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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叶敬忠，汪淳玉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起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发展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农政变迁的研究
贡献有其独特之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批判侵夺自然、剥夺人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主张重新审视人

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后现代农业；主张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家和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农村变

迁和土地流转。通过论述作为主体的人的消失，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着重指出农民如何在“发展”中被

问题化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在流动中被规训为驯服的工人或剩余的劳动力。这一思潮从话语、权力、规

训和生命政治等视角批判和质疑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创造多元叙事的空间和可能，为解释农政变迁提

供了另一条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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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国际学术界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的转型变迁以

及未来去向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常常使用“农政问题”（Ｔｈｅ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这一概念。与中国
学术界的“三农问题”概念相比，国际学术界的“农政问题”概念界定更为明确，内涵更为广泛，脉络

延承更为清晰。它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农村、农地和农民的四维一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粹主义①、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等思潮对“农政问题”均有深刻的学术分

析和理论对话。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考茨基的《农政问题》②（１８９９）、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１８９９）和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１９２３）这三本著作。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始，这些
经典著作所讨论的“农政问题”一直是世界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而农村社会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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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农政问题”建构相应的理论，如农政变迁（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ｅ）理论。
这里需要对有关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农政（ａｇｒａｒｉａｎ）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

统，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

或阶级关系。“农政问题”由考茨基１８９９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１］，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

的变化，其内涵也有相应的调整。本文将“农政问题”定义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

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

面是否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

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发生哪些转型以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

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农政变迁”则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

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尤其指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

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

对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阐释包括五大最为经典的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新古

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农村社会研究需要深入剖析这五大理论对于
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基本观点和论述逻辑。本文考察的是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关于农政问题和
农政变迁的观点和分析①。

二、理论溯源：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与发展主义
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②一般是指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一种思潮，原仅指以背离和批

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哲学、文学、艺术、美学、社会学、政治

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３］在他的《后现代状态》中第一次给后现代

作了界定：“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它也是一种认为人类可

以也必须超越现代的广泛情绪［４］。姚大志认为，后现代主义所怀疑和批判的，是启蒙哲学。更准

确地说，是启蒙哲学中基础主义背后的霸权主义、人本主义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背

后的西方中心主义［５］。黄宗智［６］６２也指出，中国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从信上帝到信科学再

到怀疑科学所导致的信仰危机，“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

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７］，开始只是星星之火，不构成一个有影响力

的理论，无法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抗衡［６］６２。但一个理论或思潮的重要与否，对社会的意义如

何，并不在于它是否目前在学术界占上风。更何况社会科学总是由多重范式构成，它们时有起落，

目前的主流理论也是曾经的边缘和小众［８］。而从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在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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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其他理论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作者另有专文论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不同理论视角的

梳理均建立在农政概念背景之下，且都需要对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等概念做出定义说明，因此，这些论文均以

“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为引言部分，内容大体一致。

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区别。如彼德斯指出后结构主义对话的对象是结构主义，而

后现代主义对话的对象是现代主义；马海良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孙睿昕指出，“后结构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非同等范畴，它们互为补强又内在紧张地交织在一起”。但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区分二者。

本文在综述时将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均包括在内，将之界定为起于法国、与结构主义源自一脉、以解构中

心为使命的理论思潮。参见迈克尔·彼德斯．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差异
［Ｊ］．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００（５）：２－１２；马海良．后结构主义［Ｊ］．外国文学，２００３（６）：５９－６４；孙睿昕．超越“另
类”———对《遭遇发展》的话语分析［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２９（２）：１４６－１５１．



究中的成果及其影响尚少有学者进行总结，它在农政变迁研究中的观点和可能应用尚未有学者进

行梳理。因此，在现代性遭遇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对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农政变迁的探

讨势在必行。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与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产生关联，主要缘起于对现代性和发展

主义的批判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发展主义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信仰［９］。萨克斯等学者［１０］通过对发

展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发展”“进步”“援助”“平等”“参与”“环境”“资源”“科学”“技术”等）的

知识考古，揭示了发展的话语表征如何被建立、被运用以及如何被重新装扮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埃斯科瓦尔［１１］１－２１进一步指出，以１９４９年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为标志，发展通过问题化、专业化、制
度化这三个机制从西方扩展到全球。孙睿昕［１２］将这三个机制的具体含义概括为：问题化是指西方

国家通过区分“发达”与“欠发达”，将亚非拉国家建构为需要改造的对象，让西方的模式成为典范；

专业化是指西方国家垄断所谓的发展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让其他声音和叙事无法彰显；体制化是

指国际、国内、本地等各类发展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将妇女、农民、环境等卷入到发展产业

之中。

可以说，“发展是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上诞生的”［１３］，它“蕴藏在竭力延续而非改变殖民式的层

级关系的、我族中心的、殖民话语之中”［１４］。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发展就是关于增长、关于资

本、关于技术及关于现代性。舍此之外，别无其他”［１１］１８８。这种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

演变为一种认为只有“我们”（东方、第三世界）成为“他们”（西方、第一世界）才能完成现代化的信

念［１５］。虽然“发展”依照西方模式进行了几十年，西方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但发展机器还是

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新的话语、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控制手段［１１］３。它所触及的一切，都被不动声色

地去政治化了［１６］。既然如此，在发展主义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中，作为落后代表的农业、农地、农

村、农民就毫无意外地被纳入发展的凝视之中，成为需要被打破的镣铐和被改造的客体。

三、农业：多功能与分散化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主张发展后现代农业来对抗现代农业。它对现代农业的批判主要有三

个方面，一是它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破坏，二是它对传统农业的挤压和排斥，三是它所造成的人的

精神的衰败和沦丧③。

余永跃、王治河将现代农业定性为“败家之举”，从农药化肥到巨型农机，从连续耕作到单一种

植，现代农业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地力进行无情地剥夺［１７］。受其影响，中国台湾农田土壤９０％遭到
破坏，因污染严重，有些农田不得不永久休耕［１８］。单一种植造成了人类所消费的八成以上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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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对发展主义的批判都属于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的。例如，汪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批判发

展主义旨在以经济增长的方式来改变所有的社会构造，妄图以经济和资本的逻辑来取代其他一切社会文化发

展的逻辑，是极具破坏性的。参见：汪晖，邹赞．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访谈［Ｊ］．社会科
学家，２０１４（３）：１－８．
许宝强认为，发展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这种信念将“发

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参见：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Ｊ］．读书，１９９９（７）：
１８－２４．
马克思对现代农业也有批判。他说，“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

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

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

的进步”。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Ｍ］．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７９－５８０．



仅仅来自１４种植物［１９］６９。现代农业实际上是一种对农业的“规训”，它用温室操控天气，以农药化

肥催化土地，用专家的判断和决策来左右农业过程，用实验室中诞生的现代农业技术将农业推向

现代机器化大生产的熔炉［２０］。而如今，不到百年就将地力耗尽的美国，需要回头学习有着四千年

历史的东方农耕［２１］。

现代农业的破坏性还体现在它的社会层面。首先，规模效应带来的廉价农产品对小农造成了

冲击，小家庭的农户无力与之竞争，农户破产乃至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无数农业生产单位和农

业社区消亡了。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哥伦比亚，农业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现代部门的快速增长
和传统部门的相对停滞，与之并存的还有急剧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以及大规模的农民贫困。其次，

现代农业也会伤及操刀者本身。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从事现代农业的３％的人口所背负的债务高
达２２００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国际债务之总和［１９］６９［２２］１８７－１８８。最后，从精

神层面而言，现代农业也是破坏性居多。现代农业的目的就是生产财富和权力，粮食已经成为一

种运作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武器。农业对社会、资源和环境的意义被它弃若敝履，人的价值与劳动

的意义在无人农业中消失殆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现代农业的兴起和传统农业的衰败解释为农业生产的阶级基础不

同所致。除了个别品种，传统粮食作物主要由农民生产和消费，而商品化农作物由资本主义农场

主生产，目标市场是城市或海外。这种农业部门内部的断裂与国家推进“以低价粮食为基础的工

业化战略”密切相关。现代部门通过节约土地和节约劳动的技术逐渐接手了生产粮食的工作，为

城市的廉价劳动力提供廉价的粮食。而顺应这种低价粮食逻辑的农业现代化将小农推入半无产

或无产化的境地［１１］１４８－１５０。

虽然承认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埃斯科瓦尔同时指出，不能忽视经济学的

文化维度，因为“唯物主义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也是话语的分析”［１１］１５１。埃氏对农业现代化的话语分

析的理路是：究其本质，资本的话语是把自然界重新定义为资源，把农民建构成粮食生产者，将资

本和技术解释为变迁的力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小农及小农农业又
重新进入了发展话语，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哥伦比亚政府会推行小农和兼业农民生产激励项

目（ＰＡＮＣＯＧＥＲ），期待通过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巨额利润的攫取。而综
合农村发展项目（ＤＲＩ）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将小农经济部门“理性地嵌入市场经济而增加粮食产
量”［１１］１５９。

针对现代农业的多重危机，弗罗伊登博格（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ｒ）在他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中明
确指出，“在我看来，我们在农业方面已进入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看法，是因为我

坚信，这个曾养育了我的现代世界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与此同时，新的希望的曙光正在微微展

露”［２２］１８６。有学者提出后现代农业应该是永续农业（或普门农业，ｐｅｒｍａｃｕｌｔｕｒｅ），它表现为有机精
致农业、生态综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具有有机性、生态性和艺术性的特点，并能兼顾效益。它

在全球推广的标志性事件是１９９１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大会和《登博
茨宣言》，其中提出了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生产，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推进农村综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合理利用和改善农业自

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２００８年７月在中国山西省举行的“后现代农业与西部大开发”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弗罗伊登博格详述了他的后现代农业观。他认为，后现代农业源于对现代农业后果的

反思，其哲学基础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后现代农业主张以环境为中心，

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但是，后现代农业经济与纯粹的环保主义不同：（１）它应当能支撑起成熟的、
针对农村男女老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２）它需要社会承认并尊重农业的崇高地位和职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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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它强调分散化———只要相互联系得好，小型的也是很好的。其实，现代农业的经济体系相当脆
弱，不堪一击，承受不了气候和社会的细微变化。现代农业需要用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远距

离地运输食物，去养活数以千计的城市中的上亿人口。这一庞大的食物分配系统完全依赖化石燃

料和保养得当的铁轨、公路、机场以及精细的管理，而这种脆弱的食物供应网数秒钟之内就可能被

瓦解。所以，小型的、分散的农业应对自然与社会风险的能力更强，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更轻［２３］。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后现代农业的态度，既接受又有所保留。农业部①副部长屈冬玉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１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虽然中国仍处于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的阶段，“但
我们不能先完成现代农业后再来考虑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农业的模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可持

续、生态、有机、都市农业等，可满足人们的多功能需求。”但屈冬玉同时认为，农业生产既要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又不能损害满足后代需要的能力，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育种技

术等后现代科技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化肥的合理使用是科技进步的标志，后现代农业也不能没

有化肥，“有机肥料种的东西就一定比使用化肥的好吗？现在还不能简单下这个结论”［２４］。显然，

政府官员所理解的后现代农业与学术讨论中的后现代农业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综合来看，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现代农业的批判和其他思潮比较相似，都谴责现代农业对

环境生态、社会文化、小农户家庭等的破坏和伤害。所不同的是，这一思潮并不考虑和讨论农业经

营规模的适度以及农业经营主体应当为谁的问题。

四、农村和土地：项目、政策与话语渗透

那么，农村应当如何变迁？土地应不应该进行流转？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似乎并没有对此提

出明确的主张，更多的是分析和审视发展主义对村庄的影响。

王爱华［２５］指出，农村发展项目中最危险的是纯粹的生命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②，即调节多种问题
的一套政策，如社会福利、计划生育、教育等，这些政策引入了一些新概念，也带来了特定的社会自

身秩序的安排，重构了项目对象的日常生活。埃斯科瓦尔也指出，早在１９世纪，生命政治在欧洲
就表现为社会干预，表现为政府用现代性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文化和社会分层的谱系通过

农村发展项目被创造出来，“促进了对劳动力的规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对思想观念的重新定

位”［１１］１６８。

塔妮娅·李用人类学家的笔触记载和描述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发展干预项目实施情

况。项目缘起于资本对土地的追逐。原本属于个人的土地转变了权属，成为国家所有，然后再由

部分农民购买得到。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和生计，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购得了

土地，积累和扩大了财富。农民的分化和土地的商品化同时发生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是发展专家以发展之名，实现了他们关于村庄的科学化、市场化和去乡村化的治理过程［２６］。

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发展的动力首先来自由上

及下的国家意志［２７］，后者主要体现于历年来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种项目。沿着这条理路，王为径以

知识考古学和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变迁，她的首要关切是国家的发展话

语如何形塑了农村、农民和农业。通过政策文本的分析以及一个河北村庄的个案，她揭示了技术

统治、商品主导和新村模范三大发展机制的运作过程，也揭示了国家的政策和市场的力量如何改

５第６期 叶敬忠，汪淳玉：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①
②
２０１８年３月，继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农业部已更名为农业农村部。
福柯对生命政治的界定与王爱华的略有不同，但都指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生活进行规制和掌控。福柯对

生命政治的讨论见下节。



变了个体的命运与集体的记忆。化肥的引入、种子的变化，从挖山开矿到植树造林、从进城务工到

种养贩卖，中国农村千转百回的变迁随着国家政策的发展而起起伏伏。当国家建设需要资源时，

农村就提供资源；当国家建设需要工人时，农村就提供“剩余”劳动力；当国家建设需要新乡村时，

农村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新乡村。这样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图景被她总结为“国家主导下的发

展主义”［２８］。

孙睿昕［２９］用后结构主义的透镜分析了新农村建设这项系统性的国家工程。他通过对各种政

策文本的解读，揭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它的现实不连续性。辛允星［３０］透过一个

羌族村落社会的“观念史”，看到了“发展”这个观念逐渐被村庄所接纳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动力，即

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生活变革。叶敬忠等［３１］通过四川某村庄的土地

流转的故事，质疑了“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促进劳动

力流动、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等五大话语。其研究表明，村庄的土

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后，这五大话语无一得到验证。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给予了城市剥夺

乡村的又一件法宝，守望相助的农村社区变成了铁门相对的水泥森林［３２］。

而阎连科的小说《受活》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村庄故事。受活庄为了能铺上柏油路，全村人按照

柳县长的安排在路旁给归乡的商人下跪，然后路铺了，电通了，整个乡富裕了，成了全县致富的典

范。在“致富”这一身具诱惑力的话语面前，“受活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接受了这一话语叙事的合

理性，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尊严价值的无用性，放弃了对它的自主权”，而“这种实

用主义思维的叙事成为变革的伦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存在”［３３］，成就了一幅

“发展”在村庄成为共识、成为信仰、成为目标的总体图景。

总体而言，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主要认为农村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和市场的力量，这两种

动力机制可以用话语分析等工具进行有效的解剖。

五、农民：规训与抗争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农民现状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主要从三个方面铺开：（１）农
民作为问题化的对象；（２）农民作为流动人口；（３）农民作为剩余人口。

（一）作为被问题化的小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展工作者“发现”了小农，并将之建构为一个长期的服务对象，置于自己有
效的技术化凝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ｉｎｇｇａｚｅ）之下，并被改造为“进步史诗中的温驯主体”［３４］。即便是覆以
“赋权”“参与”“尊重本土知识”等温情脉脉的面纱，还是改变不了发展专家和农民之间主与客、上

与下的角色定位。塔妮娅·李说，发展专家与贫困村民之间时时刻刻都凸显着一种“改善意

志”［２６］１，即通过双方的良性互动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这种“改善意志”使得援助者和受惠者之间

从一开始就确立起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发展专家声称，“传统农民需要被现代化；他们需要被

赋予获得资本、技术和充分支持的途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生产和生产力才能够得到提

高”［１１］１８８。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农民被以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为名，驱离了土地，而商业化种

植的大豆或小麦，每１００公顷的土地只需要１个工人［３５］３１６－３３８。农民一方面被推上了商品化的浪

潮，从为消费而生产转向为市场而生产；另一方面，技术和资本的入侵使小农的种子和化肥等生产

资料都需要购买，自主性不断削弱［３６］。

孙睿昕在解构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时，指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它的具体策略，即“新

型农民”的培育。这种新型农民具有懂技术、会经营、有市场、知法纪、知恩图报的标准化表征。国

家承认农民的自由权利，但也表明，农民必须经过打造才能自由。通过治理空间的部署和主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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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塑造，国家促使农民“自由”地进化为新型农民［２９］１０８。

不同于民粹主义者对小农特征及其纯粹性的推崇和维护，埃斯科瓦尔指出，农民并不是对集

约化生产或生产剩余产品毫无兴趣，“他们绝对是有兴趣的，尽管在采取新方法和资源的分配中维

持家庭农场的逻辑仍是主要特征”［１１］１７２。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加强农民组织，使他们能够创造

空间，改变现有的权力平衡，而不是急于“为他者代言”［１１］１７４－１７５。农民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

也会抗争。而且这种抗争不仅指为土地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最重要的是符号和意义的斗争，是

文化的斗争［１１］１９５。正如埃斯科瓦尔所指出的，“本土”也是建构的结果［１１］１９８。

（二）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

马格林［３７］指出，机械化大生产之后，一部分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涌向城市，而另一部分则成了

地地道道的农业商人。被遣送至工业体系中的农民难逃被城市弃绝的命运，而另一小部分幸运

儿———那些农业商人———他们通过投入资本、采用农业技术和使用机械与肥料，得以和政府、资本

家和科学家称兄道弟。前一部分人，就是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

视野中，是否允许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允许怎样的人口流动，实质上是一种生命政治。

塔妮娅·李研究指出，１７—１９世纪，统治者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个国家政府都试图
通过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来证明其角色的正当性和作为政府的合法性。这种新的统

治方式是一种“使其生”（ｍａｋｅｌｉｖｅ）的统治，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即积极干预并使人们很好地
生活。“使其生”的另一面是“任其死”（ｌｅｔｄｉｅ），即哪怕有技术、有机制、有能力使人们很好地生
活，但统治者却选择任一部分人自生自灭 ［３５］３１８。这种选择的标准可以是国籍、户口或年龄等，譬

如本国的、城市的、年轻健康的人口是需要积极干预的，而外国的、农村的、年迈赢弱的是选择被放

弃的。

对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历史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了迎合资本和发展
的不同需求，农村劳动力如何被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加以规制和筛选的生命政治［３８］。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期，农村劳动力被“户籍制度”严格控制。有研究认为，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城市的高失业率，政

府把城市就业的优先权给了刚刚从“上山下乡”运动中返城并等待分配工作的城市年轻人。农民

的到来并不受到鼓励，来了也被遣返回村，只有少数几个行业是例外，如航运和采矿业［３９］。直到

１９８４年，农民向城市流动才得到了准许。彼时，他们被要求自带口粮，所谋到的工作也大多是有一
定危险、报酬低廉、临时性的。他们被鼓励“离土不离乡”，例如在乡镇企业。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倒闭，“农民工”重新回到市场中，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浪潮开始酝酿。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万，并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这样大规模
的人口流动被描述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并造成了犯罪率、劳动纠纷的增加，以及社会结构及其他服

务的更大压力［４０］。尽管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已经创造出巨大的工人需求，但国家并不

愿意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暂住证和政府收容制度被创造出来，用以管制进入城市的流动人

口。９０年代中期，当国有企业释放出大量的下岗工人时，这种控制一度更加严格［４１］。进城务工者

的社会地位被刻意压制，寻求较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愈加困难。然而尽管存在诸多限制，劳务输

出地为了可能回流的汇款，仍旧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当地人口流出，如提供类型多样的技能培训［４２］。

这些政策措施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现实：务工农民的收入被沉重挤压，而制造商和投资者因这些

劳动力的廉价而获益。这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排他性包容”———认同其工人身份，但却否定他们

作为人的其他权利［４３］。

近年来，鼓励务工农民留在城市（如为其子女提供越来越多的就学机会）和鼓励返回家乡（为

返乡人员创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双重政策并存。甚至教育也成为了一种治理术，一方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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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配置人口的流向，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源和家庭资源的流动［４４］。通过这些“胡萝卜加大棒”

的政策，特定人口类型被生产出来：被规训的、驯顺的、对社会无害的。生命政治也可以被理解为

通过采用一系列的福利手段（如针对身体、健康、生存和居住等方面）来增加人口的“实用与顺

从”［４５］。

总的来说，生命政治作为一个实践权力的新型巧妙方式，在最近几个世纪的人口状况中被广

泛观察到。它与国家的治理分不开，但相比之下它是一种更为间接的方式，温和而巧妙地潜藏于

日常政治行动和话语之中。它“通过规则的执行和技术的规制，可以在人口中间造成解体、排斥、

暴力甚至是死亡”［４６］。当代农民迁徙的历史中，各种形式的生命政治交替上演。迁移的生命政治

决定了他们能否迁移、向哪里迁移以及迁移多久。由于被排斥的处境和有关权利的被剥夺，农民

工常常成为自己国家的“他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极少数农民工可以沿着阶层之梯向上流

动，其余大多数则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被束缚于同一个身份。对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来

说，如果没有宏观层面根本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要摆脱这样一种循环似乎很难。

（三）作为剩余人口的农民

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农政变迁的形态之一是农民因为经济或非经济的力量被迫离开土

地，成为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束缚的“自由”人［４７］。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农村结构发生了
急速变迁，大量人口或者失去了土地，或者因为生产率低下无法以务农为生而不得不舍弃田园。

这些现象不仅在非洲，在印度、东南亚也都普遍存在［３５］３２１。农民无法在乡村继续以传统的方式生

存，只能去城市谋生。这部分“相对剩余人口”暂时不被资本所需要，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充盈劳

动力市场，资本家借此向雇佣工人施加压力，削弱他们抗争或谈判的意志与能力。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发展转型的叙事背后有一个假设，那就是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迟早都会完成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只是或快或慢而已［３５］３２２。但是，当无就业的增长席卷全球，当印度的２５万年轻人手持２～３个大
学文凭站立街头，那“工作在哪里呢？”［３５］３２３既然资本在全球追逐和寻觅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那么

它找到更为廉价的替代品后就会轻松逃逸，若是如此，那这些“相对剩余人口”就会成为永不被需

要的绝对剩余人口。这就是塔妮娅·李所说的“任其死”的真正含义［３５］３１８－３１９。实际上，迁移暗含

着资本与劳动彼此追逐这一历史事实，但并不是所有“自由”的劳动力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资

本［４８］７０。早在殖民地时期，被剥夺的失地人口就未能被种植园、矿山和当地的其他工业完全吸

纳［４９］。相反，资本家宁愿自讨麻烦，从遥远的其他地区招聘工人，因为这样一来，雇工就与他们的

原住地遥遥相隔，更易于操控和规训［４８］７１。

六、农政变迁的多元叙事

在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那里，人、哲学和现实都被解构。哲学失去了尊位，作为主体的人早已

死去（Ｍａｎｉｓｅｎｄ），或成为了监狱中的犯人，疯人院里的疯子。正如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言，科学和
技术在当今世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所有事务，人类在这种受管制的生

命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５０］，每个个体都处在非自由的状态，丧失了主体性；即便是反抗，反抗时采

用的也是被规范化了的话语［５１］。而眼前呈现的总是某种“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现实”，但它必

须被悬置起来，因为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往往是“阐释”的产物。阐释具有弥合事物之间的差异和

事物本身的裂痕或缝隙的功能［５２］１１８－１１９，因此有的工作就是要“抹平断裂，剔除异质，寻找规律，统

一口径”［５３］。一旦这样推及开去，就会发现“我们平时用以考察和把握世界的种种观念和分类原

则其实都是有待于被审视的话语的产物”［５２］１１９。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既定的综合，对那些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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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做任何考察就欣然接受的种种分类，对各种先入为主的环节进行质疑，问一个为什

么”［５２］１１９。

正因如此，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不能简单地接受狭隘的唯经济增长的“发展”，不能简单接受

这种“发展”对现实世界的殖民，不能简单接受农政变迁就一定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小农农业向公司农业、从小农户土地生产向大规模土地生产、从农民向工人的

转型。有学者将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发展主义的批判总结为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是“西方

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往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全面清算。它主张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

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实际的

‘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５４］４４，以相对替代绝对，以多元替代一元，以经济—社会替代单纯的经济

崇拜［５５］。故此，埃斯科瓦尔提出了混杂文化、替代路径等概念，主张解构传统—现代的二元对

立［１１］２５０－２６５。发展主义的幻象已经破灭，后现代的社会变革应当以多元文化主义态度尊重各个民

族的文化、历史与世界观，建立基于本土知识的、传统和现代智慧相结合的、人与自然共存的发展

模式［５４］４４。

这也正是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农政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政变迁的多元性的有效回应。现实

中的农业既有多功能与分散化的后现代农业，也有集中单一种植的公司农业。土地制度既存在界

定明确的公有制、私有制，也存在主体模糊不清的集体所有制、部落共有制，土地的权属还可以分

解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权利。村落的文化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程度的制度和权力渗透，也出

现了完全不同的组合和形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也有对现代文化的接纳。流水线上的工人、

街头的小商小贩可能某个时期就是农民，而农民企业家也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农政变迁

的道路，显然更是千差万别［５６］。

需要指出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复杂性的讨论不能说是后

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独创，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民粹主义等，都不乏深厚的传

统。但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质疑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于它从话语、权力、

规训、生命政治等视角所进行的批判。它彻底质疑了一元论、线性论、基础主义等，从而打开了多

元叙事的空间，释放了无限的可能。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交流和对话的意义，

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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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叶敬忠，孟英华．土地增减挂钩及其发展主义逻辑［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２（１０）：４３－５０．
［３３］阎连科，梁鸿．“发展主义”思维下的当代中国———阎连科访谈录［Ｊ］．文化纵横，２０１０（１）：８３－８７．
［３４］ＡＮＡＭＡＲＩＡＡＬＯＮＳＯ．Ｇｅｎｄｅ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Ｓｅｒｒａｎｏ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ＪＯＡＮＳＣＯＴＴ．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ｚ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４－１２．
［３５］塔妮娅·李．使其生，任其死？———乡村土地剥夺与剩余人口保护［Ｍ］∥叶敬忠．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第一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６］叶敬忠．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７］马格林．农民、种籽商和科学家：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Ｍ］∥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２００１：１４５－３３９．
［３８］ＹＥ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Ｕ，ＷＵＨＵ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４０（６）：１１１９－１１４６．
［３９］尚劳．上海港务、交通、造船行业改革用工制度经济效益提高［Ｊ］．中国劳动，１９８４（１３）：２７．
［４０］童星．民工潮与城市化［Ｊ］．开放时代，１９９５（５）：６２－６６．
［４１］蔡窻，都阳，王美艳．城市排斥外地劳动力的政治经济学：北京案例［Ｊ］．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２００５（４）：

２８５－３１４．
［４２］周仁强．关于安徽省“民工潮”的调查与对策建议［Ｊ］．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４（１）：５５－５９；许平．从政府行为到市

场行为———竹镇劳务输出个案研究［Ｍ］∥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６－５７．

［４３］ＧＩＯＲＧＩＯＡＧＡＭＢＥＮ．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ｂａｒｅｌｉｆｅ［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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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叶敬忠．作为治理术的中国农村教育［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７（３）：１６３－１７９．
［４５］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Ｖｏｌ．１［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０．
［４６］ＨＥＣＴＯＲＳＩＬＶＥＩＲＡＧＯＲＳＫＩ，ＩＮＡＫＩＲＩＶＥＲＡＢＥＩＲＡ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ｓａｎｄ

ｐｒｉ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ｃａｍｐ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Ｍ］∥ＣＯＬＭＡＮＨＯＧＡＮ，ＭＡＲ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Ｏ
ＭＩＮＥ．Ｔｈｅｃａｍｐ：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２－
３８．

［４７］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Ｍ］．汪淳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８．
［４８］ＴＡＮＩＡＭＬＩ．Ｔｏｍａｋｅｌｉｖｅｏｒｌｅｔｄｉｅ？Ｒｕｒａｌｄ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ｐｌｕ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ｔｉｐｏｄｅ，

２００９，４１（Ｓ１）：６６－９３．
［４９］ＪＡＮＢＲＥＭＡＮ．Ｌａｂｏｕ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Ａｓ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ｍｓｔｅｒ

ｄａｍ：Ｆｒｅ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１１２３．
［５０］萧俊明．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种文化思考［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５）：１８－２６．
［５１］梁鸿．话语、权力和主体———关于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理论分析［Ｊ］．湘南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２３（１）：７７－８０．
［５２］盛宁．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文本”的解构［Ｊ］．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４（２）：１１４－１２９．
［５３］马海良．后结构主义［Ｊ］．外国文学，２００３（６）：５９－６４．
［５４］周穗明．西方新发展主义理论述评［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５）：４４－５２．
［５５］田毅鹏，张帆．解构与超越发展主义———《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３３（３）：１１６－１２４．
［５６］ＴＥＲＥＮＣＥＪＢＹＲＥＳ．Ｔｈｅ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ｃｌａｓｓ，ｐｅａｓ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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