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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禅福先生所著《走进新时

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三

农”调查》一书，最近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读后颇有感触。众所

周知，中国全社会的经济改革是

从乡村开始的，经过四十年，“三

农”问题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成为进一步

深化改革的焦点。改革起始于

乡村，还须重回乡村。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如何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所提出的“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深化乡

村改革，健全城乡融合的发展机

制，进一步推进农村现代化，是

我国当前社会整体发展所面临

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妥善解决

“三农”问题、振兴乡村成为“重

中之重”的时代背景之下，童禅

福先生这部著作的出版，可谓适

逢其时，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

的乡村建设与振兴的实践经验。

童禅福先生的这部书，不是

一部“写”出来的作品，而是一部

“跑”出来的著述。作为一名“全

国先进工作者”和曾获得首届

“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的资深

记者，童先生十分善于“跑”，他

“跑”遍大江南北，以河南刘庄

村、河北周台子村、天津王兰庄

村、浙江航民村、滕头村等8村1

乡为标本，实地走访，深入调研，

如实记述了这些村庄在漫长历

史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与变

迁。本书所记事件的时间跨度，

从1949年到2017年，长达近70

年。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

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再到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推广土

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如

刘庄村、滕头村等乡村所实行的

土地适度集中、发展乡镇企业、

壮大集体经济的“集体制”，都做

了客观翔实的记录。正是基于

大量的实地调研数据，又鉴于当

前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下

所普遍存在的某些基本问题，以

刘庄村、航民村、滕头村等仍行

“集体制”而实现了集体富裕的

乡村为对比的范本，作者提出了

“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

区”概念，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之

路做出了积极的有益探索。

回顾近70年来中国社会的

整体历史发展过程，以土地所有

权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

所经过的巨大变迁，大致有几个

重大历史节点：首先是新中国建

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这一与千

千万万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土

地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到 1952

年底基本完成，广大农民获得了

土地所有权；二是从1953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推行农业

生产合作化，从“互助组”、“初级

社”到“高级社”，掀起了中国农

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1956年

底，广大农村的“合作化”制度基

本完成，土地所有权由个人所有

转变为集体所有；三是从 1958

年8月开始，旋即迅速向全国推

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到1961

年，全国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生

产资料所有权，确立为人民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四

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实施全面经济改革与开

放政策，农村实行土地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再次被

“分配到户”经营，但土地所有权

仍为集体所有。

广大农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

的经历是复杂的，既有喜悦，又有

艰辛。作者在本书中以诸多实例

表明：“公社化”以前基于土地集

体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制度，确

乎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如浙江省

的松崖村、千鹤村、河南省刘庄村

等等，都迅速实现了农业生产丰

收，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但

“大跃进”、“公社化”之后，“浮夸

风”盛行，生产“大呼隆”，严重挫

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使农

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改革

开放之后，全国实行土地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方式的

重新调整，重新激发起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并迅速取得成效，基

本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作者

在实地调研中关注到，农村经济

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年短暂的繁

荣之后，很快就陷入了徘徊和停

滞。”其根本原因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已经不

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

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推进新时代农业现代化，‘三

农’问题自然也由此逐渐凸现了

出来。”

按照作者的考察，“三农”问

题之所以越来越突出，成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中之重，

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土地承包责任制经营方式在长

期动作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突

出表现在“三个弊端”：“第一是

不利于耕作管理和培养地力”，

“第二是不利于农田建设”，“第

三是不利于规模经营和产业培

植”。尤其在耕地资源相对匮乏

的地区，土地“碎片化”现象突

出。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迅

速发展，农民大量离开土地，进

城打工，逐渐丧失对于土地的热

情，农村土地闲置、抛荒现象相

当普遍，与此相伴随的是，出现

了大量的“空心村”，农村养老问

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医

疗保险、学校教育问题等等，成

为“三农”问题中亟待解决的最

主要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那些仍然实行“集体制”的

乡村，则实质上不存在“三农”问

题。河南省刘庄村在史来贺的

带领下，一直实行“集体制”，以

村为经济核算单位，逐渐走上以

高科技医药产业为主、农工贸一

体化的新型乡村发展道路，2015

年的全村工业产值超过 30 亿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万

元，农民实行退休制，完全成为

“乡村都市”。“这里没有暴发户，

没有贫困户，家家都是富裕户。”

同样不愿搞承包而坚持走集体

化道路的浙江滕头村，2016 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5万元，

男60岁、女55岁以上者，每月可

享受福利金2000元，村内实现

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考

取大学、研究生，村里发给奖学

金。大家都知道被称为“中国农

村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小岗村，

当年为土地个体承包而摁下手

印，立“生死状”的故事，但河北

省周家庄乡的民众，却在 1982

年11月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而

摁下 3055 个手印。到了 2016

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达到

19085 元。村民们还享受着乡

里大量的集体福利。

这些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而

实现了集体富裕的典型例子，表

明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以及生产

方式的集体化制度，不仅没有在

现代化过程中丧失其优势与活

力，反而体现出了个体化生产所

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刘庄

等“8村1乡”集体致富道路的切

实调查研究，作者提出了创建以

“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

社区”的富有前瞻性的思考，并

论述了实现这一“新社区”创建

的“三大要素”：一是“要有一个

无私、干练、能干事的带头人，并

依靠坚如磐石的党组织创大

业”；二是“抓好集体生产支柱产

业的开发，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支

撑起新时代的新型集体经济乡

村新社区的平台”；三是“村上的

资源只有实行整合、实现集体所

有、集体经营，集体经济才会逐

日壮大，村才会兴旺，民才会富

裕，村民们才不会走上两极分

化”。在这“三大要素”中，第一

要素是政治保证，第二要素是经

济保证，第三要素是资源保证，

目的指向。“只有这三大要素具

备了，解决好了，村集体经济一

定会健康发展，村民们也一定会

幸福安康。”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如何

真正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问题。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

的现代化。如何使广大农民能

够充分享有国家整体现代化过

程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实现

教育、医疗、文化、养老保险等社

会公共生活保障体系的城乡一

体化，从根源上、制度上消除城

乡差别，是问题的核心。如何实

现农业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形成

新型产业链，吸引农业人口从城

市回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

键。如何构建生态宜居的农村

新型生活社区，重建人与自然和

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美丽乡

村，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所要达成

的基本目的。童禅福先生在本

书中所重点记述的刘庄村等“8

村 1乡”的集体化道路，在某种

意义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乡村

新社区”的实验，为新时代乡村

振兴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模式与

经验。在这些乡村，除了有一个

坚强的领导集体以外，几乎无一

例外地实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转型，农

业、工业、商业互为补充，形成了

新产业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

现了农业供给侧转变，最终目的

是产业链在转变提升中产生的

价值和红利让村民们共同享

有。一个村就是一个新型的经

济综合体，具备了农工贸一体化

的产业集群特点，资源实现了集

约化的有效利用，生产力得到有

效释放，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

升。随着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

化程度的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得以强化，生产经营者的收入

得以大幅度增加。在这些乡村，

村民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

一个道德共同体，他们能够共享

村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

与成果，同时也都自觉参与到了

乡村自治与管理之中。在这些

乡村，无一例外地实现了村民生

活社区的重新规划，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已经不是未来的期盼。

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无疑是

新时代农村改革、乡村振兴的又

一次重大制度创新。“8村1乡”

所走过的集体化道路的实践表

明，对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源

实行集约化经营，形成以新型集

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

存的新格局，建立与新型生产方

式相适应的分配机制，是解决

“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有

效途径，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制度

创新。应当指出，“三权分置”并

不是否定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村由农民的个体化经营

向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

方式的转变，更不是重新走回到

“公社化”生产的老路，而是针对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所出现

的新“三农”问题，为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而采取的对治方

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基于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变动而

适时调整制度施设，因时制宜，

与时偕行，使现实制度能够与人

民生活的实际情态相适应，正是

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原则的

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于时

代格局的现实变动而制定切实

有效的治理方略之政治管理智

慧的体现。

童禅福先生这本“跑”出来

的著作，以刘庄村等“8村1乡”

为实例，既如实记载了他们坚定

走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的乡村共同富裕道

路的历程，又基于时代现实，基

于强化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而提出了富有前瞻性

的深刻思考，预示了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未来前景。“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

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人们能够“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我

们期待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局

面的出现，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

先贤所提出的这一伟大梦想。

浙江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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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在妥善解决“三
农”问题、振兴乡

村成为“重中之

重”的时代背景之

下，童禅福先生这

部著作的出版，可

谓适逢其时，为我

们提供了值得借

鉴的乡村建设与

振兴的实践经验。

◇童禅福先生的

这部书，不是一部

“写”出来的作品，

而是一部“跑”出

来的著述。

◇“三农”问题的

实质，是如何真正

实现农村现代化

的问题。没有农

村的现代化，就没

有国家的现代化。

◇将土地的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

权三权“分置并

行”，无疑是新时

代农村改革、乡村

振兴的又一次重

大制度创新。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之路
评童禅福《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三农”调查》

童禅福在淳安农村调研。 摄影 韩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