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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
张元洁 田云刚

摘要：本文首先运用文本诠释法和结构分析法，将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归结为包括产业演进理论、
产业资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产业部门理论的理论体系。其次，本
文运用语义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探讨了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对推进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导意义。
接着，本文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意义上探讨了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
意义。研究表明，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揭示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乡村产业振兴
提供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马克思的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产业演进理论要求乡村发展生态产业，追求
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股份公司有规模优势的产业组织理论要求发展
农业股份制企业，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乡村劳动者，尊重劳动和创造的收入分
配理论要求提高乡村劳动者收入，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总而言
之，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在农村建立适应生态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实现
人与自然、工农城乡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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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
决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补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短板，全面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深入展开和具体运用。由于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在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意味着乡村经济业态的一场深刻革命。
因此，需要系统把握马克思产业理论所揭示的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深刻领会马克思产业
理论对于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

一、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产业演进理论要求乡村发展生态产业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其首要和基础的内容是产业演进理论。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
产业的演进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指出大工业生产方式通过集中资本和劳动力，创造出比传统农业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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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也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并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
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
①

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大工
业通过建立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等服务业得到巨大发展，
“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
②

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大工业还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人类摆脱蒙昧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马克
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把人变成了机器，制造了工人的贫困和过劳死。把自然当作人的无机的身
③

体，破坏了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并且“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 。
为此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④

的真正解决” 。他由此打开了社会形态进一步更替和产业生态转向的理论空间。马克思指出，机器的
⑤

改良和化学的进步使废料具有了有用性 ，他由此表明产业的生态转向依赖科技的进步。
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中国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指导中国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生态化转型。
新中国建立后，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曾经指出，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
⑥

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邓小平也曾指出，
“把我们国
⑦

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农村支持城市工业发
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都遵循了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目的在于弥补相较于西方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足，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提升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正如马克
思指出的，大工业造成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这种支配和统治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例如空气、土地、
河流和海洋受到致命物质的污染，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生物物种和可再生能源锐减等。城市化
和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按照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发展中国的生态产业，建设社会主
义的生态文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朝着生态化方向进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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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为农业提供了农机、农技、良种、化肥、农药和基础设施等。但也因土地、劳力和资金三要素的净流
出以及工业“三废”向农村排放，减损了农业的发展动能，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乡村的衰
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要回过头来救济农业，遏制乡村的衰落。按照费孝通的乡土社
会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乡村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农业无法解决“土地报酬递
减”
（费孝通，2009）和“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
（西奥多·W·舒尔茨，2006）的问题。对于如何提
高土地报酬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蒋省三、刘守英（2003）认为，农村工业化能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使
农民分享非农化收益。熊雪锋、刘守英（2019）认为，农业工业化能通过多元要素重组和新旧要素替
代等，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回报率。温铁军（2013）则认为，农业二产化造成了面源污染和食品不
安全的外部性问题，农业三产化可解决外部性问题并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于法稳（2018）认为，农业
绿色化发展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满足消费者生态需求、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主张发展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和电子商务。上述观念合乎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揭示了农业可以进
入第二或第三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收益率。但农村工业化的观念忽视了生态环境约束，存在
丢弃农业的风险。农业生态化的观念忽视了工业绿色化改造的可能，丢弃了发展工业的机会和收益。
问题的解决还需回到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农村的一二三产业。首先，
农业是基础产业，要按生态化要求发展农业。马克思指出，
“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
①

自然基础和前提” 。农业关乎粮食安全与其他产业的发展，本身具有生态属性。因此，农村必须在
杜绝农业面源污染和维护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稳定发展农林牧渔果蔬药材花卉等产业。其次，工业化
②

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要求，在农村发展食品加工、皮草和木
材加工、纺织和服饰加工、机械制造、有机肥料、清洁能源、生物材料等产业，延伸农村产业链，使
农民就近分享非农化收益并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其三，第三产业延伸和拓展了第二产业，要按照习
③

近平讲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的要求，在农村发展休闲农业、文旅康养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
完善农村产业的价值链。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使这些产业生态化，便可提高农业农村的劳动
生产率和收益率。至于各个乡村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是发展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以及发展何种第二
和第三产业，则要依据资源禀赋做到因地制宜。

二、追求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产业资本理论，解决的是现代产业由谁主导的问题。马克思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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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资本具有追求增殖
的属性，资本除了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利外，还通过其他路径增加收益。首先，资本是集聚的
力量。资本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与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相比，能创造更大的产
出和收益。其次，资本是集中的力量。个别资本结合形成更大的资本和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更
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封建社会分散化的小生产方式相比，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再次，
资本是科技的力量。科技的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创造出了比技术落后和生产分散的小农经济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又次，资本是融合的力量。资本的循环周转融合了流通、生产、售卖、消费等产
业环节和产业部门，与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相比，通过劳动的社会化分工、创造新的劳动环节和部门、
延伸和完善价值链等来增加收益。资本还将城市与乡村融合起来，城市的工业通过加工来自农村的原
材料增加收益，农村的农业利用城市的工业提供的先进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最后，资本是市场的力
量。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比，资本运用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方
式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的大量剩余产品卖给他人从而增加收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
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
②

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受西方国家出现阶级对立和殖民
入侵中国的影响，中国曾一度脱离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强调马克思对资本的剥削属
性的批判，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认同。排斥市场和消灭资本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束
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力。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
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
③

会生产力” 。思想的解放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毫不动
④

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肯定了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及其对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
⑤

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安全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以及党的十
⑥

九大报告提出了“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既肯定了“国有资本”
，
又明确了其增值属性和控制能力。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活力的释放、生产力的发展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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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富的增加，究其原因就在于利用了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所认同的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表
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能以集聚、集中、科技、融合和市场的方式更好地创
造高效率和高效益，服从和服务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然而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在工商业领域，并未深入
推进到农业农村领域。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向城市集中，使城市的工商业发达起来，却使乡村
和农业发展后继乏力。由于农民离开土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报酬递减，因此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在
于增加土地收益。围绕如何增加土地的收益，学术界形成了资本化和反资本化两种观点。蒋省三、刘
守英（2003）认为土地资本化能使农民获得土地级差增值收益和分红收益，黄延廷、吴佳熹（2018）
认为农业资本化是现代农业、高投入农业和农地规模化的要求。温铁军（2012）则认为战后西方产业
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派生出制度性贫困，造成债务危机、基尼系数提高、贫富差距拉大和生
态环境危机。叶敬忠（2018）认为乡村振兴并非要振兴资本，农业资本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分化。上
述农业资本化的观点符合马克思的懒惰的农场主必然被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农业会变成大规模的即以
①

积聚的资本经营的论断 。反资本化的观点合乎马克思对于资本逐利造成社会分化和对立的批判。那
么是否能找到既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又防止社会贫富分化的路径呢？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长期以来，受城市化和土地分散经营的影响，中
国农业农村的投入不足，生产经营方式的科技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程度偏低，农户在农产品的扩大再
生产、加工储运、市场营销、品牌塑造和盈利等方面的能力有限。而根据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资
本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是购买技术、设备和劳动力等的花费，用于在扩大再生产和市场流通
中实现价值增殖。因此，要补足中国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化程度低的短板，就要用增殖性的资
本聚集技术、设备和知识性劳动等要素，优化农业农村的生产力，运用市场手段增加土地收益。即通
过购买专利技术和知识性的劳动，加大对农田基础设施、智能生产设备、加工储运设备、文旅和营销
设施、生活设施设备以及人力资本等的投资与建设，提高农业农村的科技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程度，
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报酬递减的问题。至于资本的来源，可以是农村的土地、资金、农机、知识性劳动
②

等。还可以如韩长赋所言，
“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 ，是流向
农业农村的回乡资本。将农村的存量资源资本化并融合回乡资本，用于振兴农村的产业，便可以增加
土地收益并促进城乡正义。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将出资方融合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便可
以防止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对立。

三、股份公司有规模优势的产业组织理论要求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产业组织理论，解决的是产业资本运用何种形式组织生产经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16 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2017：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11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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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马克思提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
①

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 。他由此表明，企业是资本和
现代产业的组织形式，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股份公司是发育程度最高的企业，是“资产阶级社会
②

的最新形式之一” 。就股份公司与资本职能的关系而言，首先，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集聚和集
中功能。股份公司通过拥有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扩大生产规模，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
③

更多的社会财富，它通过资本集中“转瞬之间” 就完成了修建铁路这种单个资本难以完成的事情。
其次，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科技功能。股份公司为增加利润会投资科技部门，为了赢得竞争并获
取垄断利润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再次，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融合功能。股份公司通过市场将
生产者和消费者融合起来，借助信用制度将所有出资人融合起来。又次，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市
场功能。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两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
④

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因此，马克思针对股份制度指出，
“这些制度——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
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⑤

的强大杠杆”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工商企业曾一度在计划体制下采用国有国营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组织
形式，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干多干少一个样，
导致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农业领域采用的“人民公社”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组织形式，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也造成磨洋工和生产效率低下。党的
⑥

十四大报告指出，
“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 。改革开放以
来，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将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作为发展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释放出国有企业的巨大活力。然而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68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32 页。
③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

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
，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724 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50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19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609～610 页。
江泽民，2006：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28～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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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及其成就主要是在工商业领域，而非农业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地制度改革，虽然落实了
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劳动效率。然而
土地碎片化经营日益暴露出不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家庭经营小块土地能够带来的收益增长出现瓶颈，
要求重建中国农业的组织形式。
围绕中国农业组织形式的重建，费孝通（2009）曾经提出，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
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业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这种
企业化方案得到胡鞍钢、吴群刚（2001）的认同，他们认为农业企业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李达球（2003）认为，农业企业化能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农民组
织化程度，形成规模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突破口。贾小玫（2004）认为，农业公
司化是创新和发展家庭经营组织的重要模式选择，是对分散经营的农户走向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有效反
应和适应性调整。张元洁、田云刚（2019）认为，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现代组织形式发展农业产业，是
五四运动以来继收复失地、
土地革命、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业领域的第四次革命。
与此不同，
温铁军
（2012）
认为农村是劳动池，小农村社共同体能化解外部性风险。贺雪峰、印子（2015）认为，小农经济生产
出足够的粮食，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保证农民工在经济危机时安全退回农村。陆益龙（2017）认为，
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无法达到所有村庄，村庄和小农不会走向终结。若把农业企业视为农民组织化程
度的提高和农民主体性的能力增强，把设施畅通、移民搬迁和村庄合并等作为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达
到所有村庄的可行性方案。那么上述企业化与小农户之争的焦点，就集中于如何实现规模效益与化解
风险的有机统一。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产业组织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于科
技的进步，并通过资本的聚合力实现出来。由此反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中国农业组织的变
迁，由中小资本积累推动的农机广泛使用和农业技术进步，使多数农民因雇佣农机和农技等服务转变
成农业生产的组织者，部分农民进城务工脱离农业生产，小农户发生“脱胎换骨性质的历史性变化”
（刘守英、王宝锦，2020）
，部分村庄走向消亡。由中小资本积累推动的农机广泛使用和农业技术进步，
也使部分农民可以集中使用更多的土地，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它
们作为扩大的农户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与此同时，代表大中型资本和高技术的公司采取订单农业、
劳务合同、入股分红等方式将农村的土地、劳力和资金等聚集起来，将村庄变成了企业或其生产基地，
将农户及其成员变成企业的雇员，村庄和企业走向融合。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作为准农
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家庭到企业的演进，因规模扩大和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规模效益和化
解风险的统一，具有进一步向治理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所推崇的并且在中国
农业农村领域涌现出来的股份公司，作为“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
①

对立面” ，因其公有属性适宜于作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最优组织形式，又因其股权开放、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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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完善、市场适应能力强，能融合一二三产业、与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相互衔接、实行利益共享和
风险共担，因而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规模效益和化解风险的有机统一。

四、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乡村劳动者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劳动价值论，它解决的是产业资本用何种资源创造价值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商品作为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商品能够按照一定
比例进行交换的内在依据。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平均的
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劳动熟练程度又取决于工人的受教育程度。
“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
①

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 ，因此要提高价值量就要培训产业
工人，培训产业工人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工业生产方式能创造出比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更高
劳动生产率的内在依据。而且资本有机构成越提高，就越需要培训产业工人，使之能适应日益科技化
和复杂化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
马克思还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状态。
“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
②

中完成的” ，这种支配其他劳动的资本家或企业家的劳动作为“较复杂的劳动”
，发挥组织社会化生
产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工人阶级经济上遭受严重剥削，身心受到摧残，就会出现过劳死、
厌恶劳动和破坏机器。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教育培训是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状态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如何培养中国的产业大军。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一个
重要的发展期，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农业的发展。如邓小平所言：
“我们要掌
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中
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
③

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和放开放活办学资格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现代
化建设拥有了强大的人才基础和智力保证，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
国。但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体系中培养的人才主要流向了工商业，来自农村的受教育者
主要流向了城市，脑体差别助推了城乡差别。乡村振兴要求消除城乡差别，就需要加强农村人力资本
投资，培养新型乡村劳动者。
围绕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西奥多·W·舒尔茨（2006）曾批评马克思关于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4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487 页。
邓小平，199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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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使农产品成本下降的原则没有逻辑基础和经验材料。舒尔茨由此忽视了农民使用农机农技呈现的
素质提高，势必走向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进路；也忽视了他与马克思一样，是将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产
业发展和劳动效率提高的动因。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农业农村领域的运用，程名望等（2016）认
为，人力资本积累丰厚的优质劳动力具有明显的非农就业倾向或机会，只是反映了城镇化的状况，而
未反映由此造成的“农村空心化”所要求的人力资本回流。适应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张雅光（2018）
主张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转型。孔德议、陈佑成（2019）认为，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需要加大投入培育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型人
才。这两种观点代表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面向，但未能与农村的产业组织结合起来。温涛、何
茜（2018）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的产业组织结合起来，主张依托合作社的文化建设促进农业人力资
本改造。但合作社并非唯一的农村产业组织形式，融合三次产业的复合型人才也非唯一和最具融合力
的农村人力资本。
问题的解决还需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保证农村劳动力供给，消除
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首先，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农业劳动创造出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
在农村劳动力城镇化和弱质化背景下，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证农产品充分供给，既要培育农村现
有的劳动力，又要培育补充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其次，教育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产业的
劳动效率就要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要适应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和养生农业等的要求，
培育农村的科技、管理、电商、文旅、康养等方面人才。再次，劳动者是有理智和情感的生命体，农
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既要培育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思想道德，使之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又要
培育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体育等方面的人才，使之服务于农村劳动者健康素质的提高。又次，
现代产业的主导型组织形式是企业，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把小农户引导到村集体和回乡资本创建的
企业中来，又要逐步地引导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发展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主体。最后，现代产
业组织既需要普通劳动者，也需要融合其他劳动的企业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的乡村劳动大军，也要培育农村企业家这样的领军人才。结合《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关于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规定来看，就是要将村支书培育成企业家这样的领军人才，
中国的教育体系和组织体系要重点培育这样的领军人才。

五、尊重劳动和创造的收入分配理论要求提高乡村劳动者收入
马克思产业理论的关键内容是收入分配理论，解决的是产业资本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马克思肯
定了产业资本通过以下方式增进社会福祉。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和完善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更多就
业岗位。其次，产业融合和产业链延伸能创造更多劳动部门，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和科技投入获取更
多收益，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能实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而获取更多收益。再次，股份制企业能通
过集约化方式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收益，能以社会资本入股和员工入股的方式参与利润分配。
“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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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实际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渡利润’
” 。又次，劳动者提高受教育程度可获得更多收益。最后，
运用社会保障方式增加劳动者收益。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为了保持工人后
②

代不致死绝，不得不支付工人工资，
“并且把救济金看做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看来，这
些路径促进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剥削工人的剩余
劳动，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全部价值但只获得劳动力价值，难以摆脱过劳死和贫困的命运，无产阶级缺
乏与社会化生产相应的购买力势必造成供给过剩的经济危机。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
③

众贫穷和群众消费受到限制” 。工人阶级要想改变受剥削和受奴役的地位，根本路径在于以革命方
式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建立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按需
分配、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再一重大问题是如何增进人民福祉。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
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发挥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激发了工人和农民生产的积
极性，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抑制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进一步释放。面向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一道
造成工农、城乡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国化一度走了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的路线。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体现效率原则，措施是利用资本、
科技、教育和市场等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体现公平原则，其措施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共同富裕体现正义原则，其措施是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随后江泽民
④

提出的“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使科技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得到认可，土地、资金、科技、信息等要素得以参与价值分配，脑体倒挂和资源闲
置的问题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也获得释放。但从工农城乡关系上来看，效率优先的现
实转化是城市优先和工业优先，农业劳动的低效性和低收入性导致大批农民离开土地，缩小城乡差距
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未实现。
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学界提出了乡村内生型、外促型和内生外促结合型等多
种解决方案。蒋省三、刘守英（2003）主张的农村工业化和土地资本化，胡鞍钢、吴群刚（2001）主
张的农业企业化，孔德议、陈佑成（2019）认同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贺雪峰（2019）主张的
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将农民真正组织起来，都是内生型方案。高远东、张娜（2016）主张的城镇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Ⅲ）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5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17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586 页。
江泽民，2006：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86～287 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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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可以间接缩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程名望等（2016）提出的农业补贴能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都是外促型方案。陆益龙（2017）提出的向农村投资、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和乡村市场发展，
与王立胜等（2018）主张的发挥乡村自身的动力和优势、城乡相互带动相互促进，金华旺（2019）主
张的通过资本下乡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内生外促相结合的方案。应当看到，
城镇化虽然能增加农民收入，但并非是提高农业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方案。农业补贴虽然也能提高农民
收入，但脱离农业生产的农地承包人坐享农业补贴和土地租金，这对耕种者并不公平，也有违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制和农业补贴的初衷。入乡资本在获取收益方面“富了老板、丢了老乡”
。上述三类方案虽
然提供了农民增收的路径，却未揭示农民增收的经济根源，未能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考察农
民的收入分配问题。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商品和收入源于劳动，发展乡村产业和增加农民
收入必须尊重劳动和创造。首先，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唯有劳动创造价值且使价值增殖。由于城镇化
转化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企业化改善劳动的分工协作关系，市场化促进劳动的价值实现，规模化
生产、农业工业化、三产融合发展等增加劳动的数量和复杂性，因此都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其次，劳
动的价值由分配来补偿，分配具有正负效能。要避免脱离农业生产的农地承包人坐享农业补贴和土地
租金造成的对农业生产者的不公，就要由村集体收回脱离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承包权并流转给生产者，
使农业补贴和财产性收入回归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尊重劳动上来。再次，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需要贯彻
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此需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①

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通过获取劳动报酬和入股分红等形式，
“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
②

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按市场贡献决定要素报酬 。又次，提升农村劳动者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为此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遵循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财
税、金融和人才等方面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建立健全工农无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和吸引乡村产业人才。

六、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产业部门理论，
解决的是产业部门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就产业部门的动态调整而言，农业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
“从事加工工
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
）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超过
③

自己消费的农产品数量” 。尽管在历史变迁中农业呈现出劳动和资金投入减少的趋势，但由于它提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48 页。

①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9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9～2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Ⅰ）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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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们生存必需的食品，仍是必不可少的产业部门。马克思讲：
“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
①

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 。就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而言，
要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两大部类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必须保持协调关系，从而实现价值补偿和
实物替代，形成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农业是其他产业的基础且有利可图，资本依然会进入农业部门。
但资本是追求价值增殖的，会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用于民众消费，使得生产与消费失衡从而引
发危机。同时市场手段具有盲目性，价值规律在自发地发挥作用，也导致了产业部门之间结构失衡从
而引发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爆发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农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还需要
用计划手段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计划手段的运用不局限于企业内部，政府亦可运用计划
手段保持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是如何保持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新中国
建立前，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主要发挥了运用计划手段保障战争需要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后，中国按照马克思关于计划管理的基本原则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如毛泽东所言，
“在
②

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恢复
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有限的物力促进重点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保持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和城乡二元对立，也限制了产业部门和城乡之间的流动性，马克
思揭示的流动性所具有的平衡产业部门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功能无法发挥出来。邓小平为此指出：
“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
③

场都是经济手段” 。由思想解放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产业部门之间和城乡
之间的流动性，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也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性的显性特征是
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流向了工业和城市，生产力要素的流出导致乡村的衰落和凋敝。
围绕产业部门和城乡关系的处理，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强调政府和强调市场的多种方案。曹锦清
（2000）基于小农经济无法自身走向现代化，提出中央用教育以及地方政府用财政来扶持小农走上合
作之路。郑风田等（2010）基于国家粮食安全，主张在政府主导下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李人庆（2019）
基于农村劳动力过密化和过疏化并存，主张发展小微企业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强调提高政府提供农村
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与上述强调政府作用的方案不同，上海证大研究所（2003）主张借助市场化
机制和城市化空间，把中国闲置的劳动要素和滥用的资本要素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于晓华（2018）
主张乡村振兴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林毅夫（2003）倾向于由政府培育市场，主张运用财政货币政策、
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等方式，启动农村市场、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347 页。
毛泽东，199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4 页。

②

邓小平，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73 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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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刘守英、王一鸽（2018）认为乡土中国已经转型为城乡中国，政府政
策和市场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和平等发展需要矫正城镇化导向的公共政策。
上述方案揭示了利用政府或市场手段释放流动性能够化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合乎
马克思产业部门理论的理路和目标。但上述方案并未明确流动性释放的实质与核心，未能围绕这个实
质与核心明确统领各个产业部门的价值目标具有体系性。
问题的解决依然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是以社会总劳动和社会总
产品考察部类之间和部门之间关系的，劳动是人的劳动，产品是劳动产品，因此部类之间和部门之间
流动性释放的实质与核心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由此看来，首先，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部
门，必须始终维护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村劳动力弱化流失、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生产力水平偏低的
背景下，采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式，改善农业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公共物品供
给和生产力，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资本跨部门流动的手段是市场，目的是实现价值增
殖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农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收益率偏低的背景下，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实行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利润率，提高农村劳动者收入，
“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再次，现代产业部门由企业构成，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小农户自组织和市
场适应能力不足的背景下，以农业企业的组织形式推进农户与市场经济相衔接，有利于实现农民和农
业的现代化。又次，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的目的在于防范经济危机，最终目的在于实现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深化土地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科
技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使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进入农业农村，
有利于促进城乡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生态危机，形成
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农业农村最亲近自然，在人类愈来愈注重健康和安全的背景下，以实现人与自
然和解为指导，在农村发展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有利于“推动乡村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
①

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

七、结论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揭示了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为乡村振兴中的
产业振兴提供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导。马克思关于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产业演进理论要求发展乡村生态
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追求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实现土地
和资本的相互融合。股份公司有规模优势的产业组织理论要求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实现劳动者由分
散走向集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乡村劳动者，实现劳动者价值的不断增值。
尊重劳动和创造的收入分配理论要求提高乡村劳动者的收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共同提高。部门之间
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实现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总体来说，马克思的产
业理论要求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振兴乡村产业，
在农村建立适应生态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48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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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与自然、工农城乡的协调发展。在马克思产业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向了
繁荣。在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代，在马克思的产业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地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方向，
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劳动者收入为着力点，
振兴乡村产业，也必能实现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使中华民族全面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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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Karl Marx’s Industrial Theory to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Zhang Yuanjie Tian Yungang
Abstract: By interpreting the texts and analyzing the text structu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Karl Marx’s industrial theory into a
theoretical system, including industrial evolution theory, industrial capital theor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labor value theory,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and industrial sector theory. It then uses semantic analysis and process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Marx’s industrial theory to promote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Marx’ industrial theory to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and “cities
supporting countrysi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x’s industrial theor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ntegrated package, which
reveals the objective law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Marx’s
industrial evolution theory that advocates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the industrial capital theory that focuses on value multiplication implies that capital should be utilized to
increase land revenues;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with scale advantage of joint-stock companies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joint-stock enterprises; the labor value theory in which labor creates value call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rural
worker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that worships labor and creativity requires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rural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ory that focuse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departments requires safeguarding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In a word,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should play a role in
establishing a new mode of production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and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Marx’s Industrial Theory;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Industry;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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