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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
和实现路径
张海鹏 1 郜亮亮 1 闫 坤 2

摘要：本文讨论了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和理论渊源，并且在深入阐述
其主要内容和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路径。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历史上乡村振兴思
想在新阶段的延伸，但又具有明显的历史跨越性；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
乡融合发展思想，以及历代共产党人农村发展思想的融会贯通。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体系完善，对乡
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总要求和重点任务进行了充分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创新则主要包括：对
新时代城乡关系进行了科学定位，首次将“三农”工作放到优先位置，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
对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对农村自然环境提出新要求，首次提出“三治”乡村治理思想，
以及强调农民的践行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在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
础上，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创新振兴乡村产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
共服务体系，从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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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
“我国社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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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开启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为从
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行动纲领。因此，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深刻领会其
主要内容和重大创新，进而提出可操作的实现路径，对于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任何一个重要思想都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其中既包含了历史经验的继承和总结，也包含了对

①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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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
，2018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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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不同实践的吸收和借鉴。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产生与乡村衰退的国际背景息息相关。国际背景是全面理解和掌握乡村
振兴战略思想精髓的基本前提。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地区呈现空心化
乃至衰退和消亡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意义上来说，城镇化就是乡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同时城
镇边界不断扩展和乡村不断缩小的过程，
“农民的终结”很大程度上将导致“村落的终结”
。发达国
家过去上百年抑或是近 50 年的发展历程均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过程。1960～2016 年期间，经合组织、
欧盟、北美地区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重均大幅下降（见表 1）
。美国、英
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中叶就进入了城镇化高级阶段 ，但此后乡村人口持续
①

向城镇转移的趋势并未改变，人口外流造成乡村产业空心化、房屋空置、土地弃耕以及人口老龄化
等问题，部分乡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日渐衰竭。在东亚地区，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
乡村“过疏化” 现象。2000 年与 1970 年相比，日本过疏町村数占当年全国町村总数的比重从 27%
②

增加到 45.8%，过疏町村面积占比从 31%上升到 51%（饶传坤，2007）
。日本乡村“过疏化”所引
发的问题除了人口减少和收入下降外，更具挑战性的则是乡村社会活力的丧失，诸如人口老龄化、
村庄公共性衰退等（田毅鹏，2011）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发展不充分导
致大量农民在城市聚集形成贫民窟；另一方面，人口外流造成乡村劳动力短缺、经济衰退和社会退
化，高人力资本人口过度流失推动乡村衰落呈现螺旋式加剧的趋势（Liu and Li，2017）
。
表1

世界各地区农村人口比重的变化（1960～2016 年）

单位：%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6 年

高收入国家

35.97

30.92

27.87

25.45

23.15

19.98

18.58

中等收入国家

75.52

72.17

68.34

63.23

58.42

52.27

48.64

低收入国家

88.21

84.44

80.91

77.38

74.58

71.30

68.82

最不发达国家

90.41

87.22

82.98

78.91

75.54

71.02

67.91

经合组织成员

37.54

32.58

29.57

26.75

24.30

21.00

19.51

北美地区

30.08

26.20

26.07

24.57

20.90

19.21

18.19

欧洲联盟

38.79

34.32

31.06

29.50

28.44

26.29

24.97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77.51

75.16

72.50

66.36

58.79

48.21

42.50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

50.72

42.98

35.76

29.56

24.75

21.57

19.92

撒哈拉以南地区

85.36

81.89

77.70

72.89

69.18

64.75

61.73

世界

66.43

63.47

60.72

57.08

53.48

48.55

45.7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

1960 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 30.00%、21.56%、38.12%、28.61%和 18.47%。

①

②

过疏是指因地域人口的减少，导致维持此地域最为基础的生活和生产的人口条件出现了困难，学术界将这一变化过

程称为“过疏化”
，把处于此种状态的地域称为过疏地域（参见田毅鹏，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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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乡村衰退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通
过立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以及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等综合
性的政策手段，形成符合自身特征的乡村发展道路，从而有效遏制了乡村衰退。日本、韩国和中国
台湾等东亚经济体针对乡村衰退问题，也先后实施了“造村运动”
“新村建设”和“农村再生计划”
，
推动乡村复兴。尤其是韩国的“新村建设”
，经过改善基础设施、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等几个阶段，彻底改变了乡村的产业结构、市场竞争力和地区吸引力，
使乡村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坚强基础。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乡村衰退问题，或者是不够重视，
例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或者是采取单一的农业发展政策，例如埃及、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
或者是政策力度不够，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其结果是乡村衰退愈演愈烈，最终把国
家推入了发展“陷阱”
。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极大改善了中国乡村的状况，但是，城乡
差距扩大以及部分地区乡村衰败也是不争的事实。参照国际发展趋势和经验，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解
决乡村衰退问题，否则乡村将成为拖延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
2.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的历史延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都是世界
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是到近代逐渐落后了。鸦片战争以后振兴图强成为众多仁人志士的伟大抱负。
不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自强运动将重点放到了引进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以及开办工商业
方面，而对日渐凋零的农村缺少关注。民国初建，新旧治理模式转换使得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显著下
降，为乡村自治提供了一些社会发展机遇。但是，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带来的是对农村更大的破坏，
导致乡村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与金融、教育、城乡关系以及伦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全面崩溃（王
先明，2016）
。直到此时，拯救乡村才真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带领下，
中国开始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百年探索，并由此形成了四个特征鲜明的历史阶段。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中国乡村振兴探索的第一个阶段。面对乡村衰败和时局动荡的境
况，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等一批知识分子率先行动，从不同角度提出乡村建设的思想，
并身体力行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产生了著名的“邹平模式”
“定县模式”
“无锡模式”等建设模式。
这些乡村建设模式内容各异但目的一致，即通过教育、文化、道德、实业、合作等措施，实现乡村
振兴和重建，进而寻求国家救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偏重
于文化教育，且缺乏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因而对于乡村振兴的效果并不明显。该时期，国民政府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通过向乡村输入科技、人才和资金等外部资源，实现改造乡村的
目的。其中，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计划”是期望通过对旧体制的改良实现乡村复兴，并阻止
共产主义革命在乡村蔓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运动”则是要打破旧的统治和剥削体系，
通过发动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
，从而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由于击中了中国农民问题的
要害，满足了贫苦农民的根本需求，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得到了农
民最坚决的支持、拥护和参与（郭海霞、王景新，2014）
。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乡村振兴探索的第二阶段。为了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政府建
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城乡分割政策。政府在农村推行以集体化与合作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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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并最终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让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资本积累的角色。这种
单方向的资源转移，使乡村建设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但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动员能力也使乡村面貌
发生了一定变化，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生产仍受益于此。
1978 年以后，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将中国乡村振兴探索带入第三阶
段。农村改革通过扩大农村自由发展空间，确立工农产品市场化交换机制，破除农村剩余劳动力乡
城转移障碍，提升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激发农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的热情，使乡村面貌得到显
著改善。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这种依靠农民自我投入的方式愈发显得力不从心，乡村
与城市的差距持续扩大。
2005 年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中国乡村振兴探索迈入第四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基础不断夯实。为了
改变农村发展落后的面貌，国家再次高强度介入“三农”领域。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启动
了内容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
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并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使乡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生产条件和公共服务
均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再次加大，建设美丽乡村成为新的奋斗目
标。建设美丽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 字方针”的基础上，引入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提升
了乡村建设中“美”的内容（闫坤、张海鹏，2017）
。
纵观百年探索历程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国家意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政府合理政策相结
合的产物，三者缺一不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体现着对历史的继承，也是对历史上乡村振兴思想在
新阶段的延伸，但同时具有明显的历史跨越性。
（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流、产
业凋敝、文化不兴、村庄空心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加剧，乡村日渐走向衰败。如何建设
乡村，如何发展乡村以及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无法逾越的现实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调整城乡关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使上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根据国际经验，人均 GDP 超过 2000
美元、农业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5%、城镇化水平达到 50%时，具备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条
件（宋洪远，2004）
。2017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农业占 GDP 的比重低于 9%，城镇
化水平达到 58.5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坚实的基础，在当前推行可谓正当其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统
一部署和国家各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三农”获得了长足进展，城乡关系朝着良性
互动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强、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尚未得到
根本性改变，
“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在局部地区表现得依然相当尖锐。党中央制定乡村振兴战
略，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突破了过去围绕城市的需要制定农业
政策、确定农村发展战略的思路，使农村不再附属于城市，农业也不再从属于工业，为解决“三农”
问题创造了基本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手段，使乡村在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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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为全体国民提供一派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景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决定了必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 2050 年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理论和现实均表明，现代化
强国的标志是国家发展的所有指标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允许存在任何短板。一方面，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消灭农业和农民，将来到了城镇化稳定阶段，生活在农村的几亿人口的
现代化问题如果无法解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现代的城镇生活也离不开农
村的支持，仅仅从生活质量提升、农产品消费升级的角度，必然要求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高度发达
的乡村，否则城镇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绝不能缺少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来实现。

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
合的经典论述，另一方面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
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
（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第一，
农业具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
①

②

前提” ，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 。虽然农业生产效率大
幅度提高，农业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失去了基础性地位，相反，随着工业规
模日益扩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产品贡献将再次凸显出来。第二，农业发
展推动了城乡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
程度，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何增科，2005）
。第三，城乡分离是历
史的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唯物史
观出发，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城与乡的分别的。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
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大的分工的
③

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 ，这时候城与乡的分离也
④

就理所当然的了，而且“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第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28、29 页。

①

《资本论》
（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888 页。

②

《资本论》
（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1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04 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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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的尖锐对立造成了乡村衰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
的结果，因此存在着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讲，由于城市及其工商业部门的巨大汲取力，
①

往往从农村中吸走了最强壮、最有知识和能力的农业劳动力，进而使得“农村日益荒凉” 。第五，
人类社会必然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
系，提出城乡融合的两个前提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消灭私有制。
（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思想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有特定的历史诉求和应须完成的历史使命（王伟光，2015）
，
但是，农村工作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阶段。因此，每一代共产党人在完
成各自历史使命的同时，也形成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农村发展思想，后一代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思想
总是在对前一代的继承与创新中形成。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王伟光，2015）
。毛泽东同
志领导的共产党人在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农村发展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工业
②

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毛泽东认为，
“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 。但由于中国乡
村一家一户个体生产的内在缺陷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而集体化是克服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因此，
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
机械化和电气化”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作为集体化的高级形态，
“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
③

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
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
④

的发展” 。虽然毛泽东充分考虑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但是对人民公社集中经营和平均主义挫伤
农民积极性的认识不足，再加之当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严格实行计划经济，在实践中使广大农
村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严重损失。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起“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此后经过江泽民、胡锦
涛接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加以实现（王伟光，2015）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邓小平
提出了“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通过实施特殊政策率先发展，但是，他始终强调农村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
⑤

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而要农民富起来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农
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
“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04 页。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8 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69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5 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02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2 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09 页。

④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7 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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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而且，他充分肯定农村工业化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农村改
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
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
“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
②

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
江泽民清晰地阐明了农村发展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一亿
多人口，九亿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是我们考虑全部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农业上不去，整个
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村不安定，整个社会就不会安定；农村经济得不到相应发展，国民生产总值
③

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实现” 。江泽民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农
业结构不合理，农村人口过多。因此，他主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式推动农村人
口向农业外转移。
胡锦涛将“三农”问题进一步提升到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高度，
④

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基
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因此，他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⑤

文明发展道路” 。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由“先富”走向“共同富裕”的实力，习
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历史使命。乡村振兴战略思想
就是在充分吸收前代中国共产党人农村发展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共同富裕”和“强起来”理念而
形成的新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三、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创新
如前所述，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既符合历史逻辑，也契合时代背景，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解决新
时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内容丰富，
对“三农”工作进行了创新性、全面性和战略性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遵循、总目标和
总要求。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
（下）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747、748 页。

①

《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下）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194 页。

②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788 页。

③

④

参见《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

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sina.com.cn）
， 2006 年 2 月 14 日。
⑤

参见《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

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sina.com.cn）
， 2006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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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内容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自成体系，对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总要求和重点任务进行了全面阐述，深
刻回答了“为谁振兴、谁来振兴、如何振兴”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1.发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发展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但“现代化”比“强富
美”具有更全面和更深远的意义，对农业农村方方面面的发展提出了“现代化”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从战略性和务实性出发对发展目标拟定了时间表。
“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
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
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
“三步走”
①

时间表的设定表明：首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完全同步；其次，乡村振兴“不
②

能刮风搞运动”
，而是要下定决心干的事业，更是给各级领导干部套上了“紧箍咒” ；再次，乡村
振兴事业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要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2.总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③

理有效、生活富裕” 。这“20 字方针”的内容涉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所有方面，而且有机联系、
不可分割；既是要求，也是方向。比较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一是文字内
容有所调整，
“产业兴旺”相比“生产发展”要求更高，明确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动力；
“生态宜
居”相比“村容整洁”更加突出生态引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农民群众的追求向“美
好生活”转变，体现了农村也要像城市一样更具吸引力和宜居性的发展目标；
“治理有效”相比“管
理民主”更好地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方略（闫坤、郜亮亮，2017）
。
二是文字顺序有所调整，原来居第二位的“生活宽裕”调整为“生活富裕”后，放到了最后，表明
乡村振兴战略将最终目标锁定在老百姓生活富裕上（闫坤，2018）
。显然，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更立
体、更高，各要求间的逻辑关系更科学、更自洽。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础和底线。一切社会经济发展，一切现代化建设，都以物质基
础为基本前提，即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根本。
“产业兴旺”
相比“生产发展”来讲，更具有范围宽、融合强、标准高的意义。第一，即使对传统的农业产业来
讲，
“产业兴旺”要比“生产发展”的要求高，不但要生产，更要形成产业，而且要兴旺发达，这才
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第二，对农村现代化来讲，
“产业兴旺”意味着首先要在产业形态
业态上有所创新，这比给定产业条件下如何使其兴旺发达的难度更大，这要求吃透中央的“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才能独具慧眼地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①

参见《中央首次明确乡村振兴时间表 这 5 个新提法很重要》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
，2017 年 12

②

月 30 日。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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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村的各种要素资源禀赋转变成产业优势（闫坤，2018）
；其次进一步要求所选定的产业兴旺发达。
第三，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现代化合二为一表述，
“产业兴旺”也意味着现代农业与农村产
业要融合发展，向产业链延伸要效益。
生态宜居是对乡村振兴最具创新性的要求。
“生态宜居”
从两个层面对农村居住环境提出了要求，
首先是宜居，其次必须是生态宜居。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或许能达到宜居的目标，而生态宜
居则要求农村的美不再只是“整洁美”
，而是具有更深含义的“生态美”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早先的“四位一体”
，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且要求“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
基于此，乡村振兴战略按照“生态宜居”的目标，对农村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
但要使生活在当地的人感觉舒适，而且还要能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让自然、建
筑和人都处于“舒适”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强调的是，
“生态宜居”所提出来的
高要求即使在城市也尚需时日方能完全达到，因此，乡村的生态宜居是面向全国居民而言的，让农
村成为每个人向往的美丽家园。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
。
“乡风文明”是上述理念和精神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用。
“乡风文明”要求“必
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
①

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
“乡风文明”建设在本质上属于人力资本建设（党国英，2017）
，不
但可以让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和谐共处，而且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进而对
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形成积极作用。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人文基础。
“治理有效”要求“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
②

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从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过渡到乡
村振兴的“治理有效”
，表明党的农村工作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
“管理”强调的是村庄外在力量，
例如乡镇等各级政府对村庄的管理，尽管这种管理要具有民主性；而“治理”强调村民及其相应组
织的主体性。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来讲，村民相互更加了解，治理就更有优势；
而且，这与党中央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高度一致。另外，
“治理有效”比
“管理民主”更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要求的标准更高、效果更好（郭
翔宇，2018；闫坤，2018）
。因此，
“治理有效”不但要求治理方式更科学，也要求治理结果更有效。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生活富裕”直接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振兴”的问题，振兴的根
本目的是让村民生活富裕。这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方
略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用。与新农村建设的“生活宽裕”相比，
“生活富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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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裕”仅仅类似于温饱层级的要求，而“宽裕”意味着全体农民不但要脱贫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
消费能力，生活得更加美好（闫坤，2018）
。
“生活富裕”就是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的同时，实
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3.重点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对“如何振兴”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阐述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条道路”
：
“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
之路；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必须传承发
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须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①

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五个振兴”的要求，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统筹谋划、科学推
进，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从“七条道路”到“五个振兴”
，乡村振兴战
略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张红宇，2018；樊平，2018）
。总体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思
想的重点任务是在农业和农村两个层面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闫坤，2018）
。
（1）构建农业农村现代产业体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核心任务，其他目标的实现要以其为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产业发展要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的基本原则。在农业现代化层面，主要是实施质量兴农和绿色兴
农战略，走高效化和生态化之路，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农村现代化层面，则要以绿色发展引
领生态振兴，增加农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将乡村的“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并与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立体式的农业农村现代产业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
（闫坤，2018）
。
（2）构建农业农村现代生产体系。生产体系是产业体系的发展平台，生产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决
定了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构建现代生产体系在支撑农业现代化层面主要表现为：
“严守耕地红线，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深化农业科技成果
②

转化和推广应用改革，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为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构建现代生产体系建设在支撑农村现代化层面则表现为：继续推动城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提供物质条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宜居、乡
村美变成生产力；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吸引各类要素留
在乡村（闫坤，2018）
。
（3）构建农业农村现代经营体系。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为谁振兴”的问题，即构
建怎样的现代经营体系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乡村振兴的主体
不是城市居民和城市资本，而是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励各种要素到乡村这片大
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上大展雄才，特别是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创造条件。因此，要“促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人民日报》
，2017 年 12 月 30 日。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②

- 10 -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
①

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加强
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高度重视高端农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
新性，同时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
动力，最终让农民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的主人翁，成为乡村振兴的践行主体。
（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主要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有如下几个主要创新：
1.对新时代城乡关系进行了科学定位。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道路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②

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这表
明，乡村与城市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乡村发展也不再是被动的，而是由原先的短板变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另一发展引擎。
2.首次将“三农”工作放到优先位置。党中央历来重视“三农”工作，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体现
出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
，并且将乡村看作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不但要补齐短板，还要引领发展，因此，必须把农
业农村发展摆在优先位置。为了将要求落到实处，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
③

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
3.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村现代化，
并将“两个现代化”统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体系。农业
现代化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之一，是从产业角度对农业的要求，与工业化相对应。而农村现
代化则是与城市现代化对应，是从区域上对农村提出的要求。显然，农村现代化比农业现代化是包
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袁金辉，2005；闫坤，2018）
。乡村振兴战略的“20 字方针”实际上对农村现
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也表明农村现代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文明诸方面提出了现代化要求。需要强调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并没有将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现代化割裂开来，而是统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也正是其深刻之处。例如，产业兴旺意味着农
业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粮食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是承认农业本身具有多功能性，应该具有更多元的
产业形态业态，也更应该与农村的生态绿色等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农村产业体系。而
且，除了“产业兴旺”
，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实现“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等多元目标，
最终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4.对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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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展新动能”
“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要求质量兴农和绿色兴
农，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这标志着农业农村产业发展进入高标准时代。
一是质量兴农战略意味着农业产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对农业产业发展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升
级；
“绿色兴农”意味着要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功能，要创新传统农业产业的形态业态。二是推进乡
村绿色发展意味着要全面创新传统农村产业的形态业态，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将农村最大的“山水”
“乡愁”等生态绿色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
5.对农村自然环境提出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要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达到生态宜居
的目标，就“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和生
②

态美的统一” 。这样的要求源自对乡村发展的定位由原先的农民生活之地到全国居民向往的宜居
之地的转变。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从“厕所革命”抓起，强化农村突出环境
问题的综合治理，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
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让乡村的美丽整洁和生态宜居转化为生产力（闫坤，2018）
。
6.首次提出“三治”乡村治理思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③

乡村治理体系” ，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指明了方向，为乡村由“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
升级找到了路径（孙燕，2018）
。在这个体系中，
“自治”是核心，同时需要以“法治”划定政府的
权力界限，确保“自治”在法治轨道上顺利实现；还需要在“德治”提供的情感基础上来主动维护
良好的自治秩序（徐光明，2018）
。
“三治”相互衔接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乡村善治格局。这一创
新反映了党和政府从管理国家到治理国家的跨越（郎友兴，2018；郭翔宇，2018）
。
7.强调农民的践行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将小农户带入
④

现代农业，这是让农业现代化惠及农民的根本途径；二是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乡村振兴的
主体是农民；三是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显然，自治的主体还是农民；四是把“生
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农民是乡村振兴最终的受益主体。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围绕构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这一核心，从发展理念、深化改革、要素市
场、产业发展以及公共服务五个方面，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坚持新发展理念
发展起步于理念的改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首先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是激发践行主体的发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③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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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愿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通过扶智、扶志唤醒、增强农户发展信心，使其认识到自己也能发
家致富，凝聚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闫坤，2018）
。二是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方略，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只有更新
发展理念，才能认识到乡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才能以新思路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才能发现乡村的“绿水青山”
，进而将其转化成“金山银山”
。因此，要加大新发展理念的宣传力度
工作；同时抛弃“农村等同于农业，农村就是提供粮食和劳动力的地方”
“农业农村是贫困人口和剩
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等错误理念（姚洋，2018；党国英，2017）
。
（二）深化农村改革
以完善产权制度为核心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既要激活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等要素流动，
也要吸引城市资本、人才等进入农村，并为各种要素的结合创造体制机制激励，从而为乡村振兴提
供源源不竭的微观发展动力。一是巩固和完善基本经营制度。继续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和长
久不变的政策，积极落实好二轮承包到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处理好二轮三轮承包的衔接问题，让
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
。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高质量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创新探索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严
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探索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方式方法。
三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三变”改革为核心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
四是构筑农业农村人才体系。建立健全各类农业农村人才的界定、培训和激励体制机制。科学开展
“新型职业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工程，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
①

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完善“大学生村官”
、农村“第
一书记”制度，培育一批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充分发挥乡贤、威望老人和退休返乡人员的村庄治理
能力，为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和激励。
（三）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
只有当要素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时，城乡空间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才能保持一致，要素配置实
现最优，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经济现代化实现效率上的同步一致，城市的各类要素才能流入乡村。
为此，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扩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刘守英、熊雪锋，
2018）
。关键是要打破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积极落实城乡在人才、土地、资金、
技术方面的各项制度安排，推动优质要素向农村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对耕地的保护。特别是要强化对土地用途的管
制，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威性，对基本农田和非基本农田进行细致严格的区分，城镇化土地必须
限制在非基本农田上。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决杜绝以政府代替市场
的行为，为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提供良好的环境。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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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振兴乡村产业
以新发展理念创新产业形态业态，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质量，以组织提升产业融合程度。
“深入
推进质量兴农战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动
①

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 各级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继续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同时需要注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商等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以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村产业效率（张海鹏、朱钢，2018）
。
（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
为了让乡村不只是成为农业生产、农民居住的地方，而是成为城乡居民向往的生态宜居之地，
就必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是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重点是继续加大对农村
教育的倾斜力度，积极推动优质教师资源在城乡的合理流动。二是构建城乡一体、优质均衡的医疗
卫生体系。重点是推进乡村医生体制改革，建立乡村医生退休制度，并完善退休乡村医生的生活保
障机制；建立和支持乡村医生按照规定加入职工养老保险的机制；巩固城乡居民医保全国异地就医
联网直接结算。三是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
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加快社会保障向外来落户人口覆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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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Origin,
Main Innov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Zhang Haipeng Gao Liangliang Yan K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poch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an in-depth explanation of its main content and innova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stage, and meanwhile, it has an obvious historical leap.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n rural and urban integration and on r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past. The basic goal of rural rejuvenation i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main task
is to construct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produc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level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innovations in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 example,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are positioned scientifically a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s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long-term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rural areas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a unified factor
marke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innovatively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ie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unified public
service system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 a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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