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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从小农说起

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农民是小农，他们在小块土地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参与有限的市场交

易活动，生活主要靠自给自足。中国农民的小农形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发后才有所改变：一是家庭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激活了农村市场，农民不仅将多余的农产品销往市场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还不断

从市场买回化肥、农药、农具等生产资料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二是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促使越来

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工作，一些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进厂转身为城镇居民。二十世纪90年代后，随

着城市改革深入推进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到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居民或进城打工

者。如今，即使一些农民仍旧居住在农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世界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因为城镇化

发展已深刻影响到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农户。“纯粹”小农不再是农村舞台的主角。

然而，有些学者仍然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民还是小农，是“迅速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即“社会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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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1]。对此笔者曾认为，小农对应的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一般在小私有制形式下从事农业劳动，劳

动力主要是家庭成员，人力或畜力是主要劳动手段，农产品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主要用于满足家庭成

员生活。换言之，小农及小农经济与私有制度、小块土地、分散农户、手工劳动、自给自足相联系。如

果没有这些特性，农民就不再是小农；如果仅保留其中几个特性，农民的小农定性就需要具体分析，不

能不顾小农的内在构成要素变化而仅从外在的社会化程度将农民定性为“社会化小农”。笔者认为，

由于中国当下农民的经济活动日趋市场化、社会活动逐渐社会化，中国农民已经失去构成小农的一些

关键要素，他们正在逐渐“去小农化”，“而不是升级为社会化小农”。并且，在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

型中，农民已经分化为多个不同的群体，如在地域上形成了居村农民、城郊失地农民、进城打工农民三

大群体。他们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拥有不同的社会生活：有些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不再从事农业

劳动；有些农民已经将土地流转出去，专门从事非农职业；还有一些农民仍旧从事农业劳动，但主要是

将种田作为打发时间的副业，或采用规模化、集约化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等等。农民群体已经分化，不

同农民群体的属性也有较大差别，不能将他们简单概括为“社会化小农”。

现实中，广大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很难独善其身、保持“小农”不变，他们最终都要转变身份。本

研究关心的是居村农民及其身份转变，即探讨在人的城镇化发展中居村农民依托家庭农场实现身份

转变问题。笔者曾就居村农民转变身份提出过设想，认为只要政府为居村农民提供与城镇均等的公

共服务，居村农民就可以在农村过上与城镇居民相同质量的生活并成为居村市民，但没有对此观点做

进一步论证。2016年8月笔者和学生到安徽省庐江县调研发现，在持续20多年的农民大进城背景下

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越来越多的分散农户不得不把家庭承包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同时家

庭农场已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主体。从已观察到的村庄经验看，居村农民依托家庭农场正朝着

两个方向转变身份：或转身为家庭农场经营者，或转身为依附于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雇工。当然，在

家庭农场完全取代小农户的过程中，一些农户仍采用“半工半耕”方式从事农业生产[2]，但他们的农业

生产能力日趋式微，不仅需要依赖家庭农场“苟活”，还期望家庭农场接受他们的承包地以便彻底转变

身份。鉴于部分居村农民已经或正在转变身份，以及居村小农们不愿意再做“小农”的现实，本研究认

为家庭农场兴起及其发展使居村农民转身为“体面”职业者有了可能。

二、农民进城与农村种田人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突破城乡边界、进城打工。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一些年轻农民带着农业户

口到乡镇企业工作，但没有影响家庭农业生产，因为农业劳动仍由他们的父母操持着。再者，这些年

轻人在家乡附近的城镇上班，只要他们愿意或家庭有需要，可以在休息时间或农忙时节回家帮助父母

干农活。如此，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造成的农民离村几乎没有妨碍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也

没有对农业生产产生冲击。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农户安排年轻人到乡镇企业上班[3]，一方面是因

他们是家庭生产中多余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期望他们能借此跳出“农门”，成为城镇居民。1992年

后，城镇改革步入快车道，市场化和城市化也迅速发展，城市建设和城镇企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

农民们不再局限于乡镇范围内流动，而是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到可获得更多收入的城市和经济发达的

[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成都﹞《经济学家》2013年第6期。

[3]多数农村居民认为，年轻人主要指从学校毕业不久且没有成家的人。后文中说的中青年人，一般指30左右至50
岁的人，中老年人一般指50岁以上至60岁的人，65岁左右及以上的是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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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并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农民工打工潮[1]。

安徽省庐江是农业大县，虽然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创办了一些企业，如丝绸厂、

啤酒厂、黄酒厂、羽绒厂，但这些企业规模普遍不大。多数企业由党委、政府或行政村领导负责，政企

不分、管理不规范、经营效率差、职工工资待遇较低，在经营中陆续倒闭。相形之下，农村年轻人纷纷

利用邻里、亲戚等“强关系”到沿海开放城市寻找工作和“发财”机会。二十世纪90年代前期，很多年

轻人外出读书或者高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以至于庐江县绝大多数“70后”没有从事农业劳动

的经历。这一时期，农村种田的主要是中青年和中老年人。

到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庐江县农村的中青年农民逐渐意识到打工比种田更“合算”，便不再“安

分”种田，也效仿着年轻人外出打工。由于他们是家庭主要劳动力，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到很远的广东、

福建打工，或更需要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即农忙时必须回家干农活。基于此，庐江县“50后”、“60后”

的农民打工首选地是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苏州、常州、南京等城市，其往返一次不足一天。

目前，庐江县的种田主体是“50后”和“40后”农民，即多数村庄由65岁以上农民留守。调查显示，

2010年前后，弃农现象普遍，农忙时回家的打工者甚少，长途客运生意几乎与平常日子一样，乘客没有

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种田，由此，庐江县的家庭农场在2010年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有意思的是，庐江县兴办家庭农场的农民基本上是“70后”，也有少数“60后”，而且这些农场主几

乎都有城镇打工经历，他们是“人的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真正的种田人/农业经营者。为便于下文分析

居村农民身份的转变，这里先介绍一下调查的8个家庭农场（其中一个茶厂、一个农庄）概况。

乐桥镇浮槐村“倪晋龙家庭农场”经营者倪晋龙，1975年生，曾与二叔、4位兄弟在铜陵市做煤炭

贩运生意，并成立晋文商贸责任有限公司。由于煤炭生意萧条，叔侄于2014年讨论后决定让倪晋龙

回乡创办家庭农场。农场主要经营水稻和小麦，已投资200多万元，共流转农田2600多亩，还购买了

1台插秧机、2台大型拖拉机（后面带旋耕机）、2台收割机、2台铲车等。

乐桥镇浮槐村“瑞生家庭农场”经营者彭瑞生，1976年生，曾在上海市做“黑气”生意，赚了近百

万[2]。后因城市管理部门打击“黑气点”，彭瑞生于2012年回乡创办家庭农场。农场主要经营水稻和

小麦，已投资80多万元，还购买了1台插秧机、2台拖拉机、1台收割机、1台旋耕机等。

乐桥镇黄山村“陶晓红家庭农场”经营者陶晓红，1966年生，1987年初中毕业后到常州打工，

1993年回乡承包村内水泥预制厂，并经营农副产品收购生意。2008年汶川地震后，政府禁止使用水

泥预制板建房，加上农村新房建设越来越少，陶晓红关闭预制厂，专做粮食等农产品收购生意。2011
年，他流转田地500亩创办家庭农场；2013年国家鼓励家庭农场发展，他获得1000亩田地整治项目支

持（平均每亩2000元）。至2016年，他已流转土地3460亩，成为乐桥镇规模最大的家庭农场。农场已

投资300-400万元，并购置了2台旋耕机、2台插秧机、1台播种机等。

乐桥镇黄山村“朱天生家庭农场” 经营者朱天生，1975年生。1997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去上

海、常州等地打工，2009年因家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回乡在自家承包地上种植葡萄，但因土壤贫瘠

而失败。2010年为改良土壤种植有机葡萄，朱天生创办养猪场。猪场现有150头猪（1年两批）、8头

母种猪。与养猪、种葡萄相配套，农场挖了2个水塘，主要用于葡萄园的浇灌，也放养少量鱼。此外，

农场还在葡萄园里散养一些土鸡，在荒山上种了3亩茶树，发展多种经营。农场占地规模仅有30多亩。

[1]农民能远距离流动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国家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不需要自己带粮食，可以从市场上买

粮食。

[2]“黑气”生意是指非燃气企业和无《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点登记证》的企业或个人在非法经营网点出售瓶装液化石

油气，气的重量不足、质量差，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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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桥镇许桥村“葛叶荣家庭农场” 经营者葛叶荣，1963年生，曾在北京的装潢公司打工，主要做

室内装潢，一年收入4-5万元。2014年，他认为自己年龄大、体力难以承担装潢工作，决定回乡创办家

庭农场。农场规模150亩，种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因创办时间短、规模小，农场除了投资2万元修建

农田道路和水路外，没有购买大型农机。

盛桥镇许桥村“望湖家庭农场” 经营者张道书，1970年生，曾与妻子在浙江做服装生意。他于

2012年创办家庭农场，种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现已流转土地360亩。农场已铺设农机路、疏通农田

水路、改建水泵站、购买旋耕机，还计划建设一个15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汤池镇果树村“果树茶厂” 企业法人叶文正，1960年生。改革开放后，他一直在外从事会计工

作，1999年回乡承包村集体茶厂。2004年企业改制，他买断了茶厂产权。茶厂占地6000多平方米、茶

园135 亩，后又流转茶园220 亩，茶叶品牌有“二姑尖”毛峰等。茶厂是果树村的龙头企业，创办了“庐

江果树茶叶专业合作社”，有社员61人。

汤池镇果树村“山里人家”农家乐[1] 农庄法人吴晓全，1975年生。他16岁初中毕业后即到安徽

合肥、浙江绍兴等地打工，主要从事楼房地基打桩。几年后，他买了打桩机，带人承包小工程。2007
年国庆假期间，他回家探亲，朋友在汤池镇请吃饭。因看到到处人满为患，他便决定创办农家乐。

2008年投资7万元改建自家住房为农家乐，开始做饭店生意。由于靠近村部和“二姑街”、“白云禅寺”

等景区，农家乐生意非常好。于是，他于 2010年再投资 100多万元升级农家乐设施。农家乐的面积

800平方米，包间8个，其中2个大包间、2个中包间、4小包间，大厅可以办10桌宴席。

三、农场经营者的身份：不是地主

城镇化冲击下的中国农民正在逐步改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方式，农民不再是传

统中所说的小农。尤其是，当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现代农业生产时，农业

就不再是传统农业，农民也不再是传统农民/小农。即便是经营规模比较小的家庭农场，其经营者也

与小农相差甚远。家庭农场发展必将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它不仅要终结传统农业，使农民失去在小

块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兴趣，而且还要改变农民身份，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促使农民与农村、农业相分离。农民与农村分离，离村农民将

转身为市民；农民与农业分离，居村农民将转身为职业化农民。职业化农民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他们不仅区别于传统农民，有知识、懂管理、会经营，而且农业资本化

驱使他们不断地租地、雇工，努力追求不低于工商资本的平均利润。以雇工承担家庭农场的日常性经

济活动为例：一方面，农场家庭成员的劳动已不能有效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运行，没有雇工，多数家庭农

场就难以正常运转，规模大的家庭农场尤其需要雇工；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劳动

强度降低、劳动时间缩短，居村分散农户愿意成为雇工，与家庭农场形成一定雇佣关系。调查发现，不

少农村居民包括乡村干部都将家庭农场经营者称为“地主”。

学者对地主有多种解释，一般认为地主是拥有土地、耕畜、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并通过剥削“致

富”。这是地主区别于普通农民“立场的视界”[2]。如今，作为政治身份的地主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淡出，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家庭成分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退出而统一为农民，并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

实施均等地获得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农村居民不再歧视曾为地主的人，甚至一些人恢复了二

[1]农家乐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农场，但考虑农家乐与家庭农场一样，其经营者、打工者也存在转身问题。为

研究方便，本文将农家乐看成为居村农民转身的依托之一。

[2]﹝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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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 50年代前的地主记忆——“地主”是村庄大户，拥有大规模土地，过着富裕、殷实的生活。如

此，农村人将种植几百亩、上千亩田地的家庭农场经营者视作地主便不足为奇。但调查发现，没有一

个家庭农场经营者认为自己是地主，反而认为自己是雇工，理由是：农场耕种的田地不是自己的，租自

承包户，自己不是地主而是雇工；以前的地主拥有大面积耕地，只有中小地主特别是小地主才自己耕

种或偶尔雇人耕种，更多的地主是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地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收地租。就此来看，

由于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流转形式租种承包户的耕地，每年都要给土地承包户每亩300-500元不等的

租金，且国家每年给农户的种田补贴都给了承包户，家庭农场经营者俨然就是分散农户合伙雇用的种

田人，是雇工而不是地主。家庭农场经营者倪晋龙明确表示：“土地承包户是地主，我不是，我是分散

农户雇来种田的；再者，有些农户的耕地没有流转给我，只要他们有要求，给一点劳务费，无论耕种、灌

溉、收割等农活，我（农场）都为他们做。我是农户忠实的、廉价的雇工！”

其实，今天讨论家庭农场经营者是地主还是雇工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毕竟二十一世纪的农村

已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根据家庭农场现在的经营处境，称家庭农场经营者为“职业化农民”

可能更合适。一可以模糊“谁是种地者”，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让渡土地经营权给家庭农场经营者，如

果土地承包人愿意，还能到家庭农场从事农业劳动；二可以构成双重雇佣关系，家庭农场流转分散农

户的承包地，获取耕地使用权、经营权，分散农户以雇工身份受雇于农场经营者，获取打工收入。耕地

属于谁在土地经营中已不重要，关键是相互雇佣关系的建立：农户不愿种田，家庭农场替他们种，且农

户和家庭农场都从土地流转和雇工中得到了利益。此外，家庭农场经营者不再拥有类似身份地主的

社会地位，他们主要依靠打工、做生意积攒的资金来流转分散农户的土地，流转土地的多少一般与积

攒的资金数量有关。例如，彭瑞生依靠在上海做“黑气”生意赚的近百万元，从农户中流转600多亩耕

地；倪晋龙流转耕地2000多亩，主要利用做煤炭运输生意时积攒的资金；而盛桥镇的两个家庭农场经

营者都是一般打工者，资金少，无法流转更多的耕地。家庭农场经营者关心的不是土地占有权或拥有

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包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也禁止农场经营者以“地主式”成长，但社会主义市

场体制对资本比较宽容，允许甚至鼓励农场经营者按照企业化经营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追求资本

高额利润。如此来说，职业化家庭农场经营者更像是农业企业主，而不是地主。

四、从生产关系变革看居村农民转变身份所依托的家庭农场

农村家庭农场兴起并不断成长壮大，是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家庭农场出现于农村人口大

量流失导致无人种田的困境中，是农民发起的继农村土地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又一次解决

农村种田问题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家庭农场的兴起不仅解决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种田

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有可能扭转农民的不利地位，促进农民加速分化和转变身份：一方面让进

城农民无后顾之忧，专心致力于城镇工作；另一方面，促使居村农民放弃小规模生产，进而转身为职业

化农民、市民化农民。家庭农场能否促进农民转身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关键不在居村农民，而取决

于家庭农场能否成为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如果家庭农场能拥有农村绝大部分耕地的使用权

和经营权，如果家庭农场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经营主体，如果家庭农场能在利益上协调好与分

散农户、回乡打工农民的关系，那么，居村农民就会依托家庭农场实现身份转变。下面从农业生产方

式的三个方面做具体阐述。

1. 农业经营方式：家庭农场将取代散户经营

居村农民能否实现转身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农场瓦解散户经营的程度。如果家庭农场的发展

能形成足够的倒逼力，农户就会放弃家庭式农业劳动，一部分农户继续向城镇转移，另一部分农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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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聚集。就目前家庭农场的运行状况而言，家庭农场经营者和雇工共同维系了家庭农场，但无

论是经营者还是雇工都不再具有传统农民/小农的性质。他们从事的劳动类似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的劳动者：农场经营者依靠家庭投资追求更多的生产利润，雇工依靠打工或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也

就是说，与家庭农场打交道的劳动者已经不是农民，尽管他们中不少人仍认为自己与分散农户没有区

别，但事实上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化农池”，其中的农民学会了按照市场化、规模化、专业化方式经营农

业生产，已转身为“体面”农民。不过，家庭农场中的体面农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知识、懂管理、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而是与市民一样，即是“投资—赚钱”、“打工—挣钱”的职业化农民。

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与雇工已经转变身份或正在转变身份，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农民中占有多大

比例，以及居村农民是否都要转变身份。这关键不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有转变身份的意愿，而在于家庭

农场在农村的发展。如果所有的农业生产都由家庭农场经营，那么散户农民将彻底消失，居村农民都

要转身为职业化农民，像城镇市民一样依靠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生活。从庐江县调查看，除了果树茶

厂和吴晓全农家乐外，家庭农场基本上是在2010年后创建的，而且发展特别快。以乐桥镇槐树村为

例，全村农业人口3980人，人均耕地1亩左右，约有4000多亩耕地，而登记的家庭农场耕地，彭瑞生家

庭农场650亩、倪晋龙家庭农场1700亩、董五乐家庭农场200亩，还有几个没有登记的种田大户，全村

近80%的耕地实行农场化经营。村干部认为，由于分散的农户种田不“划算”，不仅全家外出打工的农

户把田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即使在家留守的老人也把大部分耕地流转给家庭农场，越来越多留守老人

只耕种1-2分的口粮田，甚至还有一些老人成为纯粹的“看家人”，只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饲养少量

家禽，粮食基本上从市场购买。

分散农户以及越来越多的无地少地农村老人转身为家庭农场打工者。尽管农村老人不愿意自己

种田，但他们一般愿意到农场打工，尤其在农忙时，他们为了赚钱和照顾熟人面子，纷纷到家庭农场打

工。彭瑞生家庭农场的日常农业劳动由夫妻俩、父亲和4个常年小工完成，农忙时一般增加7个以上

的临时工。倪晋龙农场规模大，常年小工有15个，农忙时雇用所有愿来打工的村庄老人，男工90元一

天，女工60-80元一天。乐桥镇黄山村的陶晓红家庭农场，常年雇工20人，田间管理者80元一天，重

农活100元一天，轻农活（老人或妇女）70元一天。其中4个固定农工，工资3.6万元一年，农场为他们

购买了意外保险（200元/年）。农忙时最多有100个以上的雇工，平均工资70-100元一天。所有农场

用工几乎相同，雇工没有年轻人，一般以65岁以上男性老人和中老年妇女为主。

居村老人不愿多种田，除了年龄大、做不动重农活的限制外，还有收入方面的考量。若将田地流

转给农场，居村老人可获得每亩300—500元租金，加上到农场打工，1年可获得几千元收入，比自己种

田更划算。由此看，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农户不愿自己种田，而更愿将田地流转给家庭农场。例

如，乐桥镇黄山村共有 5680人，确权耕地 7200亩、山场 1700亩，现在已流转耕地 5000多亩、山场约

1000亩。剩下的田地，不是农户不愿流转，而是田地大小不一、凹凸不平，农场无法耕种。庐江县家

庭农场经营已成为农村重要的农业经营方式。如果农田整治同步跟进，庐江县农业生产将由分散农

户家庭生产模式转变为规模不等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农民也将依托家庭农场转身为职业化农民。

2. 土地使用方式：大小不一的规模化

关于中国家庭农场规模，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不能效仿美国，更应该比照日本。例如，黄宗智认为

美国地广人稀，家庭农场采用节约劳动力的“大而粗”模式，但“美国的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

“‘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1]。严格地说，“小而精”是日本的家庭农场

[1]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广州﹞《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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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日本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和多山多丘陵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家庭农场的规模。尽管1977年日本

修改《农地法》，允许农户通过信托制度进行土地交易拥有3公顷土地，但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在2012
年只有2.29公顷（约35亩）。美国与日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国以高度机械化、非劳动密集型

的耕作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日本主要运用生物、农作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美国大中型家庭

农场占所有家庭农场总数的70%左右，而日本小型家庭农场占所有家庭农场总数的65%左右[1]。

中国农业人口、耕地、生产条件与美国、日本两国都不同。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农业技术水

平、机械化程度、劳动力状况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既可以有美国式的大农场，也可以有日本式的小农

场，甚至在一个区域中可以有不同的农场模式，不能一概而论。中国规约家庭农场规模现实意义不

大，如果一味地要求家庭农场保持 100-300亩的“适度规模”[2]，不仅不利于土地规模化、现代化、集

约化经营，也不利于家庭农场快速成长，甚至可能因无利可图而致使一些家庭不愿创建家庭农场或

放弃家庭农场。

一些学者担心家庭农场规模大、雇工多，会偏离农业生产的家庭特征。如郭熙保认为家庭农场至

少应有两个家庭成员常年从事农业生产，只能少量雇用季节工[3]；朱启臻指出，家庭成员是家庭农场的

主要劳动力，家庭农场不应有常年雇工，或者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数[4]。还有一些地方政

府，如上海松江区政府要求家庭农场必须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家庭成员参与农业经营[5]。就庐江家庭农

场经营情况看，家庭农场规模有大有小，大的有3500多亩，小的也在100亩以上，多数是几百亩的家庭

农场；每一个家庭农场都有两个及以上的家庭成员参与农业劳动，但只有葛叶荣家庭农场和望湖家庭

农场没有常年雇工，其他几个家庭农场都有常年雇工，季节性或临时雇工数更多。陶晓红家庭农场农

忙时雇用上百人，一天要支付七八千元工资，有时要1万多元。规模小、雇工少的葛叶荣家庭农场，只

能从事水稻或部分田地的小麦种植，收入有限。2016年小麦遭遇水灾，收成不到往年的3成；7-8月水

稻抽穗时又遭遇旱灾（有两个月没有下雨），需要花钱从巢湖抽水灌溉农田。不仅如此，由于没有能力

购置大机械，插秧、收割等农活只能等到农机做完大农场的农活之后才能进行。鉴于此，葛叶荣说，考

虑到本地通往合肥市区的滨湖大道通车以及到合肥、巢湖等城市交通便捷，计划将大部分农田由种植

水稻改为种植蔬菜。虽然种植蔬菜需要更多的雇工，但比用机械方便，因为种植蔬菜的工作不重，农

村老年人、中年妇女都可以雇用。就此来看，除非是多种经营的家庭农场，单纯种植业的家庭农场必

须有一定规模，农场规模大、雇工多才能从雇工劳动中获得更多收益。唯如此，家庭农场才不至于轻

易倒闭，也不至于影响居村农民身份转变。

3. 利益协调方式：农田租期与租金

家庭农场推动农民转变身份，除需理顺雇佣关系外，还要解决土地流转租期短的问题。城镇化发

展让进城农民认识到非农劳动可以挣得比农业劳动更多的收入，并且还不像农业劳动那样劳累。如

有城镇劳动经历的农民，往往更愿意将自家的农田流转出去。在庐江县，多数农户都愿意把土地流转

给家庭农场，但有三种情况例外：一是老人还能做农活，一般留几分田地种口粮和蔬菜；二是农田质量

差，分散、不规整、无水路，家庭农场不愿租，农户只能自己耕种；三是村庄还没有家庭农场，即便一些

[1]王春来：《发展家庭农场的三个关键问题探讨》，﹝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期。

[2]肖斌、付小红：《关于发展家庭农场的若干思考》，﹝北京﹞《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3]郭熙保：《“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4]朱启臻：《谈谈家庭农场》，《前线》2014年第2期。

[5]曹东勃：《家庭农场:一种激活本土性资源的有益尝试——基于松江楠村的调查》，﹝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

第1期。

34



社会热点问题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4· ·

农民想流转土地，也没有农场接受。可以说，庐江县家庭农场流转农民耕地几乎没有难度，越来越多

的农户愿意把承包地流转给家庭农场。

多数农场经营者对农田流转期和租金有顾虑。其一，庐江家庭农场流转土地时间不一，如乐桥镇

浮槐村的两个家庭农场的农田租期到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的2024年结束[1]，黄山村的家庭农场与农户

签订的土地租期是5年，盛桥镇的两个家庭农场与农户签订的租期是3-5年。调查发现，家庭农场的

田地租期与村委会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有关：浮槐村的土地租期是村委会协助家庭农场与农户谈

的，统一到第二轮承包期结束；而另外两个村都是家庭农场与农户协商的，租期短且不统一。汤池镇

果树茶厂的土地租期是30-50年，之所以能如此长，除了村委会协调外，还因茶农除了茶园几乎没有

田地，茶叶收入不能维持茶农家庭日常生活——与其守着茶园过贫困生活，不如把茶园地长期租给茶

厂，然后全家都到外面打工挣钱。虽然果树村地处3A景区，但在外面打工、买房的农户很多，村干部

认为至少有70%-80%的村民不愿回村。

其二，庐江家庭农场的田地租金也不一样。乐桥镇的4个家庭农场，初始阶段的租金为200-300
元一亩，近几年由于农场增多及其规模扩张，租金升到500-600元一亩。盛桥镇的2个家庭农场创办

晚，农户比照其他地方的田地租金，要价是500元一亩。果树茶厂给茶农每亩田地的租金按照300斤

早籼米的收益计算，每5年调整一次。总体看，各个农场租用农户田地的租金差不多。前几年家庭农

场少，农户耕地没人要，租金较低；近几年家庭农场不断增加，租金水涨船高，致使家庭农场土地收入

也大幅度减少。农场租地需要农场经营者与农户协商，如果租金高于农场经营者预期，农场就不会流

转农户田地，甚至将农户田地还给农户后关闭农场。庐江县还没有出现因农户提高租金而导致农场

退地和倒闭的现象，更多的是农户耕地质量差，农户愿意便宜让地，但农场却不接受。

农户愿意将承包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家庭农场，而家庭农场依靠农地规模化、市场化经营也

能取得与打工差不多甚至超过打工的收入。如此，家庭农场的发展破解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

产遭遇城镇化发展的诸多尴尬，并且找到了在保持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条件下继续进行农业生

产的新途径。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出现、成长、壮大，一方面顺应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农民进城转变

身份的要求，让农民进城居住、生活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重新整合几乎颓废

的农业生产秩序，将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从繁重的农户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像城镇居民一样，依

靠工资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过上“体面”生活。

五、思考与建议：让家庭农场更好地发展

家庭农场经营方式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解决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应

然选择。随着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中青年劳动者包括越来越多的留

守妇女将加速向城镇转移，小农家庭愈发难以承担现代农业发展重任，农业生产不得不落在经营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的居村农民身上。尽管小农退出农业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留守老人仍

按照小农方式经营家户农业，但正如上文指出的，家庭农场正带领着小农们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并

帮助他们转身为新型职业农民。鉴于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居村农民转变身份[2]、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扩

大家庭农场经营方式，以及居村农民转变身份依托家庭农场的现实，国家有必要营造更适宜家庭农场

发展的环境。

[1]1994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30年不变。

[2]“人的城镇化”发展不仅要求乡村人进城、转身为市民，而且也要求居村农民过上市民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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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励、支持家庭农场发展

如今，中国农村进入到土地使用和农业生产方式调整的重要窗口期，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居住，收

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农业生产成为绝大多数农户的副业，家庭承包责任制规约的小农户生产方式面

临空前挑战——虽然农户不愿放弃承包地，但更多的农民不愿种田。于是，全国各地农村逐渐涌现出

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生产形式。家庭农场发展较快，截止2016年6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

面积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3，在东部沿海一些地区，流转比例已经超过1/2[1]，其中大部分土地流转

给家庭农场。庐江县2010年开始出现家庭农场，短短几年，现在一半以上农田由家庭农场经营。由

此看，家庭农场让农村田地不因农民进城而撂荒，同时，它还迎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使农业能规模

化、机械化、市场化生产。家庭农场是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生产形式，符合现代农业发展内

在规律，也顾及了进城农民、居村农民理性选择劳动方式的合理要求。国家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一

方面要鼓励农民进城转变身份，成为城镇正式居民；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民创办家庭农场，给予他们更多政策照顾和资金扶持，进而保证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

平不低于、甚至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2. 允许家庭农场自主发展

就当下农业生产经营情况来看，家庭农场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要求、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民选择意愿

的较好的生产形式，因而没有必要把它放到意识形态框架中严格限制。一些学者在家庭农场特征的

理论研究上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规定中，不同程度地给出了进入、管理的条件和限制，

如要求农场经营者是农村本地户口、年龄在50岁以下且有一定农业生产经历、雇工不能超过家庭农

业劳动力数、流转的耕地至少有10年以上经营权、耕地面积要在100亩以上、农场的农业收入占家庭

总收入的80%以上等。规定这些限制条件主要是担心家庭农场发展偏离正确方向，防止家庭农场经

营者成为农业资本家或地主。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家庭农场可大可小。比如，庐江乐桥镇的

朱天生家庭农场是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占地只有30多亩，但农场种植葡萄、茶叶，养殖猪、鱼、鸡等，

每年的收益都超过夫妇在外打工的收入。再如，陶晓红家庭农场，丈夫分管农场发展规划以及购买化

肥、农药和粮食销售等事务，妻子分管农场雇工及其吃饭等日常琐事，儿子在上海工作，主要依靠雇工

管理 3000多亩田地。农场并未因雇工多就让农场经营者成为“资本家”，农民也未因被雇用而沦为

“被剥削阶级”。相形下，如何让已成长起来的家庭农场保持稳定、持续，正如荷兰著名农业问题专家

L·道欧所言的“家庭农场还要以遗产形式传承给下一代”等问题[2]更需要政策规约。

3. 培育家庭农场成为“带头大哥”

家庭农场要成为农村众多分散农户的“带头大哥”。一是，由于农户将大块农田流转给农场，留下

小块农田自己耕种，如果没有农场雇用农机，农机主一般不愿为分散农户耕地、收割。小农户田块小、

不规则，机器难进入，但农户可搭农场便车使用农机。二是，农场优先雇用将部分或全部田地流转给

农场的农户，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果树茶厂每年4-5月份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采茶、制茶，他们

首选将茶园流转给茶厂的农民，再选果树茶叶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山里人家”农家乐的厨师、服务员

都是本村人，日常帮工也是本村人，且使用的食材也主要来自村民饲养的家禽和种植的农作物。三

是，家庭农场为分散农户提供服务。浮槐村的李晋龙家庭农场带领农民成立了“双岗种植合作社”，合

作社利用家庭农场的农机等为社员提供耕地、打农药、插秧、收割等服务，还为社员提供代购、代销服

[1]高云才：《流转面积超承包耕地总面积1/3》，〔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0日，第3版。

[2]﹝荷﹞L.道欧、J.鲍雃朴：《荷兰农业的勃兴——农业发展的背景和前景》，厉为民等译，﹝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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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让依附于家庭农场的农户得到更多实惠[1]。因此，只有培育好家庭农场这个“带头大哥”，小农户的

农业生产才能走得更稳，农业生产整体水平才能上新台阶。

4. 为家庭农场发展及居村农民转变身份提供公共服务

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问题都集中在居村农民身上，因为他们是农村的建设者和农业

生产的劳动者。如果他们的转变身份需求能够得到很好解决，那么，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问题就会迎

刃而解。如此，国家为转型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有针对性，除了建设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外，更要为

农民转变身份提供公共服务。但一直以来国家未充分考虑农业规模化发展趋势，忽视了为居村农民

转变身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笔者认为，国家为居村农民转变身份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有：公共服

务要在促进田地向家庭农场集中的同时培育职业化农民，促使家庭农场经营者及其雇工成为与城镇

企业中的管理者与生产者一样的人；公共服务要兼顾分散农户要求，在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同时，为

其进农场劳动和进城就业提供便利。此外，农村公共服务还要着力推进农户转变身份，如减少国家对

分散农户种田补助，并将减少部分和增加的补贴转给家庭农场，从而倒逼农户流出农田，促使农户进

城工作或重新选择职业；补助家庭农场的雇工，鼓励分散农户和回乡农民工到家庭农场工作，并尽可

能让他们成为家庭农场的固定职工；稳定土地流转政策，在保障农户土地权益的同时积极维护家庭农

场土地使用权，为家庭农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制度、法律保障；不断提高失业回乡农民的保障待遇，

努力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和推荐新工作，减少回乡农民工对家庭农场经营的冲击。国家为家庭农场

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有：改造基本农田，为家庭农场实行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服务；发展农村科技，为

家庭农场提供高水平的农业技术服务；提高农村金融能力，为家庭农场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

持；完善农产品收购体系，为家庭农场的农产品销售提供兜底服务等。

〔责任编辑：方心清〕

[1]李晋龙家庭农场在合作社中占80%股份。

Family Farms: a Base for the Change of Farmers’Identity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ujia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Wu Yemiao

Abstract: Urbanization, especially the new typ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prompts more
and more farmers to flow into cities and towns. Thus, some severe phenomena, including multiple job-hold⁃
ing production, sideline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mainly undertaken by old men, appear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fore, some living-in-village farmers, including migrant workers flowing back home, trans⁃
fer farmers’contracted land to establish family farm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will put an
end to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reduce small farmers, and change living-in-village farmers into profession⁃
al farmers or city citizens with“decent”jo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reform in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iving-in-village famers are changing their status by relying on family farmers. Surely, there will
be a process for either family farms to replace decentralized farming households or for living-in-village farm⁃
ers to change their status. During this period, we must respect farmers' will, give them the autonomy to man⁃
age their own business, support them to manage their family farms better as well as provide basic public ser⁃
vices for family farms and farmers’status change.

Keywords: living-in-village farmers; family farms; professional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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