具备了

成为农民家园的精神氛围。然而，在解

决农村的生计问题方面，社区营造和新

农村建设都显得软弱无力。对于大多数

欠缺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普通村庄来

说，社区营造基本上无力去处理生计问

题。新农村建设虽然将“生产发展”放

在二十字方针的头位，但它在发展农村

经济方面收效最小，结果，各地的新农

村建设（后期叫美丽农村 /美好农村）大

多成了物质形态的新村建设。今天，很

多村庄道路畅通，路灯明亮，房屋气派，

但是青壮年劳动力仍然持续不断地流出

村庄，原因农民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在

农村没有出路”。

农村如果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农民

在农村看不到出路，村庄终难成为农民

真正的家园。

小农经济的困境

农村是如何失去发展的动力，成为

农民看不到出路的地方的？这要从包产

到户的改革中寻找根源。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国家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

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产品。

周家庄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少数延续至今的集体经济体，

周家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农村自主

发展的难得案例。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地处

冀中大平原。从1952 年建立第一个村级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 年转为联村

大社，集体制度一直延续到今日。周家庄

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如从过去的人民

公社改称乡政府，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

没有变化，迄今已历60 年。

根据 2008 年的统计，周家庄乡有

4475户，1.3012 万口人，耕地 2.1046万

亩，整半劳动力6240 个。到2008 年底，

合作社的集体公共积累余额将近 3亿元。

2009 年周家庄所在的晋州市人均收入是

7495元（包括城市人口的所有人），周家

庄是 8000多元，但是周家庄的统计口径

不同，它采用的是“生活水平”这一经济

概念，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所有投资都由集

体负担，“生活水平”真正是农民可支配

的纯收入。仅就此衡量，周家庄的发展

水平在当地处于领先位置。

周家庄在集体时代就已经奠定了一

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1982 年周家庄社

员一天劳动所得达到5.5元，远高于本地

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集体经济带来的好

处让周家庄人在全国推行土地承包责任

制大势下坚持不分田单干，仍然维持合

作社体制不变。

长期以来，周家庄通过推行精细的

“定包奖”制度来避免其他人民公社遇到

的“大锅饭”问题，让社员保持较高的劳

动积极性。例如在1990 年代，劳动定额

将整个农业生产的活计分为 10 类，13

级，一共是 300多项，仅仅是整地类就

有 36 项，播种类有46 项，施肥浇水类

有40 项。“定包奖”制度彻底解决了劳动

生产的监督问题，每一项农活、每一个工

序都会有与之对应的工作量，不存在所

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

今天的周家庄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主

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块。农业由各个

生产队负责，主要分为大田粮食生产和果

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
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
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
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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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

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没有住房竞赛。

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

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

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

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

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1980 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体制，犹如一台自带引擎的列车，虽然技

术水准不高，车速不快，但始终保持着前

行的动力，始终朝着实现中国农村整体

发展的方向前行。包产到户后，农村部分

地丧失了发展的主体性和实现发展的适

当的组织机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

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

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历

史条件已经改变。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

环境中，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

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

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

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考虑到

中国的人口资源特点及社会治理传统，中

国无法像美国一样走“没有农民没有农村

的农业”之路，重建农村家园是一个急

迫的任务。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真正的

家园。找回中国农村发展之路，只能从改

造小农经济入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最终回复农

村发展的主体性。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做到了共同富裕。

周家庄有个口号，“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

家受罪。”在周家庄，特别富裕的人家很

少，但也不会有特别穷的人，老百姓住的

房子普遍是两层楼，两百多平方米的使用

面积，楼房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今

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但是居住舒适。

除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另外一个重

要目标是保障其成员生计的需要。一般

来讲，老人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只要

他们自己愿意，合作社都会安排他们来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获得一万到

两万元的收入。工厂的目标也不是利润

最大化，而是最大程度地解决社区成员

的就业。

周家庄还依赖集体经济的优势举办

了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

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这里

园的梨树、葡萄等种植，在两万多亩耕地

中，有七八千亩种植小麦和玉米，其他多

数是果园。大田粮食生产已经高度机械

化，播种机、收割机、各种农用机械应有

尽有。工业是由乡企业办公室管理，包括

阀门厂、印刷厂、建筑队、纸箱厂等等。每

个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周家庄集体经济实践的特点之一是

高效的农业生产。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降

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

的效益。2009 年，周家庄农业劳动力一

年的人均分红达到两万元左右。另一个

特点是工农业生产的相互促进。初期是

以农补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家庄

是一个棉花生产基地，周家庄正是通过

棉花生产积累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后期

是以工补农，周家庄从1990 年开始就不

再收取农业的提留款，反过来从工业利

润中拿出钱来补助农业，以缩小工农两个

部门的收入差距。如今，农业劳动力的年

收入仍然低于工业劳动力，但合作社通

过综合调控，将差距维持在一个大家可

以接受的范围内。集体为工业的发展和

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撑，周家庄的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向银行贷款，

需要投入新设备和项目时都是向合作社

申请，批准之后直接拨款。周家庄由于有

一个集体经济的制度，实际上建立了一个

有利于自身工业积累的金融环境。

这里没有劳动力外流，没
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
留守儿童，没有赌博，没
有住房竞赛。周家庄的集
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
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
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 

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骑摩托车的
村民。居民住宅区里十分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