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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形势
聚焦乡村问题

乡村对中国一直非常重要，

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实现都离

不开乡村建设与发展。而乡村问

题涵盖的是农村、农业、农民即

“三农”问题。农业支撑着国家基

础的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产品

国际贸易等方面，此外还和扶贫

攻坚息息相关。赵德余教授将目

光聚焦于乡村和农业问题，是基

于个人研究背景和对时代形势的

关注。“这两年国家在推行扶贫攻

坚战，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大

部分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做好

脱贫工作，离不开对农业农村的

关注。”他表示。

正是基于对当前时代背景

和国家政策形势的把握，赵德余

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乡村问题

与相应政策体系。“首先是我们

国家现在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农

业产业产值在整个 GDP 中的比

重大幅度下降，这个大背景说明

国家可以对农业农村进行更多

的反哺、扶持。”赵德余介绍道，

“第二涉及到农民的新型城镇

化，农民走向市民化，生活方式

发生变迁。第三，随着 5G 信息

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组织方式

和技术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劳动

力转移后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

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技术对劳动

力的替代性越来越高，这意味着

过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已

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农业生产，而

新型的农业组织和生产方式要

适应这种新时代的变化。”这些

社会变迁给新时代的“三农”问

题和乡村振兴提出了新的看法、

新的发展契机和研究机会，同时

也要求学者对中国“三农”问题

的解决和乡村振兴的模式要有

新的思考和新的创新性探索。

赵德余的研究侧重政策理论

方法和对其运用于实践应用中的

检视，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

与“三农”问题研究》项目的学术

基础。“过往我研究1949年到2008

年的中国粮食政策史，这使我长

期关注农业产业的生产和发展问

题，同时关注一些土地政策，它们

跟农业生产的效率息息相关。”

他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央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那么乡村振兴

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产业问题，还

是乡村治理问题、农民增收问题

和农业产业发展问题综合起来的

三位一体或不可分割的整体性问

题。“这时我觉得，更多地关注乡

村振兴内在动力机制的挖掘，和

我过去从事粮食也好农业产业的

研究也好，一方面是高度相关的，

一方面要求我们视野更宽阔。”赵

德余说。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探索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绝不

是简单地重复过去对“三农”问

题的研究，而是在新的战略目标

指导下，深化对“三农”问题的研

究。赵德余认为，找出乡村振兴

内在的转换动力机制，才能识别

出各地正在探索和实践中的乡

村振兴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和放大效应。

“项目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

是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振

兴的模式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动力

机制。”赵德余说，“乡村振兴很重

要的动力基础就是要识别出乡村

有多少种资源要素，比如劳动、土

地、技术、资金、环境、社会关系、

知识、传统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

和资源，如何把它们转化为能给

农民带来持久收入的资产，把‘绿

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此

外，作为研究者还要关注资源要

素转化后资产如何分配，农民能

否公平地获得收益，如果乡村振

兴只有少数者如工商业获益，这

样的乡村振兴模式就需要警惕。

项目设置的“要素-产业-资

产”转换框架中核心的思路，来自

于发展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包括

资产型社会政策学。“搭建这个研

究框架更多是在发展经济学和政

策科学交叉的领域，关键在于各

种要素转换成资产的中间机制是

什么，各种产业形态在乡村振兴

当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解决现实问题是我们的出

发点和目的。”赵教授表示。目前

部分乡村地区的乡村振兴模式缺

乏可持续性，过分依赖政府的造

血输血，自身的组织制度创新能

力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亟待学

术研究成果助益。

理论结合应用
创新跨学科研究方法

十八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学术领域关于乡村振兴深入

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还不多。赵教授希望从新时代

背景出发，系统性地梳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三农”政策的内在

逻辑及其对新时代下乡村振兴

战略的约束条件和含义，并在此

基础上探索出乡村振兴中的动

力机制和行为基础。在这一点

上，该项目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该项目的研究开展需要大量

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知识和研

究方法支撑，这是理论方法上的

创新。“虽然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类

的项目，但子课题的成员很多来

自经济学领域，包括理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经

济学为我们提供研究的基础方

法，同时我们也要综合政治经济

学、公共政策理论，特别是在政策

的评估、模拟和实验等方法。”赵

教授表示，将会使用跨学科的方

法构建要素-资产模型。

创新性还体现在对实证和应

用的重视。项目组成员涵盖了广

东、江苏、浙江、云南、湖北、上海

等六七个省市，将会从这些省市

中各挑选二三十个村庄，对总共

一百多个村庄做实证研究，从而

归纳、整理出代表性的乡村振兴

模式有哪些类型，然后运用理论

模型去检验乡村振兴模式的特色

和优缺点。通过收集这些村庄的

基础数据，找寻各个乡村振兴模

式的各类参数如政府的投入、乡

村自身的投资以及它们会在多大

程度上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

貌。“我们会根据这次调查参数来

做一个模拟系统，测试乡村振兴

当中政府投入的最优干预点，以

及投入产出效率情况——政府投

入多少资金相应能够使乡村振兴

的产出发生什么变化。”

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

于收集资料的巨大工作量。项

目跨越全国多个省市，涉及到各

地正在进行的代表性、示范性的

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并且项目组

成员要到现场去进行观摩和资

料的收集，成本也会很高。

另一个挑战则来自于乡村

振兴不同模式的可比性。有的

乡村靠自身力量就取得了成功，

而有的乡村完全靠政府投入，投

入资金浩大，效果却并不令人满

意。“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乡村

振兴模式，如何让它们具有可比

性，比较的依据是什么，是研究

中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体现学术、实践双重价值
提供现实评判依据

在学术层面，该项目研究无

疑会在发展经济学和政策科学

的交叉结合领域有重要价值。

赵德余表示，在乡村振兴的环境

里，这样一个理论上综合交叉发

展的研究，能够帮助学者识别出

新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要素，

尤其是它会涉及到一些集体行

动，以及如何形成合力和合作剩

余。“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中，参

与的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

等所有的行动者，他们的资产如

何分配，这种分配和他们的投入

成本和社会收益会如何将会决

定这些行动者参与乡村振兴的

动力，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在实践层面上，探究新模式

的践行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以

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处理乡村

振兴、“三农”问题与“两山”理论、

扶贫攻坚战等国家重大战略之间

的衔接关系，则具有重要的社会

价值。“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的

目的，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两

山’理论是实现这些战略的策略

手段也是动力机制，扶贫攻坚则

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教授说，应当在振兴中巩固扶

贫攻坚战的成果，消解贫困人口，

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因此，

项目的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帮助

整合不同的国家宏观战略和乡村

问题相关的具体战略，另一方面

是为现实中各种乡村振兴模式提

供评判标准和依据。

赵教授希望该项目能在创新

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

于“要素-产业-资产”转换的基本

框架，揭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

农问题统筹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影

响因素，探求我国新时代乡村振

兴与三农发展的最优路径和管理

模式，最终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的实现及质量提升提供科学

依据和政策建议。 文/刘岍琳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中

国乡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政策和农村组织制度

等。发表《资源-资产转换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一种理论解释》、《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

择及其保障水平的因素分析》、《土地征用中农民、地方

和国家关系的互动》等论文，主编《复旦发展与政策评

论》（已出 12 辑）系列丛书，出版《中国粮食政策史:

1949-2008》等著作。任今年教育部哲社科重大项目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的首席专家。

赵德余赵德余：：

把握新时代形势 探索乡村振兴动力机制
赵德余教授谈《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

重大项目写真 Research

空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

同减排对实现碳中和及提升空

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院吴力波课题组在

该领域的微观机制研究取得重

要进展。该研究由吴力波课题

组牵头，联合校全球公共政策

研究院、大数据研究院与大数

据学院团队，以及伦敦大学学

院、上海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

团队，利用我国工业部门微观

企业的能源消耗与空气污染物

排放数据，深入研究了我国工

业部门空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

的协同减排潜力。结果表明，

持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合理

布局并调整现有工业部门的生

产结构、加快推进电气化水平

以及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

是实现我国工业部门协同减排

效益的重要途径。相关研究成

果于 1 月 4 日以长文（Article）形

式在线发表在《自然-可持续发

展》（Nature Sustainability）。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41893-020-00669-0

文/经济学院

减排潜力微观机制
研究有新成果

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王

飞团队国际合作开发了一种可

充电锌空气电池，以《基于过氧

化锌反应的可充锌空气电池》

（“A rechargeablezinc-air battery

based on zincperoxide chemis-

try”）为题 1 月 1 日发表于《科

学》（Science）主刊。王飞为论文

通讯作者之一。

锌空气电池兼具高能量密

度、高安全性和低成本，是下一

代储能技术的重要候选之一,但

目前的锌空气电池存在着可逆

性差的问题。王飞团队与美国、

德国的研究团队通过设计电解

液的组成和调控电极表面双电

层，首次成功实现了全新的基于

过氧化锌（ZnO2）的可逆生成的

反应机制，并利用该机制构建了

新型的非碱性锌空气电池。这

一成果为高可逆的可充电金属

空气电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

据，实现了更高能量密和更好的

循环稳定性，也为进一步加速空

气正极反应的特征催化剂开发

提供了新的研究平台。

来源：材料科学系

王飞团队国际合作
成果登上《科学》主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