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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
张 军

摘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既是全面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
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主要抓手之一。为了保障
乡村振兴的实施和可持续发展，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
法”
，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
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
关键词：乡村 价值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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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不仅凸显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而且也意味
着乡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

一、乡村价值的若干理论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进行过理论上的激烈讨论。以
Lewis（1954）为首的部分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和两个区域，即生产率低下
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生产率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凋敝的农村和繁荣的城市，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发展上要求采取工业和城市优先或者说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
发展战略下，乡村建设与发展只不过是以一种被动式的满足工业部门和城市发展的方式进行。与
Lewis 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 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商
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完全以自由的方式流动，且它们首先是向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流动，
因而这些地区发展得更快、更繁荣，相反，不具有极化效应的地区发展更慢、更落后，从而形成工
业部门和城市处于经济区域发展的中心或者核心地带并起着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农业部门和农村
则处在经济区域的边缘，从属于中心地带的工业部门和城市的不对等的发展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促
使中心—外围经济形成，而且随之而来形成了中心主导外围的城乡不平衡发展（Krugman，1991；
Fujita et al.，1999）
。无论是 Lewis 关于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农村的城乡不平衡发展的观点，还
是 Krugman 的中心—外围理论，其核心思想都是乡村建设与发展首先要服务于城市和工业需要，这
是乡村应有的价值。这些学说对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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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关于乡村发展的理论突出了工农两个部门和城乡两个区域之间
的被动发展和“极化”发展关系，并认为这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没有必要通过政府行为来纠正。但
后来的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尤其在看到发展中国家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对整体经济
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强调政府应在缩小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城市与乡村两个区域发展差距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提出了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思想。例如，Fei and Ranis（1961）认为，农业在经
济发展中不只如 Lewis 所说的那样消极地为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还积极地为工业部门和城镇提供
剩余农产品。为保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顺利发展，必须重视农业发展，重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释放更多劳动力和提供更多农产品，因此，要积极推动农业部门的建设与发展。此外，德国地理
学家 Christaller（1933）强调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互促的发展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
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广泛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在国家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一体化（integrated）的居落系
统（settlement system）
。这个全国性的居落系统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居落系统可以实现城市
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产品与服务的互相交换，从而推动全国性的市场交易顺利进行。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城乡关系进行过论述。例如，恩格斯 1847 年在《共
产主义原理》①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消除由产业不同带来的城乡就业对立、人口
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以及由城乡对立产生的城乡福利差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乡村建
设与发展也有过明确的论述。例如，李嘉图（1962）在 187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
系统地对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两者两两之间存在着相互协调和相互
促进的关系。美国学者库茨涅兹（Kuznets，1955）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工业和第
三产业部门的变化关系，以及这种变化关系对不同部门就业与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国民经济
三次产业产值、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协调关系。实际上，库茨涅兹提出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
部门的产值、就业和收入的结构性变化关系，间接强调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

二、乡村振兴的国际实践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发展的认识和积累的建设经验，可以为我们认知乡村
价值、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学习与借鉴。
（一）乡村振兴的欧美实践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虽然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依然存在
乡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协调现象。以美国为例，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可支配收入比为 1.66，50 年代扩大到 2（曾国安、胡晶晶，
2008）
。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为
此，美国通过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以外的经济，加大对农民的直接经济补贴，加
强农村道路、水电、市场等基础设施及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为农村发展和缩小城乡

①

恩格斯，1973：
《共产主义原理》
，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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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提供了保障；同时，针对农民职业技能薄弱的状况，实施了旨在提高农民技能和素质的“工读
课程计划”
。这一系列措施改善了美国乡村发展的条件，提升了乡村发展价值，推动乡村快速发展。
无独有偶。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法国及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出现了繁荣城市与落后乡
村并存的现象。一方面，大都市中人口拥挤导致住房、交通、环境等条件不断恶化，城市发展的成
本不断提高，
“城市病”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大都市周边存在着辽阔的农村，这些农村不仅可以吸
纳都市人口和企业，还可以减少由拥挤产生的“城市病”
，但由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发展落
后，这些价值均未很好地得到体现。为此，这些国家专门制定了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发展计划。例
如，巴黎对中心区征收“拥挤税”
，对从中心区搬迁到郊区且占地 500 平方米以上的工厂，政府给予
60%的搬迁补偿费；同时确定了“保护旧市区，重建副中心，发展新城镇，爱护自然村”的方针，
由农业区、林业区、自然保护区和中小城镇组成乡村绿化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
设，实现乡村生活方式城市化，使乡村拥有跟城市同等的生活条件（张军、李勤，2010）
。
（二）乡村振兴的日韩实践
日本、韩国与中国相邻，文化相通，因此，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有关乡村振兴
的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更具参考意义。日本和韩国都属于经济分布空间和人口分布空间均极度失
衡的国家。例如，1975 年日本 26.9%以上的工业产品出厂额和 24.2%的人口聚集在只占国土面积
3.54%的东京城市圈（张季风，2004）
；韩国的这一现象也比较突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首尔都
市圈聚集了韩国 40%以上的人口和 48%的制造业工人，而其面积仅占全国的 11.8%（李恩平，2006）
。
乡村在科学进行国土开发、平衡分布产业和人口、缓解“大城市病”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保护生
态环境等方面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为此，
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通过国土开发计划等综合手段提升乡村发展价值和促进乡村振兴。
例如，1962 年，日本制订了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7 年，在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进一
步提出调整工业布局，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开发落后地区，解决工业及人口过密和过疏的矛盾。除
此之外，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投入。在 1967～1979 年第二次新
农村建设期间，日本政府加大了“补助金农政”的实施力度。紧接着日本于 1979 年开始推动“一村
一品”运动，即要求每一个地方的乡村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发展一种或几种有特色、在一定的销
售半径内名列前茅的拳头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实行了错位竞争战略，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村的竞争优
势，促进了乡村的持续发展。
韩国虽然在 1961～1972 年发展期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但也同时因为忽视乡村发
展价值，形成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落后的乡村并存的不合理格局。为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乡村发
展价值，1970 年，韩国发起了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新村运动”
，将新村建设引导到一家一户
办不成、私人不愿意办的公共产品建设上，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
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经过几十年的“新村运动”
，韩国基本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 1972 年的 3∶1 左右，缩小到 2004 年的 1∶0.84（张军、李勤，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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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振兴的中国实践
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末，中国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常高、农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经
济三次产业中占比也非常高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水平。因此，无论是在
中华民国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乡村建设始终被广泛关注，其中有影响的乡村建设有 20
世纪 30 年代由社会知名学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和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一批从欧美国家学成归国的学子，在比较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
发展后认为，近现代中国发展落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乡村的落后。与城市相比，尽管乡村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超过 80%，但由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不完备、公共服务发展（特别是教育和医疗
卫生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乡村人口文盲率和婴幼儿病死率非常高、劳动力和人口的人力资本素
质和体能素质非常低，不仅不能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而且也缺少将这种机遇变成现实发展的
能力，致使庞大的乡村人口和劳动力不能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应有贡献，反而拖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后腿。要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必须进行一次轰
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此，一些学者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尝试。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了：建设
学堂，实行政教合一；发展农村合作社，促兴农业、发展工业；建立乡村自卫组织，维护乡村社会
安定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了旨在启迪心智、培育民德、改善民生的乡村建设。
与梁漱溟和晏阳初不同，为了能让乡村与城市一样融入现代化进程，卢作孚以重庆北碚乡村为试点，
开展了以修铁路、开矿山、办银行和建农场为内容的乡村经济建设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无论是学者还是企业家推动的乡村建设，
虽然受到战争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
但这些实验在推动农产品改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消除文盲、提高乡村人口质素，完善乡村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能力以及改善乡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
如此，由于这些乡村建设实验没有触及生产关系，因而存在很大局限性。
（二）改革开放与乡村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发端于农业和农村，后来扩展到国家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开放，实际
上就是一次对乡村价值的再判断和新的乡村建设运动。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对计划经济时期
乡村建设的检讨；二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建设的重新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乡村价值和乡村建设被
定义为：农业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积累，乡村为城镇发展提供服务，并逐步形成了工业主导农业、
城市主导乡村的工农城乡关系和工农城乡不平等的利益交换格局。例如，1950～1980 年期间，农业
部门总共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约 10243.74 亿元的积累，农业资源输出总额达到 14508.77 亿元（王
伟光等，2014）
，而农业部门从工业部门和城市得到的资金和物质支援，则远远低于输出的积累和资
源，直接造成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乡村发展滞后于城镇的二元发展格局。
这种发展格局虽然带来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以及少数几个特大和大城市的繁荣发展，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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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破坏了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规律，掩盖了发展矛盾和问题，实际上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持续
性，因此受到广泛质疑。张元红（2009）从交换分配的角度提出，要在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消费、
投资和就业方面体现乡村价值，就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状态，实行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韩长赋（2012）认为，二元发展战略下对乡村价值的定位，直接导致了工农业和城乡资源要素交换
的不平等，形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发展要素配置的剪刀差。在这两种剪刀差的作用下，
形成了不等价的要素交换关系、产品交换关系、劳动力就业关系，最终导致农业资源（如土地、资
金和劳动力等）过多地流向了工业和城市，因此必须改变。韩俊（2013）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地
位出发，对乡村价值做了新定义。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没有农业
的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更谈不上工业的发展。
1978 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核心、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内容、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经
济改革，对乡村建设进行了新的定位。首先，破除农业单一粮食生产结构的枷锁，在还农业生产者
商品经济自主权的改革推动下，允许其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生产多少，从
而推动农林牧副渔业多元化发展。其次，破除农村单一农业生产结构的枷锁，允许农民发展农副产
品加工业和一些资源性加工业，在农村掀起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浪潮，形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
发展局面。最后，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推
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全面发展，工农、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乡村在国民经济
发展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中的价值不断提升，乡村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四、乡村价值提升与乡村振兴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新时代建设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后，乡村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发生了
变化，乡村发展的重要性和价值得到提升，这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
（一）乡村价值提升的宏观与微观基础
无论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时期，乡村对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价值，所不同的是，在这两个时期，乡村价值及建设与发展的结果不同。
进入新的发展时代，由于以下影响乡村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乡村价值得到快
速提升。从乡村价值提升的宏观基础条件变化情况看：一是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在中国总体上
已经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大背景下进行了重要调整，
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同步发展。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由工业优先农业、城镇优先农村发展，转变
为工农业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农业和农村在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二
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外部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以高速公路及铁路、机场、港口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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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尤其是农村公路、电网改造等，扭转了乡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状
况，为乡村全面融入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电子信息等新技术革命深入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尤其是互联网和电商平台的出现，不仅在及时、有效、便利和低成本获取信息方面让乡村与城
市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解决了乡村社会信息“孤岛”制约其发展的问题，而且为高度专业化分工
背景下城市产业向乡村转移创造了条件，为发展乡村地区特色小镇和特色村庄创造了条件。
从乡村价值提升的微观基础条件变化情况看：一是以改厕、改水、改圈、改厨、改路，广播电
视和公交“村村通”
，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大大改善了乡村
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缩小了乡村与城市居民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的差距，为城市居民到乡村地区工
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朱钢等（2015）的一项研究表明，2013 年，中国生活环境质量指数比 2006
年提高了 60.57%，年均增长 7%，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的提
高。二是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补齐农村环境这块短板。例如全面推进村庄环境治理，实行“户集、村
收、乡镇运、县区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方式，并建立健全长效运营机制；引进人工
湿地处理技术、氧化沟技术，建设沼气处理、微动力站处理等一批污水和粪便处理设施；着力实施
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绿色乡村、清洁水源、清洁空气、清洁土壤、森林系列创建和平原绿化等专
项整治工程，让绿水青山逐渐变为现实，为推动农业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休闲、观光、养生、
旅游、度假产业创造了条件。三是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以及农户房产和宅基地确权改革，实现了土地由资产到
资本的身份转变，为工商资本与土地资本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把乡村振兴作为解决新时代发展矛盾的重要抓手，彰显了乡村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加强以
下五个方面的乡村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
第一，经济建设。全面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经济建设的目的首先在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其次是满足农业生产者收入
不断提高的需要。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思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托制度
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来进行。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利用电商平
台整合线上线下生产、流通和销售的强大功能，推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实施农业生
产组织创新，形成“农业+互联网”的新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三大产
业融合的田园综合体和共享农庄的创新发展；充分利用分子生物技术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改造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建设好现代农业、现代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
第二，文化建设。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创造出璀璨的中华文化，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源
泉，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走向振兴的重要支撑。乡村是中华文化发源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拥有众
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加强文化建设就是在充分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利用文化自身
的功能，为乡村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它包括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坚决杜绝过度商业化开发现象；加强对历史文化名村和自然风景名村以及名人故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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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和保护，防止它们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受到破坏，充分发挥它们在文化传承中的载体作用；
加强各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弘扬
和宣传中华文化，发挥中华文化正能量的作用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广大民众弘扬中华文化
的自觉行动，并树立起文化自信；利用民俗文化中带有正能量的功能，加强连接城乡的文化纽带建
设，为乡村社会的自治和稳定发展服务。
第三，生态建设。中国 90%以上的国土面积在乡村。建设好乡村生态环境，不仅对城乡乃至全
国的生态建设至关重要，而且对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与向往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乡
村生态建设是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加强生态建设，一是继续进行乡村居民生活环境设
施的改造和升级，在让居民生活更方便、更环保、更有质量的同时，减少居民生活对环境产生的污
染和破坏；二是不断提高绿色农业生产水平，逐步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用生物
肥料和生物农药替代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使用可降解程度更高的薄膜，把化学有机物对土壤、河
流的面源污染程度降到最小，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三是加强工业生产的清洁设施建
设，逐步降低各种污染物对大气、河流的污染；四是增加对已受污染的江河湖泊、土壤治理的投入
力度，逐步降低污染程度；五是加强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的生态功能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们美化乡村，
“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的生态功能。
第四，福祉建设。福祉建设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它包括为广大乡村居民带来福祉的各类制度和
发展红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内容。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无论是在制度和
发展红利分享方面，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抑或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方面，乡村与城市相比都严重滞后。
因此，福祉建设的重点，一是放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和发展红利壁垒上，建立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让乡村居民享受同等的发展红利；二是放在城乡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卫生、教育、
养老等硬件设施的建设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各种设施进行科学、平衡布
局，在乡村与城镇之间构建半小时公共服务圈，实现公共服务的乡村全覆盖，缩小公共服务上的城
乡差别；三是放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上，根据发展需要，培养合格的医生、教师、老人护理员
和康复师，为居住在乡村的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各种公共服务，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五，政治建设。城乡壁垒的破除加快了城乡融合的进程，以往封闭的乡村逐渐走向开放。乡
村之外的资本、人员和要素涌入乡村，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推动了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
型，同时也给乡村政治建设和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政治建设既要坚持党的一元
化领导，发挥党在基层引领发展的核心作用；也要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尊重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培育和壮大自治组织，充分发挥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和实行自治组织成员自律上的优势，正确处理
基层党和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乡村自治组织之间在乡村治理上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相互监督、共商发展，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五、乡村振兴的保障措施
乡村振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新要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振兴规划、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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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组织机构、创新体制机制，是实施乡村振兴并保障其顺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具体说就是：
第一，出台“乡村振兴法”
，依法保障乡村振兴发展。根据国际经验，但凡如乡村振兴这样具有
全国性的发展战略，都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发展战略固定下来，使这
种发展战略的执行和可持续发展有法可依。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乡村振兴是中国发
展进入新时代后一个具有全局性的发展战略，虽然已经写进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但考虑
到乡村振兴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执行起来会遇到体制机制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掣肘，为此建
议国家尽快出台“乡村振兴法”
，保证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
第二，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指导乡村振兴有序化建设。乡村振兴是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延伸。
它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还包括文化、生态、福祉和政治在内的各项事业建设，因此，为了保障乡村
振兴有序和顺利进行，以及提高乡村振兴行动效率，建议国家宏观管理部门集思广益，编制带有指
导意义的中长期乡村振兴规划，指导和规范乡村振兴。
第三，建立乡村振兴机构，组织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内容之广、部门之多、
问题之复杂，前所未及。为确保乡村振兴顺利实施，建议在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设立专
门负责组织实施乡村振兴的机构，并由其主要领导出任机构的负责人，领导乡村振兴，协调有关乡
村振兴事宜，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
第四，创新乡村振兴机制，调动全社会参与乡村振兴。为调动全社会参与乡村振兴，必须在以
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基础上深化农村产权改革，要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微观生产组织再造、生
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支持、社会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和传承、生态系统重建与提高
环境承载力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包容性的制度发展空间，
为全社会参与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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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Value Orient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Jun
Abstract: Economic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elfare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serving as leverage for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formulate a rural revitalization law at the national level, draw up pertinent plans and set up relevant institutions. It advocates for
a main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o completely break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develop
innovative mechanis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Village; Valu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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