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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农问题”话语为全社会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做出了贡献。“三农问题”是一种合称，可以作为社

会传播话语，但其本身并无确切含义和实质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三农问题”话语提出之前的农业问题、农村问

题和农民问题是被割裂的，研究也都是孤立的，且认为西方学术界只重视单方面的“农业问题”，而不会将农业

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这些判断缺乏根据。“三农问题”这一提法不仅没有成为国际认可

的学术概念，而且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交流。与此同

时，与中国的“三农问题”本可建立一定关联的、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国际学术概念———“农

政问题”，令人遗憾地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 120 年。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重拾“农政问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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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总称，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

称。①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专有名词。“三农问题”作为政策话语、社会话语和

学术话语主导和影响着中国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设计、大众讨论和社会研究长达 20
余年，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极大重视。
然而，与作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社会讨论话语或政策设计中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总称相

比，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三农问题”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
追溯“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一话语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并非难事，仅“三农”和“三农问

题”的起源回顾或研究综述的学术论文就已成百上千篇。如温铁军 1996 年发表于《战略与管

理》的文章“第二步农村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或《经济研究参考》的文章“制约‘三农问

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常常被看作是“三农”或“三农问题”概念得以使用的关键节点。②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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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和“三农问题”概念便作为一种新的特定“流行语”在政府文件、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

中被广泛使用。①

然而，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总称为“三农”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

刊，至少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当年的《新闻通讯》在一篇以“‘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为题的

短文中，将“农村、农业、农民”简称为“三农”。②1993 年，朱竞存和陈书生分别撰文论述了毛泽

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农”和“三农一体”思想，这里的“三农”指的便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而

“三农一体”便是指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③自 1994 年，创刊于 1986 年的《农村·农业

·农民》也被称为“三农”杂志。
同样，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

少可以追溯到 1994 年。那一年，时任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的冯灼锋在《广东经济》上撰文，

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并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三农问题”。④ 1995—1996
年，很多政府官员使用了“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山西省计划委员

会主任张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锡根、中共宁明县委副书记田力营等，⑤一

些学者也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了“三农问题”概念。⑥

一、传播的话语抑或学术的概念

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专有名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大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

农民的重视，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三农”和“三农问题”这种提法在大众传播

意义上十分有利于官员和普通大众理解和记住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议题。然而，这一概念的不

断传播和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体文章和政策文件，但却未必是学术研究的概念需求。
“三农问题”无非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合称，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要探究“三

农问题”的内涵，就需弄清楚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到底指什么。然而，无论农业、农村

抑或农民，均泛指一个部门、领域或群体，而它们的问题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
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呈现出任何具体而确定的实质内容。例如，“农业问题”仅仅表示农业作为一

个部门或行业面临或存在的问题，但“农业问题”的内涵从其概念本身无从得知，它是指生产问题

还是流通问题，产量问题还是质量问题，经营方式问题还是科学技术问题，土地制度问题还是社

会服务问题，等等。同样，“农村问题”是指发展问题还是稳定问题，治理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基础

设施问题还是村庄环境问题，基础教育问题还是建设人才问题，等等。对于“农民问题”，它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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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俊民、葛文光:《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13 年第 5 期。
《盐阜大众》报社:《“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新闻通讯》1992 年第 4 期。
朱竞存:《论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农”思想》，《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3 年第 5 期; 陈书生: 《学习毛泽东过渡时期

的三农一体思想》，《经济纵横》1993 年第 12 期。
冯灼锋:《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广东经济》1994 年第 4 期。
张德江:《从奔小康起步，加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新长征》1996 年第 6 期;

张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晋阳学刊》1996 年第 5 期; 陈锡根: 《“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

议》，《社会科学》1995 年第 8 期; 田力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计划与市场探索》1996 年第 2 期。
干经天、肖永平:《市场经济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上海农村经济》1995 年第 7 期; 傅水春:《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关键》，《求实》1996 年第 S1 期; 郝爱军:《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法治农》，《河北法学》1996 年第 5
期;《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与“三农”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6 年第 1 期; 杨树标、梁
敬明、杨菁:《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杭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4 期。



收入问题还是组织问题，流动问题还是留守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还是社会排斥问题，物质财富问

题还是精神幸福问题，等等。既然如此，对于泛泛的“三农问题”概念，不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其

内涵可能迥然相异，而且即便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一千个人眼里也会有一千个各不相同的“三农

问题”。因此，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三农问题”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虽然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却不存在建立共识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三农问题”到底指什么，这

在中国学术界显示了彻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温铁军等早期将“三农问题”界定①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②李昌平在 2000

年将“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③进入 21 世纪后，则将其概括为粮

食安全、城乡平等、农民赋权。④根据陆学艺的分析，“三农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指农业生

产徘徊不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农民分化与市场意识等，90 年代则主要指稳定粮

食生产与调控粮食市场、农村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与减少农民等。⑤柯炳生将“三农问题”归结

为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政治权

利三个方面的问题。⑥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

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 粮)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 地) ;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

问题( 人) ”。⑦“三农问题”的其他界定还包括:“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⑧农业经济问

题、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农民权益问题，⑨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
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瑏瑠“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

的不可持续性交织形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瑏瑡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

提高素质和减轻负担，瑏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无法在城

市体面安居，瑏瑣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这些内涵界定不同之外，学者还对“三农问题”的本质有多

种不同的解读，如“三农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民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利

益关系问题，瑏瑤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过大的问题，因此也是“农转非”问题，瑏瑥是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和不断被边缘化问题，瑏瑦是如何有效保障农民权利的问题，瑏瑧是农民

发展问题，即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瑏瑨等等。
继“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早期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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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于“三农问题”的界定以及后文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案的总结，并没有考虑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的因

素，主要是为了呈现在这些方面的巨大差异性。
温铁军、孙永生:《世纪之交的两大变化与三农新解》，《经济问题探索》2012 年第 9 期。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 页。
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 －74 页。
陆学艺:《三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20、92 －108 页。
柯炳生:《我国的三农问题》，《广西农学报》2008 年第 3 期。
陈锡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孙雪婷:《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
赵忠升:《“三农”问题的核心: 农民的权益与能力》，《农业经济问题》2012 年第 11 期。
高帆:《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之途》，《学术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何景熙:《我国“三农”问题的社会系统分析与思考》，《调研世界》2008 年第 8 期。
曾长秋、刘宏艳:《近 20 年国内“三农”问题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5 期。
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 8 期。
周克任:《“三农”问题的实质、特点及其解决途径》，《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黄延钦:《农村社会组织: 国家与市场尴尬境地的破局者———经济法视野下的“三农”问题》，《经济法论坛》2005 年第 3 卷。
杜瑾:《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观念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年版，第 6 页。
王少杰:《权利的贫困与“三农”问题———给予“三农”问题的法治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黄祖辉、徐旭初、蒋文华:《中国“三农”问题: 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09 年第 7 期。



温铁军指出，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三农问题”的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并提出“农民权益保护、
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的“新三农问题”。①李培林认为，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

速变迁过程中，“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构成了“新三农问题”。②应星认为传统的

“三农问题”概念较为偏狭，并指出，“土地、治理、民情”构成了“新三农问题”的核心、实质和

基础。③此外，“新三农问题”还被界定为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的问题，④农业劣质化、农村

空心化、农民多元贫困化或丰裕型贫困化，最严重的是“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

村”的问题，⑤等等。
可见，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新三农问题”，学术界从来没有关于其统一内涵与外延的

认识。因此，每位学者在研究中都会首先界定出自己认为的特定的“三农问题”。正因如此，

不同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与解决建议，因“三农问题”本身的指称对象不同而常常

呈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
在“三农问题”的成因方面，可谓众说纷纭，主要包括: ( 1) 人地关系原因，即人地关系的高度

紧张，人口对农业资源、环境的压力; ⑥( 2) 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原因，即城乡分割对立

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在20
世纪的延续和扭曲运行，人为地将国家发展战略分为城、乡两个发展模块; ⑦( 3) 制度歧视与工业

偏向原因，即国家制度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制度歧视，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被动的、次要

的位置，并用剥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来实现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⑧( 4) 结构矛盾原因，即

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以及市场制度的需求同计划制度的安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⑨( 5) 权利

缺失原因，即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以及农民的权利问题，因为农民小而散，没有自己的产业

组织和代表，无法为自己发声; 瑏瑠( 6) 文化原因，即现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主导了国

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因此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 瑏瑡等等。有学者将这些各执

一词的“三农问题”成因总结为二元结构说、公共产品供给说、基本国情说、分工抑制说、政府管制

说、认识偏差说、就业不足说、收入分配说、缺少利益代表说，瑏瑢或制度原因说( 户籍、土地、农业税、
社会保障等) 、体制原因说( 金融、粮食流通、农村管理等) 、结构原因说( 城乡二元、产业、国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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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温铁军、孙永生:《世纪之交的两大变化与三农新解》，《经济问题探索》2012 年第 9 期。
李培林:《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应星:《“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人文杂志》2014 年第 1 期。
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 8 期。
王国顺、禹新荣:《敢问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述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 年第 10 期; 吴太贵、陈湘

舸:《“新三农”问题探讨》，《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 年第 6 期。
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经济研究参考》1996 年第 D5 期。
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经济研究参考》1996 年第 D5 期; 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陆学艺:《走出“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 年第 5 期; 林光彬:《社会等级

制度与“三农”问题》，《改革》2002 年第 2 期。
张改清、王万山:《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与解决策略》，《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刘鹏、王文亮:《“三农”问

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经纬》2005 年第 2 期; 叶祥松: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广东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6 期。
周脉伏、稽景涛、左臣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村市场化改革》，《农业经济问题》2004 年第 5 期; 赵磊:《“三农

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学术研究》2005 年第 5 期。
文小勇、石颖:《“三农”问题: 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 林凌:《谁来代表

农民的利益》，《中国城市经济》2003 年第 10 期。
杜瑾:《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观念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年版，第 28 － 31 页; 吴太贵、陈湘舸:《“新三

农”问题探讨》，《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 年第 6 期。
杨万东:《中国“三农”问题讨论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 年第 6 期。



入分配等) 、人口原因说( 数量、质量等) 、权利原因说( 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等) 、矛盾

原因说( 人地矛盾、城乡失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 ，①等等。
同样，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谓思路迥异，主要包括: ( 1) 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

化途径，即以现代化为取向，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下，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加

快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民市民化、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逐步提升乡村“现代性”; ②( 2)

减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权重或消灭小农经济路径，即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总量，减少传统农

村数量，降低农业的相对比重，③消灭小农经济; ④( 3) 自由市场途径，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

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尤其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使农民能够自由进城、
自由进入企业，资本能够自由下乡，土地能够自由流动; ⑤( 4) 改革途径，即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乡镇政权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

制; ⑥( 5) 赋权途径，即保障农民权益，提升农民能力，使农民有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

由，并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 ⑦( 6 ) 拆

解“三农”途径，即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

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把农村从承载农业和农民中

释放出来; ⑧( 7) 小农途径，即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推动农民的合作

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⑨等等。有学者将“三农问题”的解决视角归结为自由市场派、主流

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 瑏瑠城市派、农村派、文化派、非市场派; 瑏瑡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

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市化推进论。瑏瑢此外，有

些学者认为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农业的绩效总体很好，其问题并不严重，或者说农业问题已基

本得到解决，剩下的主要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瑏瑣

恰当的概念是社会研究、理论形成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瑏瑤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学术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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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秋、刘宏艳:《近 20 年国内“三农”问题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5 期。
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 年第 1 期; 徐勇:《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理论月刊》2004 年第 9 期; 柳欣、冯素杰: 《“三农”问题新论———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贵州财经学院学

报》2007 年第 4 期; 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 8 期。
茅于轼:《“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牛若峰:《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

《古今农业》2003 年第 4 期; 周克任:《“三农”问题的实质、特点及其解决途径》，《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赵磊:《“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学术研究》2005 年第 5 期。
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2 年第 6 期; 林毅夫: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

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 年第 1 期; 韩俊:《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与政策展望》，《中国农村经济》2013 年第 1 期。
陆学艺、杨桂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第 3 期。
马宝成:《中国三农问题: 现状与未来》，《山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0 期; 赵忠升:《“三农”问题的核心: 农民的权益与能

力》，《农业经济问题》2012 年第 11 期。
李强、王钊:《三农的独立性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转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温铁军:《小农均平地权与农业规模经营》，《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 3 期;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与土地私有化的

理论逻辑———缓解三农问题的道路之辩》，《绿叶》2008 年第 11 期。
澎湃新闻网:《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2015 年 2 月 11 日，http: / /m. thepaper. cn /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from = timeline＆isappinstalled = 0，访问时间: 2018 年 7 月 12 日。
王国顺、禹新荣:《敢问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述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 年第 10 期。
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
胡必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03 年第 8 期; 林毅夫: 《入世与中国粮食

安全和农村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4 年第 1 期; 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 －27 页。



本质范式基础之上，即要求对概念的内在属性做出确切的定义。只有以学术概念内涵界定的共

识( 或言明分歧) 为前提，不同的研究之间才能进行比较、交流和对话。根据中国知网的粗略统

计，截至目前，以“三农”为篇名的文献已达44275 篇，以“三农问题”为篇名的文献已达6390 篇。①

但是，几乎每篇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都要界定和分析“三农问题”的内涵和本质，即到底指的

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什么具体问题，而这些“三农问题”又各不相同。因此，虽然这些学术文献都

以“三农问题”为篇名、主题或内容，但此文献中的“三农问题”往往非彼文献中的“三农问题”。
虽然这些研究都可称为“三农问题”研究，所有参与者都称为“三农问题”研究者，但不同的“三农

问题”研究之间以及不同的学术成果之间，因本质性的具体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并不相同，因此

无法进行交流和对话。其实，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或每一项研究都必须对其所指的“三

农问题”进行一番特殊界定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进入 21 世纪后不断提出的各种“新三农问题”，都

恰恰表明了学术研究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三农问题”的不满意或不满足。同样，冠以“三农

问题”为主题的几乎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在界定出“三农问题”的特定涵义后，

一般都会遵循“三农问题成因”和“三农问题解决方案”这样的八股式套路。这些归因可以看成

是对所指“三农问题”的理论解释，而解决方案可以看成是关于未来发展和变迁的理论路径。正

是因为几乎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中的“三农问题”具体所指各不相同，它们的成

因分析、解决建议以及理论分析框架和未来变迁路径，不但相差甚远，而且难以真正建立起相互

交流和对话的基础。②概而言之，中国的“三农问题”概念过于泛化，没有集中的确定性领域和主

题，研究者一般各自界定其研究问题( 即具体的“三农问题”所指) ，各自强调自己的学派，各自给

出成因分析，各自提出解决建议，相互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对话，无法形成真正的理论突

破，这是研究者心照不宣的现实。
可以说，虽然“三农问题”这一话语在社会传播意义上已经建立起高度的话语共识，但是

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并没有取得作为学术概念的共识。作为一个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并没有

什么实质的意义，也不可能具有确定性的含义。若对目前称为“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详

尽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无所不包，几乎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任何方面的研究( 者) 都可

以称为“三农问题”研究( 专家) 。当“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泛指一切，或者任何一位

研究者都可以随意地做出任何定义时，虽然表面看似灵活，实则没有任何限度，此时它已不指

代任何实质内容，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其实，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的

“三农问题”，就如当下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简称为“一懂两爱”一样，不过是中文大众

传播中惯用的便于记忆和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对于社会讨论和政策讨论非常实用，但若作为

学术概念，则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也难以因为这样的话语形式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深化。

二、从孤立的个体到联系的整体

在“三农问题”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强调了“三农”和“三农问题”
作为新概念或新话语的重要学术意义。贾俊民、葛文光指出，“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

法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在此之前，无论是

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他们指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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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检索时间截至 2018 年 2 月 9 日。
诚然，即便所指的“三农问题”是一致的，问题的成因与解决方案也可能各不相同，但由于所分析和研究的对象相同，因此

在此情况下，关于同样问题的成因与解决方案的比较是有共同基础的，因而也是有意义的。



特有，但“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国特有。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

题”是中国现代化之殇，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却是中国现代化之喜。①

在一些学者看来，“三农问题”概念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将原本割裂、分离、孤立的农业问题、
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发展成强调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有机融合的整体性概念。它是研究农业

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框架，不同于以往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

和解决的做法，它把自古以来一直客观存在但分列的三个方面融会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和处理，

从而揭示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是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②温铁军指出，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有照搬西方的“农业问题”讨论的趋向，其实，不仅中国，包

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整个东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并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

业问题，中国历来就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而面对的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

农民问题的“三农问题”，单纯讨论农业经济问题必然只是片面之谈，应该将以往单向度的农业经

济问题，转变成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③陆学艺指出，发达国家在发展过

程中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而是单纯地研究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最多就是

把农村与农民或农村与农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曾一度特别重视解决农业

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问题，以保障有效供给。但是，后来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使得部分

学者和政府人员意识到，农村工作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要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尤其是

要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④

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是否是割裂的三个方面? 不尽然。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历史上一

直存在，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⑤这

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亨利·伯恩斯坦( Henry Bernstein) 所指出的，在农业社

会，无论是在欧洲腹地还是在殖民地区，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其主要生产活动是种地，我们现

在所说的“农业”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集合，即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及其活动的总和。⑥

过往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
互助和互惠而呈现出各种共同体的特征，这样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若

有问题，则必然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今天“三农问题”意义上的问题。既然如此，割裂

何以可能。并且，越是那样的社会，农民越需要关心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和政治的环

境，即与外在宏观环境紧密相联。
其实，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分离，也只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或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才有可

能，⑦也恰在此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发

展和稳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三农问题”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才开

始出现。⑧但是，它们从来都是相互影响且错综复杂的。有人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想象成

一条线性的阳光大道，即先从农业农村取得原始积累，然后发展工业，此时大批农民进厂进城

并转变为市民，之后工业便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数量已经很少的农民的收入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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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水平，而后，国家也反哺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只有单个的

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而没有“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①这的确

是有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但其过程都充满各种曲折与矛盾，尤其是对此过程稍加分析便会

发现，从农业农村获取原始积累必然产生农民的生计和生活问题，农民进城进厂必然产生农业

生产和农村虚空及治理等问题，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必然产生不同农业方式之间、事农者之间以

及食物体系之间的矛盾和紧张等问题，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这一过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

题和农民问题是相互缠绕和相互勾连的。社会研究非常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性考察，对这

样相互缠绕和勾连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孤立看待或研究，否则，那也只能是个别研究本身的不

足，而不是整体社会研究使然。例如，对农业的研究当然不可能脱离农业的主体———农民，同

时，对农民的考察也不可能脱离农民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虽然在每一项特定研究中，

其焦点可能集中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某个具体方面———这也是单项学术研究

的要求，但对于问题的分析以及整体的社会研究来说，研究者不可能在主观上割裂农业问题、
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性，因为社会研究永远脱离不了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微观与

宏观、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互锁与结合，也永远脱离不了宏观

的结构和制度背景。因此，从社会研究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来看，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

题不可能割裂研究，也不可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例如，很多发展研

究学者都将农业转型、农民分化和农村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很多农业社会学研究的

学者都将农业与社会、农民、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开展研究。②即使是常常被批评犯教条主义错

误的考茨基，也已在 1899 年出版的《农政问题》( 国内通译为《土地问题》) 中要求把农业、农
村、农民和农地方面的各种问题作为局部现象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③因此，在学术研

究中，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且与

宏观的结构和制度环境密切关联，这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性质所决定

的。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逻辑，不会因为“三农问题”概念的有无而发生改变。
有研究指出，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考察研究。④早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我国的一些农学家、农村经济研究者就已经把农业、
农村、农民三者并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强调只有当“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取代“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穷苦”时，

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⑤

对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设计和研究而言，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

问题，至少在 1949 年之后一直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讨论和设计。毛泽东特别强调整体

观或整体性思维，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毛泽东认为，一切事物，无一不是

普遍联系的客观存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东西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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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离开这种关系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综合性联系和作用下的存在，是一个充满联系的过

程。①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事物的关系和联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联结、转化、渗透和

贯通，同时也十分清楚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排斥，甚至否定。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农村和农

民三位一体或三农一体，即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毛泽东总

是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根据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它们融为一体，制

定政策。②改革开放之后，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

农民问题，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充分

认识到，削弱农业必然损害农民利益，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必然影响农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稳定，

因此都把解决好这“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③邓小平十分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

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同一性和整体性。他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没有农

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

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

代化。④概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家政策文件一直都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

题并列起来综合考虑。若仔细研读 1982—1986 年的连续 5 个中央一号文件和 2004—2018 年

的连续 15 个中央一号文件便可发现，所有这些一号文件都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并强调

三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而且还都涉及农村土地问题。1993 年 10 月，时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

民问题》的讲话，不仅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列提出，同时还指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

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上述回顾说明，在中国历史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或者农业问题、农村

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设计，都将三者以关系的

视角既区别又统一地进行分析。那种认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提出“三农问

题”话语之前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被割裂或孤立看待的判断显然缺乏根据，那种认

为“三农问题”话语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内在联系性和宏

观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论，显然有夸大一个传播话语的学术重要性之嫌疑。⑤

三、中国话语如何对接国际学术传统

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⑥但是多数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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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三者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三农问题”之所以被关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

捆绑在一起，这是问题的根源。“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在于拆解“三农”，即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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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或存在过，①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②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在进入近代以后，它们同样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③对于发展

中国家来说，“三农问题”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局，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短期而激

进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④同时，应用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问题、农村

问题或农民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⑤

在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一致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其宏观

背景，也是其深刻的根源，因此“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⑥对“三农问题”的研究，

应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框架下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命运，⑦应该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进程中，把中国放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和变迁，⑧应该在

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讨论农民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⑨贯穿在“三农问题”中的一

条主线便是中国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追赶工业化的进程，瑏瑠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的凸现正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瑏瑡对比世界上很多

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大多都经历了上述的现代化进程，尤其

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情

况应该存在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基础。
无论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世界普遍性，还是这些问题的现代化、工业化和

城市化背景，都意味着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概念或话语应该有充分的国际对话和国

际交流的空间和需求。然而，“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

中国特有的”，瑏瑢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作为重要理论创造的“三农问题”话语提出 20 余年后

的今天，这似乎仍然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三农问题”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本

身就缺乏实质意义，从而在国内学术界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之外，“三农”或“三农问题”的

翻译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研究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
一个学术概念，若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则需要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才能在中国学术研究

中更多地应用和推广; 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则需要经历国际化的过程，才能在世界学术领

域内更好地交流和对话。“三农问题”概念的国际化过程一直遭遇翻译的困境，尤其是“三农”
这一概念的翻译存在困难。目前，对“三农”的英文翻译千奇百怪，但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
( 也是最多的一种) 是意译，即直接将“三农”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英文，即 agriculture，coun-
tryside and peasants; 瑏瑣第二种是音译，即直接以“三农”的拼音“sannong”代替，然后再以脚注形

式说明 sannong 的意思就是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的总称。显然，第一种翻译方

式本身就没有“三农”概念的出现，第二种翻译方式虽然出现 sannong，但主要靠脚注的解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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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延钦:《农村社会组织: 国家与市场尴尬境地的破局者———经济法视野下的“三农”问题》，《经济法论坛》2005 年第 3 卷。
渠桂萍、白宏钟:《历史视野下的“三农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
在此无法列举出中文文献中的所有英文翻译方式，但至少有: agriculture / farming，countryside / rural area / farming area /villa-
ges / rural society，farmers /peasants。



能令国外读者理解。除了在“三农”的两种翻译基础上再加上“问题”的各种翻译从而成为“三

农问题”的英文外，“三农问题”还有另外一些意译方式，如 three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threed-
imensional rural issues，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three agricultural questions，等等。显然，作为

一个中文学术概念的“三农问题”在英文中只是一种含义的表达，而没有成为学术概念。可

见，“三农”或“三农问题”本身在当前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成为学术概念，翻译后所传递的仍

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或“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

具体表述或意义。因此，在中国已经广泛使用的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在国际上却面临“墙内

开花墙外不香”的窘境。但是，造成这种窘境的真正原因其实并非英文语言本身的局限，而是
“三农问题”话语本身缺乏实质意义所致。若过分强调“三农问题”因独具中国特色而无法恰

当翻译甚或不屑于国际交流和对话，这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学术任性。
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有着长期的传统，尤其是马列主义

的很多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

联系之中，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

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农

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带有鲜明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的视角，不仅研究每一个独立

方面，还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将农地问题纳入研究

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四维一体。这就是国际学

术传统中颇具影响的“农政问题”( Agrarian Question) 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那种认为西方意识

形态以及西方学术研究中只有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农

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联系起来，只是单纯或单项地研究每一个方面的看法，显然是对

国际“农政问题”研究传统的误读。
“农政问题”概念由考茨基 1899 年以书名的形式正式提出。②但是，由于中国学术界缺乏

对这一概念之内涵的深刻和准确地把握，使得这一有着确切定义和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固

定学术概念，有时被说成是“土地问题”，有时被说成是“农业问题”或“农民问题”“农村问

题”，因而被误以为只是指单纯、孤立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等。可以

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译版以及国内 120 年来对这些文献

的讨论和研究中所使用的“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在绝大部分情

况下对应的是一个统一的固定概念———“农政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农政问题”是最接近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意涵的国际常用学术概念，

“农政问题”的研究可以或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那种认为其他

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判断，虽然从字面上看也许是事实，③但从实质

内容来看，显然是缺乏对“农政问题”研究的国际文献的了解。相对于“农政问题”这一确定的

学术概念，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合称或简称的“三农问题”，其实无所谓有，也

无所谓无，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置于特定的

社会形态和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予以分析和解读，只是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会有不同的侧重而

已，如有时强调农业多一些，有时强调土地多一些，有时强调农民多一些，但都在整体论和关系

论的框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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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锡根:《“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社会科学》1995 年第 8 期。
关于“农政问题”概念的知识考古，作者另有专文论述，暂定名:《农政问题: 被忽视的学术概念及其传统》。
这是因为，其他各国直至今日也未有“三农问题”的提法。



对“农政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除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外，民粹主义是另一重要视角，①此

外还有新古典 /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正是由

于未能充分了解和把握“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因而“三农问题”的概念未能在国际学术研究中

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正是由于未能对接“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

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未能与国际学术界产生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为了进一步推进

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研究，加强中国学术成果

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尤其是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故事和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

成果推介给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借鉴或采用国际学术传统中的
“农政问题”概念，并从“三农问题”话语转向“农政问题”话语。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这一话语转向绝非否定中国对“三农问题”已经开展多年的研究以及

取得的丰硕成果，相反，对“三农”和“三农问题”的社会关注仍然非常重要，而且中国“农政问

题”的研究也必将立基于多年来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略带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样悲情色彩和乡愁情怀的“三农问题”概念在一定程度

上的确不利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且造成了与国际学术传统的割裂局面。其实，我本人多年来

的研究常被批判为情怀主导和价值先行，我也尤其强调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研究应该站在农民

一边。但是，本文主要是以纯学术发展为出发点，认为虽然“三农问题”作为社会传播话语应

该继续发挥其作用，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应该充分认识到转向“农政问题”这一国际

学术话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外，关于这一话语转向的建议绝非否定社会科学本土概念的

重要性，更不是为了一味将西方概念生搬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其实，中国的国家发展本来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农政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概

念，因此，从“三农问题”到“农政问题”的话语转向，既是为了挽回“农政问题”被忽视百余年

的遗憾，也是为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可以将中国国家

发展过程中有关“农政问题”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分享到其他国家。

〔责任编辑: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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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民粹主义”不是指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策略的政治民粹主义，即不是指政治人物轻言许诺、乱开政治支票、讨好和

收买底层民众的做法，而是指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农业民粹主义，或称为“实体主义”。参见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

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 － 4 页。马龙闪:《有关俄国民粹主义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报》2007 年 8
月 9 日。



The Issues Ｒelating to Agriculture，Ｒural Areas and Ｒural People:
An Exaggerated Academic Concept and Its Limitations

Ye Jingzhong

The discourse of the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contributes to so-
cial concern over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As a common term and social communi-
cation discourse，the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contain de facto no
specific meaning．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issue of agriculture，the issue of rural areas and the
issue of rural people are demarcated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are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discourse． They also believe that the Western academia focus only on the“is-
sue of agriculture”instead of studying the issue of agriculture，the issue of rural areas and the issue
of rural people in an integrated way． Such judgments are not well － founded． This discourse has not
only fail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academic concept，but also impeded th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on these issues． Meanwhile the“a-
grarian issue”，a term that should have some correlation with the issues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with a profou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radition，has been? regrettably been
neglec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for 120 years． It’s time to return to the concept of“a-
grarian issue”in the rural studies in China．

New Forms，New Problems and New Trends:
Chinese Movies in the 21st Century

Yan Chunjun

The internal creativity has been inspir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a variety of dazzling new forms popping up． This is just an expression of vitality af-
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for Chinese movies． However，there are also interferential
factors in the form of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Not only do they fail to be converted to power，
but they damage the organized movie field system，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energy irreversibly was-
ted． And some new development trends deserve more attention． In the new globalization process，
cultural progress also depend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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