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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乡村的衰败与“空心化”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具有超越农业文明的发展优势。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中国历经几千年形成的农业文明（乡

村文明）的衰败。在这个过程中，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成为了中西部乡村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最主要的障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而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要从乡村文明振兴着手。乡村文明是由人构建起来的，让乡愁生根，吸引资

本、精英归根，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

一、文明衰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障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成果巨大：除了农业现代化目标没有全面实现以外，早年提出的“四个

现代化”目标，应该说基本完成了。一部分地区（如东部地区）率先富起来，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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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仍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进，“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中

西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乡村振兴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1. 障碍的外在表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障碍的外在表现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区发展的不

平衡不充分，二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最终两者叠加在一起后，就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第三

种情况：中西部乡村与东部地区（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

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决策，中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了四十年，综合国

力达到了世界第二，追上世界第一的美国也指日可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富裕起来了，有些已率

先实现了小康。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经可以与世界上

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媲美了。中国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哪怕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不遑多

让，浦东机场、京沪高铁、物流港口，都让发达国家羡慕。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对东部地区发展的成就倍感骄傲。东部发展的卓越成就，是东部地

区人民努力的结果，也是中西部地区人民支持的结果。从物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往往资源较贫乏，

在长期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的物资（资源和能源）源源不断地向东部地区输送，中西部地区以

自身的环境破坏及资源流失为代价提供着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所需要的物资。当然，这种物资流向既

有政府计划的因素，也有市场规则的影响。从财的角度来看，财富的积累有着“马太效应”：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当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流向就难以逆转了。从世界范围看，东部地区具有后

发优势，利用西方国家产业的转移时机，搭上世界发展的“末班车”，享受了全球化后的“福利”；从国内

的区域范围来看，东部地区又享受了先发优势，东部地区发展越快，汲取全国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财富

就越是向东部地区集中。从人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释放了人的流动能力，中西部地区从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热潮，直至最后中西部地区的“麻雀”也要东南飞了。从早期最

常见的民工潮，到近年文化人的“北漂”“南漂”，即便人才出产自中西部地区，在其成为“人才”后很容

易被东部地区“挖走”。在中西部的一些乡村，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中西部地区（包括乡

村）的人财物均不断地向东部地区流动，加速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成为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重

要原因。

（2）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城乡二元体制促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也是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而基尼

系数0.4被视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中国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于城

市，而绝大多数最低收入阶层（绝对贫困阶层）居住在乡村。因此，基尼系数最能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

差距，也能反映城乡发展的差距。

下面有三种最有代表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

其一，来自北京大学相关研究者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的《中国民生

发展报告2014》:“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与1995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
2002年为0.55相比，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

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

平等的程度。”[1]

[1]《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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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1]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2016年
28489
25910
16346
45498

2015年
22300
21501
14083
33661

2014年
18499
16415
14739
24040

2013年
17854
16192
13954
23427

2012年
16553.48
13869.88
12000.88
18995.92

表1 2012—2016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住宅均价

[1]国家统计局：2003—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yblh/zysj/
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

[2]《中国基尼系数未来五年有望降至国际警戒线以下》，〔北京〕新华社2016年1月21日。

[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5&zb=A03&reg=440300&sj=2016.

其二，来自中国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国

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

2003年至 2016年的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基尼系数，见图1。
其三，来自世界银

行的数据。“观察世界

银行的数据可知，自

1981年开始，中国基尼

系数总体呈上升态势，并于2001年左右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

无论是从2001年开始计算，还是从1995年开始计算，都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很早就已经超越警

戒线了，最高甚至达到0.491。我们应该看到，隐藏在中国基尼系数之中无法统计或难以被统计进去

的是农民的财富。在最广大农村，大多数农民劳作的重要目标是盖新房，农民拥有的财富相当一部分

变为了房屋，农民为盖房甚至会欠下不菲的债务，但农居不能上市交易，不被计入“财产”。由此农民

总体上的资产（储蓄）财富极少，许多农民甚至是负资产。

（3）城乡与区域两对不平衡不充分交织起来后

形成的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的房价，见表1[3]。

根据表1可以看出，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深

圳，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房产价格直追500万元。这个统计数据是均价，若房产在城市中心区域，

则接近千万元了。深圳拥有房产的市民，在几年之内其资产就翻了几番，他们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

的红利。

而中西部乡村的房产价值是多少呢？答案是几乎为零。因为中西部乡村的房产，因政策规定不

属于住宅商品房，不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房出售。大多数农民工将其务工收入带回乡村建起楼房，其

资产转化为了房产，但是这个房产几乎无法再通过出售转化为资产。

中西部乡村虽有一定的财富增长，却因各种因素，财富被淹没了。仅仅从房产价值一项就可以看

出中西部乡村与东部一线城市的发展“鸿沟”。这个差距目前尚无法缩小，在东部地区务工的收益远

超在中西部地区务农收益，在巨大的收益差距面前，中西部乡村无法阻挡人财物的净流出。

2. 障碍的内在本质：乡村文明的衰败

从深层次分析，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乡村文明的衰败，中国乡村文明败于现代工业

文明。以农耕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文明，在世界上保持了超过千年的领先地位，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的

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工业文明主要产生在欧洲，它随着资本主义文艺复兴而出现和兴盛。

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中华文明之前，中华文明包含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强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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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两种文明并存，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共生；两种文明并存，同时也决定了

中华文明难以被摧毁，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文明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

落，哪怕在深山老林中都可能存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古老书院。

正因中华文明在城乡的交融中体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在传统农业社会，周边没有哪个民族或国

家能消灭中华文明。国可灭，城可破，但文明不会断，因为它存在于有中国人的地方。哪怕是在偏

远乡村抑或是在深山老林中，都可能因留有那么一批文士而能将中华文明延续下去。中华文明的

强大还体现在它能同化军事力量强大的外来民族，也能将外来文明中有益于中华文明的东西吸收

为己有。

近代社会，西方出现了工业文明。当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华文明两者相互冲击之时，中国人也曾经

表现出“自信”，但是，在西方文明强大的生产力面前，中华文明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尤其是在西方文明

支撑下的坚船利炮面前，难以抵挡。西方文明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完成了马克思

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的工业文明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中国，落后的中国如果不想灭亡的

话，选择西式工业化道路几乎是唯一选择。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达到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境界，但它的

生产力落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更挡不住强大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入侵。落

后就要挨打，若不想挨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

在近代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城市文明最终与西方工业文明结合，形成了一种

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体系，它虽然仍有中华文明的影子，但毕竟属于工业化、现代化体系，所

以它区别于中华传统文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城市逐步融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原有作为乡村重要

组成部分的集镇脱离乡村体系，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也即城镇，乡村逐步退缩到原始的村落中。

与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城市文明，以其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技术，打破了原有中华文明中城

乡文明交融的状态。诚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实现了农村从属于城市。乡村文明遭遇工

业文明之后，首先出现了作为乡村文明的载体的士人的衰落。传承儒家思想的士人，无法适应以科学

为主体的工业文明，乡村的士人群体逐渐解体，其中大部分流入城市并接受城市的工业文明。当今中

国亦如此，大批学子从乡村流入城市，各行各业精英也流入城市，最有创造力的人流走之后，乡村不可

避免地出现衰落，乡村文明衰落渐成大趋势。

今天，我们要振兴中西部乡村，那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文明来做为支撑呢？工业文明冲垮了以农业

文明为基础的中西部乡村，可以用工业文明来振兴乡村吗？抑或是通过重建乡村文明来振兴乡村？

我们的理论在这方面远未成熟起来，更难以指导中西部乡村的振兴，人们所有这些疑问，需要在中西

部乡村振兴过程中予以解答。

二、拥有田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居住在中西部乡村的人们也想过上

美好生活，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他们愿望的实现。拥有田园，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条件。没

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具有超过两千年繁盛的农耕生活，这种生活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乡村文明。深入分析中西部乡村具备的优势条件，可以为探索振兴方向和路径提供依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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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部乡村依赖自然并建设了具有田园风光的环境

当东部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富裕起来后，针对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现状，如何才能找到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抓手”呢？我们知道，工业化首先在城市实现，现在工业

化的产业也主要集中在大小城市。相对来说，东部地区城市所缺而中西部乡村恰恰十分丰富的资源

是“环境”，中西部乡村千百年来依赖自然并建设了拥有田园风光的环境。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古先民敬畏大自然，依赖大自然，感恩大自然，因为人生活其间，从中获

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大自然养活了古先民。古先民可能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

义”等深层次的思考，但朴素的生存观、子孙繁盛观让他们明白，要想从大自然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

源，就必须尊重大自然！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古先民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居于田园，建设田园，歌

颂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几乎成了文士对田园歌颂的标志性诗句。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

过环境退化、生存条件变差的现象，但是以江南农耕、恬静小镇为代表的田园适合人居，令先民热爱这

样的环境，中国人抺不去对田园的依恋。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其中的中原地带、长江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古老的乡村文

明，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这种乡村文明依托中西部地区的大自然，进而融入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在先

民的建设下，中西部地区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村落。那怕是荒漠、冰山、雪地、岛屿，只要具备了人生存

的条件，往往都会有人迹，生活在其间的先民也常常择优而居。大自然因有了人居其间，更添美丽。

中西部乡村就是自然与人类的结合体，乡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本就美丽，而居住其间的农民更是以

自己的创造力成就了乡村的美丽。

面对如此美丽的田园环境，哪怕工业化吸引着人们不断“东南飞”，也无法阻隔出生于其间的人们

对故土的眷念。人们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开始过上“美好生活”后，这种眷念将更加强烈。乡村文明虽

然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衰败，但它没有灭亡。当大城市的“城市病”一再困扰着人们的时候，中西部地

区的田园依然美丽，对比之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就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中西部乡村各业自成一体共同构建起社会主体

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必须具备各业繁荣的社会发展局面。“一般来说，农业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的分

散性，而不能形成持久稳定的跨地域的政治组织。然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稳定有效的大一

统的官僚机构，它服从中央号令，执行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有效地保持着这个庞大农业社会的统

一，很少出现分裂和闹独立。”[1]尤其是中地部区的核心地带，田园式乡村处于相对稳定的大一统之中，

乡村社会的渔樵耕读各业均能充分发展，这是传统乡村文明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自西汉到清末，中国社会都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的。“社会上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大

一统的官僚机构，中层是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务的管理，下层是守法家族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最

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不仅是这三种形态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保持着罕见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层次大致能够实现良好的整合。”[2]正是由于这种整合的力量，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帝国保持了长期的超稳定结构，直至西方国家用西方

工业文明的产物——坚船利炮入侵清帝国。

在中西部乡村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农民难免遭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但也应看到中国农耕

社会的渔樵耕读各业自成一体，共同构筑起了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稳定，减少了生存于

其中的人对未知的恐惧。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举足轻重，尤其是乡村生活中的乡

[1][2]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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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不可或缺。封建伦常，乃至佛道教义，都是中国乡村文化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皇权不下县”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乡绅自治，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最

重要的乡村文明。

工业文明冲击了乡村文明，但它并不能消灭乡村文明的基础。中西部乡村各行各业的精英进入

东部地区后，学会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技能。可以说，工业文明在冲击乡村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熟知

乡村文明的中西部乡村精英群体，这一群体既没有遗忘乡村文明，又熟知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只要条

件允许，他们就是中西部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主体。工业文明以法制手段确立了人的工作年限（退休年

龄）及养老福利，而中国传统的乡村文明却允许人们活到老工作到老（有时是生活所迫）。当东部地区

不吸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为当地居民的时候（户籍制度原因），当东部地区老龄化社会来临产生养

老问题的时候，中西部乡村为被许许多多工业文明所困扰的人们敞开了大门，从这个角度看，中西部

乡村的振兴拥有众多的潜在的人力资源。

3. 中西部乡村自然与社会主客体天人合一

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乡村社会主体与自然之间形成了社会内部、社会

主体对待大自然的一种稳态，自然田园环境与社会主客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稳态的天人合一状态。

传统的乡村社会由乡绅主导实行自治，乡村形成了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精英群体，这一群体负责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朝堂）的交流与互动。乡村士人在朝便为官，告老还乡便为绅，他们既是乡村文

明的承载者，也是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交融的载体，田园美丽画卷多由他们描绘。田园是根，叶落归

根，不让根有损，这是乡村士人们的共识。让乡村文明承载者指导村民建设乡村，追求人和自然稳态

的天人合一境界，田园美丽才成为可能。

工业文明抽离了中西部乡村最传统的乡绅，新中国基层政权的建立加剧了传统乡绅群体的解

体。但是，这些并不表明中西部乡村的乡绅群体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来自中西部农村的进城者，

尤其是通过高考程序进入国家体制内的农村知识精英，他们一方面在城市中接受了工业文明，成为了

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中西部乡村潜在的最重要的“乡绅”群体。

稳态的的中西部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衰败。但是，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均衡不充分发

展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时，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就具备了外部条件。一旦中西部乡村社会发展进

入状态，掌握工业文明的返乡群体将知识和本领带回农村，并以之改造传统乡村，中西部乡村将步入

“新农村”的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西部乡村的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地面上的绿

化毁坏严重，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大量的农村人口外流，中西部乡村的自然生态因人口承载量剧

减而快速恢复，加上党和政府正确的政策引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的全面实施，生态修复正在

有序进行中。

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中西部乡村从新乡绅群体形成到这些群体运用城市文明修复

传统乡村文明，社会的稳态、社会与自然的稳态都成为了可能。因此，中西部乡村自然与社会主客体

天人合一是最具备特色的乡村振兴的条件。

三、文明复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方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很多领域迈向了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则是快速发展中的短板，实现中

西部乡村的振兴是当务之急。振兴中西部乡村离不开科学和技术，应重视以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

明）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融合，是农业文明的复兴。在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方向是复兴农业文明（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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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代”乡绅的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新时代”，是指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新时

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乡村振兴，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乡村的振兴。中西部乡村振兴首先

要解决人的问题，即由谁来振兴。中西部乡村要实现“伟大飞跃”需要“新时代”乡绅的复兴。

中国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重利用科学和技术

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2]。中西部乡村走现代化道路、实现乡村振兴，同样需要

重视和运用科学和技术。当前，中西部乡村最缺的就是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人力资源。

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西部乡村流出了大量掌握科学和技术的各业精英，而至今这种单一流

向并未有所缓解。最早的一部分农村精英，通过高考流入了城市（其中以东部地区为热点），至今这仍

是掌握科技知识最多的一部分农村精英流走的主要方式；其次是大量的农民工的流出，大量的农民工

进入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市，他们在城市学会了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和技术。因此，农

村精英掌握工业文明（科学和技术）的人数并不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西部农村精英仍然处于净

流出状态，回流潮没有出现。在精英净流出的大环境下，留下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

和老人）不足以承担振兴重任。只有让精英回流，尤其是掌握科技知识的精英回流，让他们成为新时

代乡村的乡绅，中西部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从乡村流出的精英，他们的根在乡村，乡村留有他们的乡愁。传统农业社会，农村精英流入城市

为官后，大多会叶落归根，回归后成为乡村乡绅。绝大多数有功名的读书人也会回归乡里，成为引导

农村社会发展的乡绅。今天，城乡二元分治体制阻碍了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精英回流，哪怕他们退

休后也无法叶落归根；从农村流出的各业精英，哪怕他们掌握了城市文明的核心——科学和技术，他

们很少以此回报乡村，他们更多的是持续在城市务工，为城市工业文明做贡献。

新时代中西部乡村振兴，需要乡绅复兴，但是体制机制都阻碍了农村走出去的精英回归成为乡

绅。掌握了工业文明而出身于中西部乡村的科技人员，他们有能力振兴乡村。只有用工业文明去复

兴农业文明，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融合，创造出新的农业文明。质言之，在新时代复兴乡绅，中

西部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2.“新农村”产业的复兴

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需要有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复兴，这种文明

的复兴，不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乡村文明的重现，而是传统文明在延续的基础上，与现代工业文明

融合后的全新的文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

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

族。现在社会模式一无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

小不一。”[3]中西部乡村振兴，需要以现代工业文明复兴乡村各行各业。

中西部地区传统乡村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各业共同构筑了稳态的农村社会，乡村振兴的业态不

可能再回到传统农业社会中去，中西部乡村振兴的应该是适应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新产业。

“新农村”建设事业源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3]〔美〕吉尔伯特·罗玆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2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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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中西部一

些乡村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新农村”建设总体上局限于农村的建设，尤其是局限于农村

“外貌”——村容的建设。

中西部乡村应该在振兴的契机下，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新农村”建设应该重视产业复兴，

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央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有几十年了，但是农业的现代化

是“四个现代化”中发展最慢的现代化，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方向应该放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上。农业

产业的现代化，不能再局限于农村内部。现代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明的成功离不开“资本”的

生产。中西部乡村应该具备吸纳资本自由进入农业产业的能力，如果资本能自由地进入农业产业，并

获取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收益，那么农业产业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实现繁荣。农业产业繁荣，中

西部乡村就具备了振兴的外在要素。新农村产业的复兴，无疑是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背景下中西

部乡村振兴追求的方向。

3.“新社会”传统的复兴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市，已经进入工业社会，部分城市甚至

可以说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老龄化社会，在这个视角下，我们需要有一

个“新社会”来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中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为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提供

了新的思路，在中西部乡村完全可以考虑建立“新社会”来解决即将变得极为严重的养老问题。

我们大家普遍感受到，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人变得不自由了。“物质成就给文化带

来的最普遍的危险在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人大量地从自由进入不自由的状态。过去耕作自己土

地的农民，现在成为在大企业操作机器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独立商人成为职员。居住在自己家里与滋

养他的土地保护直接关系的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由，他们则失去了。”[1]现代城市生活中，居住于住宅森

林中的人们往往“老死不相往来”，对门居住不相识。工业文明导致了人的孤立与孤独，群体关照的可

能性逐渐失去。与此相对，中西部乡村仍然保持着“熟人社会”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照成为乡村社

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能做到互助与沟通，而这正是老龄化社

会养老所缺少的。

把握住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重要契机，非常有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解决养老问题。城市老人

中相当一部分的根在乡村，如果中西部乡村适合老人居住，尤其是创造了适应养老的“新社会”形态，

将吸引大量的城市人口回归乡村，乡村也能成为人们争相奔去的地方，那么乡村振兴的方向也就找对

了。哪怕，大量的人群在城市与乡村中不断切换，成为双栖人，他们也将给中西部乡村带来复兴的机会。

四、资源返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途径

中西部乡村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典型的地区，其振兴首先要从人的因素着手，以乡愁引凤回

巢，让流出的精英回归；其次要从产业上着手，传统农业难以吸引市场上的资本进入，需要用工业化来

改造农村产业；再次要从人居社会着手，让新农村成为最适合人居、养老的地方，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叶落归根，回归农村。

1. 引凤回巢：中西部乡村招回精英以实现振兴

当乡绅成为历史时，说明历史已经超越了乡绅。“历史上，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受过良好教

育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处在社会的中心。作为儒家思想的解说人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传统中

[1]〔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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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化的解释，另一方面维护社会

的道德规范。”[1]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政权，他们在打破旧“政权、族权和神权”制约的同时，也

使传统乡绅失去了存在基础。但是，新的制度机制又不足以替代传统乡绅，中西部乡村的治理在一定

程度上失序。“1953年，中国政府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补贴工业化。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

极大地限制了人口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两个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

利益。”[2]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使农村精英大量流入城市。四十年的精英流失，成为了中西部乡

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中西部乡村在产业未发展起来、环境不太适合人居的前提下，既阻挡不住青壮年乡村精英的继续

流出，更不可能让青壮年精英回流。如果没有掌握现代工业文明的精英回流，中西部乡村振兴就难以

看到希望，中西部乡村的空心化会越来越严重。

中西部农村精英通过高考或外出务工走出乡村，他们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

市，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若在传统中国，这些精英来自乡村，将乡村文明带入城市，与城市文明融合

后，最终大多会叶落归根，回归乡村，将知识和产业带回乡村，成为乡村社会的支撑。他们有着浓厚的

乡愁，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有着不可割舍的依恋。

但是，当前的体制阻隔了流出精英的归根之路。由于城乡二元分治，知识精英进入体制，成为城

市的一部分，现有的体制将其排斥在乡村之外，仅土地依户籍而定这一条，就切断了知识精英叶落归

根的可能，哪怕他们想把乡愁留下，现有体制也没有给他们“立锥之地”。最终，传统被体制所割裂，最

有可能成为中西部乡村新“乡绅”的精英群体无法落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中西部乡村招回知识精英变为可能。只有在政策上加

以引导，并改革现有的二元分治的体制，乡村文明才可能复兴。“中国人在使中国的传统文明走进自己

的博物馆的过程中，在不妨碍变革的情况下，又保持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他们的现代革命——在反对

这个世界的同时又加入这个世界，在抛弃中国过去的同时又使用他们自己的过去——是一个建设他

们自己的博物馆的长期奋斗的过程。”[3]

中西部乡村的振兴战略，首先要从人的方面着手，引风回巢。给从乡村走出的知识精英一条叶落

归根之路，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知识精英回归，哪怕是候鸟式城乡两栖，只要知识精英回归乡村，就可以

带来知识回流、财富回流、服务回流。2018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建立有效

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

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

服务乡村振兴事业。”[4]有了这样的精英群体支撑，中西部的乡村社会振兴就有希望了。

2. 引入资本：中西部乡村创新各业以实现振兴

中西部乡村经济以农耕生产为主，而农业是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极端辛苦且比工业产业收益

低很多的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吸引流出的各业精英。人是讲利益的，同样的人从事农业产业收

益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必然会流向工业产业，这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

要原因。以农耕为主业的中西部乡村，大量的产业精英外流，即便浓浓的乡愁也难以将他们拉回。中

西部乡村要振兴，必须在产业振兴上做文章。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在产业之间不断流动，有较高利润的产业会引发

[1][2]〔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徐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6页，第12页。

[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北京〕新华社2018年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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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向其流动。自由流动的资本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可以推动社会所必需的产业的快速发展。实

现了工业文明的欧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中国东部地区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中西部乡村的农业

文明也是被这种工业文明所冲垮的，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必须在延续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吸纳工

业文明的成果。引入工业资本，创新各业，才能振兴乡村。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让城里人，尤其是东部一二线城市的人群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特别是近十

年来，数倍增长的房价成了东部地区人们更加富裕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城乡一体化，东

部地区的乡村哪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而通过征地拆迁、土地流转，市场资本也能很快进入这些

地区；即使这些地区乡村房地产不能进入市场成为资本流动，资本市场也能带动其发展。相较而言，

国家对乡村的治理方式排除了乡村房地产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可能，同时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中

西部产业精英回乡自建的住宅又成为了中西部地区的“沉淀”资本。东部资金充足，而中西部需要资

本投入，两者的合作是存在可能的。

最近的乡村治理公共政策有所改变，2018年初国土资源部表态：“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

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1]农村用地市场化问题将有所改观，但仍然不允许回乡建“别墅”。出于严防可耕地因建房而缩小

的目的，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建“别墅”，这是无可厚非的。乡村有大量的闲置住宅用地，更有大量的

低效利用的住宅用地，要吸引农村流出的知识精英、产业精英回归，实现叶落归根，现有的乡村治理政

策必须改革。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较发达的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大量的居民已经拥有了不菲

的资产，剩余资金数量很多，中西部乡村可成为其资本流入的重要区域。开放中西部农业产业，创新

中西部农业产业，招引城市资本返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

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这指明了中西部乡村引入资本的重

要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

农民房屋使用权”[3]。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人流、资本流、物流涌向，中西部乡村振兴就指日可待。因此，

扫清人、资、物回流中西部乡村的障碍，是当前中西部乡村深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3. 人居社会：中西部乡村熟人养老以实现振兴

支撑进一步工业化、现代化，必须有更多的资源和能源，而地球恰恰越来越难以支撑我们今天的

现代化发展模式。即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需要最小，我们也无法再回到农耕时代。

现代化推动乡村从属于城市，现代化也使乡村日益缺少田园风光的吸引力。昔日令无数文人雅士倾

倒的田园风光不再，更多的人迁居到城市建筑森林中。城乡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状态出现，人与自然开始隔离，天人合一环境被打破。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让中西部乡村看到了未来。“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是非职业化的

人文理想，而现代的时代特征则是专业化。在现代世界里，儒教的‘中庸’特性已没有存在的余地，它

不再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法，而成了来自新的权力中心之新精神的对立物。”[4]工业化、城市化培育了

[1]《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意味着什么》，〔北京〕《人民日报》2018年1月16日。

[2][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北京〕新华社2018年2月4日电。

[4]〔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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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发展了现代经济。而中西部乡村社会则更需要非职业化的人文环境，中西部乡村

凭借着熟人社会传统，可以建立起适合人居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

东部地区的城市正在形成城市群，城市的优势和劣势都在显现。大城市的“城市病”以及城市生

活的孤立和孤单，让许多来自中西部乡村的精英思考不同的选择。虽然在城市掌握了现代工业文明

的各业专业化知识，但是法律化社会迫使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必须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养老。因现代生

活条件、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近八十岁，退休时仍健康的工业化人才，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时也

失去了通过工作与人交流的机会。

许多老人仍然对中西部地区的故土有着深深的眷念，有着永远挥不去的乡愁，但政策无法让其叶

落归根。中西部乡村振兴是田园风光再现的重要机遇，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专业化人才归乡定居，

既可将工业文明带回乡村，又可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精英回归可以带动对乡村的再造和文明提

升。“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新兴力

量不少又源于西方。”[1]乡村所缺少的工业文明，可以由新的群体来提供，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西

部乡村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乡村振兴的阶段。

在近代中国，西方工业文明冲跨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今天，中国同样也要完成工业化、现代

化，我们能强大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不仅认真地学习工业文明，我们还能将工业文明的优点与中国传

统农业文明的优点结合。当下，中西部乡村振兴，在这种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具备了条件。通过制定正

确的公共政策，可以引导中西部乡村建立起适合人居的田园社会环境，让更多的人叶落归根，让更多

的老人愉快地融入乡村的田园之中。

〔责任编辑：史拴拴〕

[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Homesickness: the Attainment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under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Zhang Jinsong
Abstract: The decay and hollowing out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a practical matter of concern, has

its root in the developmental advantage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over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Under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ulfil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The rural areas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are endowed with beautiful idyllic sur⁃
roundings, which is constructed in a union of nature and society. Rural vitalization cannot be realized with⁃
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 great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radi⁃
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rural civiliz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is oriented to
reviving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rural civilization). The ways mainly include: attracting talents migrating out
back home with homesickness, transforming rural industries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king the new
countryside the most favorable place for residence and retirement. In this way, more and more people would
come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r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om⁃
ing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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