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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如何观察中国转型

的问题一直引起学界争议。最近，在“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

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直面真实世界”的主题演讲中，原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认为，研

究中国转型的正确视角应该是结构的、历史的和基于农民-土地关系

变化程度的。他指出，中国的结构转型可分为“乡土中国”、“城

乡中国”和“城市中国”这三个阶段，其中又以“城乡中国”最为

关键。本文梳理了“乡土中国”的九大基本特征，指出中国在不松

动乡土的情况下，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当前

中国已经步入了“城乡中国”阶段，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阶段。

明确这一阶段定位，有助于引导未来政策制定的方向，避免出现城

乡分割的政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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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中国转型的正确视角：结构的、历史的、农民

-土地关系 

在经历了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可以概括

为四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过去 30 余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表现

会如此亮眼。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GDP 增速 30 多年的时间中基本

上都保持在年均 10%以上的增速，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速无与

伦比，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二是没想到中国的经济增速

在 2010 年后出现大幅下滑；三是没想到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

中国谋求进步的最主要动力是工业化的进程，90 年代后中国工业化

进程发展速度让世界惊讶；四是没想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如此之

快。2012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过半。 

从这四个现象看，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也实属罕见。但随之而来而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到

底能持续多久？可持续性有多强？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还是昙花一

现？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0 多年高增长后的增速下滑到

底是周期现象还是阶段性现象？城市化是否能解决一切问题？对于

这些问题，现在各界意见不一，而意见分歧的背后都牵扯到怎样观察

中国转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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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的 GDP增长率 

二、中国结构转型的三阶段：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

中国 

研究中国结构转型时有三个阶段：一是乡土中国阶段，正如费孝

通所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二是城乡中国阶段，这个

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这一阶段变化最为剧烈，而城市化并

不能代表这个阶段；三是城市中国阶段，这是最成熟的阶段。三个阶

段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

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 

乡土中国有一些基本特征：（1）“离不了土”。主要是指农民

不轻易放弃土地，土地不流动而表现出的“土里土气”。以农为业，

安土重迁，这是中国农民的天性，但土地也会成为他们的负担。（2）

以村落为社区基本单位。在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农村

有两个载体，一个是农民（小农），另一个是村落。而村落不仅仅是

附图7 中国的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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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空间，而是以整个乡村制度为载体形成的一系列制度集合。（3）

“熟人”社会。传统社会是地方性、区域性的熟人网络，而现代社会

中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所以“熟人社会”只适于那些生于斯、长于

斯的“本地人”，陌生人很难融入。（4）“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

正如费孝通讲的，整个中国乡土社会形成了“瓦片飘出去的时候由近

及远，形成深浅不同的波纹，这些波纹是连着瓦片形成的”。这就是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差序格局——由近及远形成的各种不同关系。

（5）“礼治”秩序。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6）基于“家本位”

所有制的小农经济。（7）“耕作权”为大的产权结构。整个中国土

地制度安排中最大的就是耕作权。（8）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加大。到

19 世纪中国易于耕作的土地已经将近用尽。另外，中国近代由于工

业化进程受阻，农业又进一步承载了更重的人口压力；（9）传统农

业生产率进步很慢。乡土中国的农业增长模式是靠“面朝黄土背朝天”

式辛勤劳作以提高生产力，从结果上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一直没

有增长。 

中国在不松动乡土的情况下，结构转变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经济发展。七届二中全会时提

出“中国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靠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

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各项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所

以整个制度支撑：一个是农产品统购制度，国家统一收购农民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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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国家统一供应城市的食品供应；二是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把原

来农民土地经过合作化、机械化收到集体手上，集体使用、集体所有、

集体统一经营，结果是把农民捆在农业上。这个时期农业制度是无效

的，由于农民没有离开土地，而且被捆在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更低

价的农业化产品，整个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每年以 0.2%的速度负增

长，造成的结果是人-地比率恶化。在整个国家工业化时期，农民不

仅跟乡土中国时期一样，没有脱离土地，甚至还被绑缚于土地，进城

的路也被堵死。 

 

图 2：1949-1985 年农民进程的主要途径 

 

第二个阶段，八十年代整个中国开始发生土地制度的改革。改革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从原来集体所有、集体耕种转向

集体所有、农户耕种；二是非农用地开始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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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业化。这时农民开始参与乡村工业化进程，开始参与结构转变，

农村内部开始出现分工、分业，但是农民还是在本乡本土搞工业化，

还是乡土中国。 

 

表 1：1978-1991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第三个阶段，农民开始跨区流动参与工业化。90 年代末期以后，

整个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农一代离土、出村，到

沿海地区参与工业化，这些沿海地区工业化高速发展，农民参与工业

化，开始跨地区流动。农民一部分往珠三角走，还有一部分往长三角

走。这样整个农民工业化进程跟乡村工业化期间的差别是“开始离土、

出村”，农村人口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这个阶段整个沿海地区的工业

化靠的就是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中国如果没有土地制度支撑是成

不了世界制造工厂。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除了依靠劳动力低成本，

还有赖于一套独特土地制度形成的土地低价，这避免了中国由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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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应不足造成的土地价格上升而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农业

低价表现在 2002 年到 2014 年农业价格才提高 60%，工业低价保证中

国园区工业化，保证土地低成本。沿海地区靠低价土地形成园区以后，

整个中西部地区农民开始出村，跨地区流动。 

 

表 2：农民跨地区的出村情况 

90 年代末的这拨农一代，出村、离土，看上去好像开始摆脱了

乡土中国，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变化。但是糟糕的是整个农一代在外面

奔波 20 年以后又回去了，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没有形

成一套让这些农民落下来的制度，户籍制度、整个公共服务提供制度、

保障制度没有把这些人纳进去；二是整个农一代恋土情节，农民跟土

地的关系，农一代还是恋土，因为搞过农业，跟土地有很深的感情，

还有这批人是 80 年代分到地的人。整个乡土中国转变，当农民跟土

地的这种连接没有发生改变，中国转型就没有真正发生。从国家工业

化到乡村工业化，再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这三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已

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但是中国没有实现这几亿人从农民

向市民的转变，他们尽管参与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并没有参与到城

市化进程。所以结果是到农一代为止，中国是一个有结构转变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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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期。 

三、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主要理由有以下

四点： 

第一，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已经发生彻底改变。不管城市是否接

纳，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现在中国人口迁移有四个特

征：一个是迁移的人口主要集中在 20 岁左右，劳动迁移率和年龄呈

倒 U 型，迁移主力军是 80 后，这里定义为农二代；二是迁移的农二

代主要是跨省的迁移；三是外出务工成常态，2012 年年均外出务工时

间将近 9 个月；四是举家迁移，现在子女随父母的迁移开始增加。现

在的人口迁移发生的一些明显变化，现在农二代的迁移一般以家庭为

单位迁移，和过去以个体为单位的出去打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农二

代与农一代每天工作的时长也发生了变化，农二代的工作时长大幅度

下降，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务农活动时间非常少，基本不务农，从事

建筑业的人减少，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上升，农二代收入汇回去的

比例也大幅度减少，挣的钱更多在城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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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务工人员情况变化 

 

另外，农二代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跨省婚姻增加，关系网络

增强，农二代主要靠熟人关系，主要在城市交社保。城乡中国非常重

要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现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80 后兴起后，在

经济社会特征上出现农二代与农一代本质的差别，一方面表现在农民

与土地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农二代收入不是来自于农业，也不会务

农。另一方面农二代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跟城里一

样，完全城市化。 

第二，农业部门正经历重大变革。原来定义的农业，就是粮食农

业的概念。但是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农业产

值份额到 2014 年只有 9%。粮食安全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明确主粮

自给。城乡的需求也发生变化，城市需求从原来量的需求转向质量、

安全、健康、生态。这些变化后的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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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来粮食农业转向多功能变化，农业功能发生很大变化，农业形态

发生很大变化。土地制度方面的变化，首先看所有权状况，按照法律

的规定土地三级所有，村所有、组所有、集体所有，但是三级所有权

状况现在是 41%归村所有，51.5%归村小组所有，也就是中国现在土

地集体所有制，以小组或者是以村为边界的所有权单位基本是小组和

行政村各占一半，这就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最后是由集体将村

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 

 

表 3：耕地流转转入主体（2010-2014） 

 

14 亿亩耕地中 13 亿亩包给了一家一户的农户，以农户为单位的

承包现象，中国这几年土地流转方面，转让的面积、股份合作的面积

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土地制度发生变化就是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发生变

化，农业户的土地面积开始增加，除了大部分小规模农户以外，100

亩以上甚至 100 亩到 200 亩以上的农户规模开始上升，土地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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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上升，这是土地和经营制度发生的重要变化。其实最大的变化是

中国农业发展的模式，在乡村中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主要特

点是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成本。在结构转变以后，农业用工成本上升，

但是亩均作物用工量下降，中国农业机械投入上升，要素比例发生变

化，中国的农业从乡土中国转向城市中国。中国农业转型最重要的标

志就是从以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向以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

产力为主的增长模式。 

第三，“熟人社会”的村庄制度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维系乡土中

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庄制度，这套村庄制度现在发生了几个方面的

变化：一个是村庄随人口代际差异而变化，农一代，人走资本回、出

村再回村，农二代，人走资本不回、出村却不再回村。这导致村庄的

两极分化，大部分村庄衰败，原因是资本不再回来。第二个是村庄制

度现在趋于瓦解，本村人变陌生人，人际关系断裂与非人际关系的进

入，礼治秩序瓦解，公私关系模糊。第三个是政治化控制失效与乡贤

治理缺失。第四个是村庄分化加剧，大部分村庄破败与少部分复活。 

第四，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增加。上一轮中国城市化进程，主

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单向流动转向对流。土地配置县一

级土地指标是 200 亩、300 亩，资本是完全往城市走，劳动力从乡村

往城市转移。但是城乡中国阶段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三个

要素都开始出现城乡之间的对流。 

四、建议用“城乡中国”取代“城市化”理念 

我们提出城乡中国的概念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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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市化是对城乡转型的误读。把城市化理解成是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不断的扩大，乡村最后消亡，所

有的要素向城市积聚，这种对城市化的理解跟城乡转型真实世界是不

一致的。城乡转型应该一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要素的平等配置；二是

城市跟乡村共生共荣。尽管乡村 GDP 份额很低，但是乡村功能是城

市不能替代的；三是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分工专业化和互补。这样去理

解城乡转型，就不是一个通常理解的城市化。另外，城市化是一个要

素单向流失的过程，简单用城市化来看城市与乡村的这场变迁是不够

的。 

第二，当前公共政策有所偏差。当前金融、生产要素配置、财政

都向城市配置，公共政策的结果是典型的城市偏向，最后导致城乡之

间差距更大。公共政策服务失误恰恰是对城市化和乡村失误理解的结

果，现在城市和农村形成对立两极：一是公共政策还固守着一个没有

结构革命的非小农意义的改革，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

二是农民就是搞农业的，农民就要搞粮食农业。这两极之间的公共政

策失误恰是造成目前城乡问题的根源，最后导致乡村和城市之间发展

的不平等。在以乡土中国的概念形成的公共政策又导致中国结构转型

要素配置的失误，公共政策必须要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提出。 

第三，城乡中国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割。城乡中国和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风格是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结果是由

于制度性障碍，使城市高度繁荣，使乡村越来越衰败，这个背后是体

制性的障碍。而城乡中国指的是要消除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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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真正打通城和乡，形成城和乡之间的平等发展的发展阶段。 

第四，提出城乡中国概念的目的是要制定基于城乡中国的发展战

略。使整个中国下一轮发展既不是为城市，也不是为农村，应该是这

两个空间平等发展，两种制度不断的融合，形成城乡融合、城乡平等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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