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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 30 年的战略决策的施行，乡村围绕现行“三权分置”
土地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一系列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其加速了以乡规民约、宗法信仰为内质

的传统机械团结式的乡村社会的解构，并表现为失地农民群体急剧增长而造成身份分化抑或

弱势内显。化解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塑乡村魅力、激发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是建构

农村社会有机团结式的治理场域，进而在城乡融合过程中不至于被消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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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十九大报告将“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
分置 制 度”作 为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重 要 支
撑［1］。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 30 年的
战略决策的施行，乡村围绕现行“三权分置”土地
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一系列格局的变化已成为当前
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权变与演进之路

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来看，土地权属一直伴
随着社会形态、政治形态、阶级关系和社会调控等
要素的变化而变化，土地制度改革也始终以权属
变革为关键之处。考察可知，每次农村土地权属
变革必然带来整个农村社会的变化，甚至影响整
个国家的发展。而围绕土地所形成的中国特有的

乡村文化、乡土社会到今天已然在城市化的浪潮

中演变为乡村记忆和乡土情结，并构成了城乡共

融的内核。

( 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权变进程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起源于 20 世纪

前半叶的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

景; 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的公有化改造，并在此过

程中建立起集体土地所有制。该时期的土地权属

于集体所有。然而，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化生产效

率极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农

村土地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与完善，旨在解放和发

展农村生产力，形成现行的制度体系，“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正是在该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时期

土地权属分化为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而土

地权属分离促进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

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历史功绩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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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城市化浪潮对农村发展提出新挑战，农
业现代化已成大势所趋，以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

新来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新时代议题。
而“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正是在该时代背景之

下的实践应然，通过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权属分置，最终建构起城乡

互融共生的治理格局则正是规律应然之所求。

( 二) “三权分置”制度的政策演进

事实上，早在 1984 年中央就以“一号文件”
的形式提出“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学界

认为此项政策是“三权分置”的雏形，伴随着土地

流转制度的深入实践，一些发达地区尤以江苏为

代表的农村地区将其经验模式总结为“明确所有

权、稳定承包权 、放活经营权”。2013 年 7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视察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时强

调，“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

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

间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三权分置”概念。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规定“坚持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三权

分置”纳入乡村振兴重要内容之中。由此，“三权

分置”成为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推进

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 三) “三权分置”制度的学界探讨

学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且对

现有的“三权分置”制度存在一些学理性争议，诸

如: ( 1) 权属探讨。目前普遍存在的“三权分置”
制度争议主要来自学科立场不同对“三权”权属

侧重点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法学界

的集体缺位，故在“三权分置”概念体系的厘定

上，采用了经济学术语［2］。高飞等则从政治学视

角提出“两权”分离制度缺陷，低效率［3］。而单基

平则主张从社会功能视角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权困

境［4］。( 2) 法理探讨。主要表现为“三权”分置权

利结构的观点争议［5］。包括“用益物权 + 债权”
“用益物权 + 用益物权”“‘自物权’+ 用益物权”
“成员权 + 用益物权”［6 － 9］; ( 3 ) 对象探讨。失地

农民大量增加表面看是土地流转，事实上却是三

权分置的政策影响。张守夫等学者则指出三权分

置虽然有助于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城乡融合，

然而每年大量增加的农民工如何安置? 这是一个
重大问题，涉及到失地农民和职业农民的身份转
化［10］。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伴随农村“三
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对农民身份的冲
击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将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困
境。总之，农村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城乡一体
化趋势是土地制度权变和“三权”分置的实践应
然，然而以土地流转为政策推进下，大量的失地农
民群体正在急剧增加，而该群体的身份分化是阻
碍乡村社会有机团结的障碍，也是增加乡村社会
治理的风险之一。

二、“三权分置”与失地农民身份分化之困

土地制度改革某种意义上被界定为权属异
质，而“三权分置”一定程度上则加速了以乡规民
约、宗法信仰为内质的传统机械团结式的乡村社
会的解构，并表现为失地农民群体急剧增长而造
成身份分化抑或弱势内显。其身份分化所衍生的
逻辑为利益分化下的权能分治、魅力分化下的信
仰离合、空间分化下的文化异质、思想分化下的价
值错位，并成为失地农民社会治理之困。

( 一) 利益分化下的权能分治

“三权”分置在解放农村劳动力，激活农村生
产要素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促进了农村
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专业化及复合型的乡贤、干
部、大户等群体成为本次改革的利益获得者。与
此，以土地为社会资本进行谋生谋利的传统型农
民则开始丧失的不仅是稳定的生活来源，还包括
情感寄托，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制度改革和利益
分化下，大量失地农民的权能被剥夺或消解，并成
为应然性的弱势群体。同时，以“三权分置”为政
策推进的农村市场化，社会分工日益明显，职业分
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此亦产生农民一边在与土地
进行分离，而另一边则在与传统的职业身份进行
分离，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转化成为开启农村市场
化向农业现代化过渡的最重要的征程。农民向工
人身份的过渡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必然要求，但在此进
程中，农民自身能力建设则稍显滞后，专业技能和
知识水平并不能达到技术工人的一般要求。因
此，无论是职业农民，还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
人，在整个市场格局中的竞争能力和所占有的资
源与他们通过“三权分置”土地权变改革前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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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比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可见，几千年来，土

地已不仅仅是农民手中的生产资料，也成为他们

重要的精神寄托，占据着该群体权力资源圈的中

心，而随着“三权分置”土地制度的改革，打破了

整个权力的运行模式和权能生成，但也正是在此

过程中改革以身份分化来实现农民权力资源再整

合，以农业现代化为发展趋势而带动整个农村社

会的振兴和进步。

( 二) 魅力分化下的信仰离合

失地农民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并非简单特

指无地耕农。事实上，正恰如脱贫与返贫二元转

化一样，职业农民、城市务工农民、移居城市户籍

农民等群体，其共同面临的矛盾或困惑在于回不

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而是介于城乡文明的冲突

之中。失地农民的信仰危机正悄然而至，其来源

正是农民身份魅力的分化。事实上，农民群体的

魅力并不在于职业身份，而是自身的情感特质和

外在的情感皈依，换而言之，职业身份的农民在参

与社会竞争、获取社会资源过程中并不具有特定

优势，但其自身所蕴涵的特质及乡村文化魅力是

获得情感皈依的内质所在。而随着以“三权分

置”制度嵌入农村社会改革，农民身份职业化，社

会流动性增强，尤其是流向城市的农民工逐步转

化为城市市民。且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央政府为

改变农村积贫积弱、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发展困

境，着手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

略，以实现农村全面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目标。同

时，部分地区农村发展出现同质化现象，并逐步丧

失应有的“小镇”“小村”特色，进而也就造成乡村

社会魅力的分化乃至消弭。由此，传统乡村所具

有的超凡魅力、情感归属等要素特质正在被城市

化、现代化所消解，农民代际传递到二代、三代之

后，对农村的情感皈依已不再是他们的天然属性

和信仰，他们也不将再是农村生活和农耕文化的

守望者、传播者。

( 三) 空间分化下的文化异质

依托土地而产生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

成为推进农村市场化、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和催

化剂，其所表征的既是权属的分置，还是空间的位

移。失地农民也将在土地流转亦或市场竞争中流

动，“漂隔型农民工”正是其一类。失地农民在
“漂隔”过程中吸收不同地域的文化，该过程不仅

伴随着文化的移植，甚至带来一种文化的异质。

文化移植或文化异质都是文化主体在发生空间位
移过程中，以身体流动带来的感官变化，进而形成
的文化认同、文化融合及文化自觉，从而产生的行
动结果。如果说文化移植是对各地不同文化进行
整合、借鉴，表现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就是对城市文
明的借鉴和复制，那么文化异质则是对自身优秀
文化的否定和对外来糟粕文化的吸收，是文化冲
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城市化及农村制度改革促进
失地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空间上的流动和位
移给失地农民更多的文化冲击，纵然其积淀着深
厚的传统农耕文化及地域习惯，但在此种冲击的
过程中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让该群
体反流向农村后通过文化移植甚至异质的方式反
作用于乡村社会，最终带来乡村文化的异变进而
引起整个乡村社会的异变。

( 四) 思想分化下的价值错位

事实上，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群体以宗法
和契约建构起高度集中的机械团结式的思想意
志。随着城市文明的产生及其向农村地区的渗
透，农民内聚的思想统一、价值趋同便开始分化，

只是时下的“三权”分置制度所产生的失地农民
群体，不仅面临思想分化的共性还涉及价值选择
的错位，已经影响到乡村社会的善治之路。以失
地农民为代表的身份分化的这一类群体，通过城
乡流动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逐渐成为城市市民的一
员，且随着代际的传递而日益固化其群体的城市
特征，但这并不代表该类群体就丧失了传统农耕
文化的特质，而是思想的二元性并发生异化。尤
其是其中的部分人员或以资源输出、或以权力干
预的方式介入乡村社会，争夺资源，攫取利益，破
坏乡村原有的公序良俗，影响乡村生态的良性运
行及和谐发展，从而影响乡村振兴乃至乡村善治
的目标。而农村市场化必然带来多方利益主体的
争夺，非正规化操作将导致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而
激化、集中爆发，严重破坏了传统农村的生存、生
产、生活圈，依托于传统文化形成的乡村共同体被
这种城市化、市场化的矛盾所破坏，乡村善治的价
值与理念将被剥离，缺乏自身的文化灵魂和价值
旨趣，并最终被城市文明所同化。

三、失地农民职业嵌入与乡村重构的机制

“嵌入”( Embeddedness) 概念源于美国新经
济社会学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认识［11］。所谓
的职业嵌入即为促使员工留在当前职业的各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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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集合，相关学者进一步将职业嵌入划分为职

业内联系、职业内匹配、职业内牺牲、职业外联系、
职业外匹配和职业外牺牲 6 个维度。事实上，职

业嵌入作为一种功能介入，打破了原有系统的分

化状态，并促进系统内部功能再聚合及动力再内

生［12］。由此可见，现代性背景下的失地农民职业

嵌入将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新整合，并在乡村

重构过程中建构形成内生型动力机制。

( 一) 职业认同与乡村建设的分工及照应

农村市场化、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

必然结果，而在此进程中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和治

理难题也呈现出显著性和普遍化趋势。尤其是城

乡一体化战略下的“三权分置”改革极大地解放

了农村生产者乃至农村生产力，以土地为生产资

料的农民和以城市务工为生活来源的农民工均将

面临职业身份重新定位、生产生活资本重新整合

的问题。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异化现象日益显

现，人口流出、留守群体、农村养老、环境污染、黑
恶势力、乡村维稳等为表征的乡村衰落在部分地

区已然存在，而化解乡村治理困局的关键在于重

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顺然，乡村建设成为乡村

重构的首要任务，亦是重塑乡村魅力的前提和基

础。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成为从事农村职业选择的先决条件，

由此，建立在职业认同基础上的失地农民职业身

份的转化过程与乡村建设进程二者具有内在的互

动性和互构化。失地农民的职业嵌入聚焦于个体

与职业间的关系，且不仅涉及职业内部的范畴，并

涉及家庭范畴，此外，职业嵌入更关注客观力量的

影响［13］。失地农民职业身份嵌入乡村建设过程

中仍然面临再转化和再分工，以提高乡村建设人

力资源和人才输出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支配性; 此

外，分工助推失地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身份转化，并

提高职业农民的专业化程度和身份认同感，进而

以农民的职业化、技术化来实现乡村建设的工业

化、现代化。

( 二) 职业融入与乡村融合的耦合及嵌入

城乡一体化是乡村得以生存、振兴、重构的根

本路径，而建设具有现代化条件的乡村基本组织

生活格局则进一步为乡村融合乃至城乡一体化提

供物质保证。如果说乡村建设是化解乡村治理困

境的物质基础，那么乡村融合则是实现重构目标

的基本框架，并以农民职业融入的方式整合城乡

资源，进而完成农民职业耦合带动城乡关系耦合
乃至城乡一体化耦合系统化程序。失地农民通过
职业化过程，进一步提高其职业能力与乡村建设、
职业技术与乡村改造、职业水平与乡村现代化的
耦合程度，并最终嵌入到乡村治理格局之中，从而
实现以职业农民技术水平带动乡村治理水平乃至
城乡一体化水平。事实上，一方面农民的职业融
入嵌入到乡村融合之中，并重构乡村文化的重要
内核，即以职业农民群体内在的文化同质性来有
效保存农村基本文化底蕴和独特传统内涵，不至
于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被城市文明所移植、淡化
或消解，从而完整保留乡村记忆和乡土蕴意; 另一
方面，农民职业融入与乡村融合二者的内嵌性，打
破了城乡在时间、空间上的二元分割，有助于拓宽
职业农民的视野，强化其技术和操作经验的交流，

提升农民职业化、专业化等技术体系的综合力和
普世性，从而实现农民职业能力和职业资本的统
一和积聚，真正达到失地者从职业农民向职业工
人身份的转化。

( 三) 职业优化与乡村共治的调适及置换

失地农民职业嵌入的过程也是其职业身份优
化的过程，并伴随乡村治理现代化同步演进。随
着职业农民不断嵌进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其职业
身份也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及调适，大致可分
化为普通生产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型职业农民、
高素质管理型职业农民和治理魅力型职业农民 4
大类，其中，普通生产型职业农民在代际进化、技
能培训、职业改造等一系列社会资本的输出下逐
渐向后 3 种职业类型嵌入，而该行业群体也将最
终退出职业平台。可见，普通生产型职业农民是
社会转型期乡村重构过程中失地农民职业化的缓
冲类型，随着乡村完成从建设到融合的发展，尤其
是进入乡村共治阶段，该职业群体会被后 3 种职
业类型所取代。大致而言，专业技术型职业农民
产生于乡村建设阶段，高素质管理型职业农民形
成于城乡融合阶段，而进入乡村共治阶段则对职
业农民的身份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魅力型职业
农民由此嵌入乡村治理现代化之中。事实上，乡
村治理议题自古有之，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治理趋
势主要有“善治”和“共治”两类，简言之，“善治”
体现乡村治理的感性价值，而“共治”则是实践的
理性操作，且“共治”理念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故
此，失地农民职业嵌入、调式过程中所分化的治理
魅力型职业农民成为新乡贤的重要来源，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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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主体。而传统乡贤在城市化、农村市
场化、农业现代化、农村文化解构等过程中正在丧
失或已然丧失治理魅力及治理权威，职业农民成
为新乡贤，承担起农业现代化治理、农村共治战略
的实践主体。

( 四) 职业专业与乡村重构的团结及共生

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乡村重构的外
在拉力，但乡村重构的内生动力仍在其自身即乡
村治理现代化。当前，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

农村治理也渐趋多元，村庄“利益共同体”普遍面
临衰落的局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公共空间萎
缩，传统价值淡化，社区认同消解［14］。但此并不
代表治理关系的分化或割裂，恰恰相反，各治理主
体及多元利益格局的联系日趋紧密、相互嵌入，并
在治理主体职业化演进中建构起有机团结式的治
理模式，最终搭建形成治理主体与城乡客体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命运共同体。可见，职业农
民专业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三
者相互嵌入、有序发展、良性循环、互融共生。可
推见其逻辑关系表现为: 首先，职业化是失地农民
增赋权能、积累社会资本的必要条件，但其条件的
生成在于乡村发展，故而失地农民职业化必然嵌
入乡村发展之中，助推乡村建设、乡村融合和乡村
共治，而到此阶段，农民只是完成其职业身份的转
化，却并不代表乡村已然振兴和重构; 其次，农村
治理现代化趋势将会产生逆淘汰现象，职业农民
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会面临逆淘汰从而被新
的职业群体所取代，但新的群体能否带领实现乡
村治理现代化仍未可知，由此，职业农民必须以农
村现代化为契机，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素养，实现
职业向专业的蜕变，而专业化具有排他性和独立
性，专业农民自然成为有机体，也必然在城乡一体
化和农业现代化中成为乡村重构的中坚力量; 最
后，职业农民完成专业化蜕变必然形成从职业嵌
入到职业内生的转化，由此，职业专业化有机体的
失地农民最终会融入乡村治理生态圈，且与重构
完成的现代治理模式的乡村内嵌为命运共生的有
机整体。

四、失地农民职业嵌入的治理之径

化解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塑乡村魅力、激发
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关建是建构农村社会有
机团结式的治理场域，进而在城乡融合过程中不
至于被消解或被替代。建构乡村有机团结式治理

场域则应使治理主体即失地农民通过职业嵌入，

完成身份认同和阶层晋升的治理目标，从而在城

市化进程中有效衔接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系，并

自觉承担建构城乡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 一) 完善主体利益补偿机制

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是化解失地农民在

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中的重要之策。只有建立有效

机制、维护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解决该群体的后

顾之忧，才有助于该群体从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

和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转化，而通过补偿机制能

让那些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的失地农民以职业的

再次嵌入加入乡村振兴队伍之中，更高效地从事

乡村社会建设。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

趋势，也是改变乡村积贫积弱、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的必然选择，“三权分置”正是通过土地权变制度

改革来推进乡村社会的市场化，进而为农业现代

化做好铺垫。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各利

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完善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切

实维护好失地农民的相关利益。阻碍农村发展的

正是农村内部的矛盾体，包括邻里矛盾、干群矛

盾、城乡矛盾等，而其实质则是利益分配失衡所造

成的庞大矛盾体的集合。由此，利益补偿机制成

为化解基层矛盾、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但

利益补偿并非只是简单的金钱补偿，补偿群体也

不以失地农民、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为囹圄，而是

建立统筹支持乡村社会发展的各方资源的组织机

构来统一调配，以促进乡村的均等化发展，进而统

一谋划、整村推进、村村联合，建构乡村生态圈，打

造村村有特色、处处皆美景的乡村治理格局。

( 二) 建构乡村社会支持体系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和农民做出了

重大牺牲，国家在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战略中要

以更大力度整合更多资源支持乡村建设，完善乡

村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全面性、一
体化的网络支持体系。实际上，乡村在整个工业

发展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从资金、技术、人才、产
业等方面看，农村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进而也限制

了其发展。但随着一系列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制

度化改革，逐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后，这种差距将

被大大缩小。“三权分置”是推动农业市场化、现
代的关键改革举措，有利地激发了农村生产力和

内生动力，而农村社会的支持体系正是在市场化

资源整合和现代化资源集聚过程得以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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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此同时，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工
人乃至中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转化，将为其增添职
业获得感和职业认同感。因此，农业现代化须以建
构的社会支持体系为保障，制度支持、资源支持和
情感支持是整个农村社会支持体系中的三大支柱，

而失地农民以职业身份转化的方式再次嵌入进乡
村生产组织体系中，并承担起资源支持和情感支持
的重要力量，成为整个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乡村发
展生态圈和城乡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力量。

( 三) 增赋失地农民权能张力

失地农民弱势身份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而

简单依靠其自身则难以实现，需要通过增能和赋

权的方式向该群体进行动力输出，培育出高技能

型专业化农民，以提高职业农民的能力水平，并最

终提升失地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事实

上，早在“三权”制度改革之前已有部分农民以自

流或弃耕的方式使自己变为失地农民，而此次改

革则进一步顺应了农村市场化的要求，解放了农

村生产力，也催化了一批失地农民的产生。可见，

失地农民群体包括前期失地农民和此次土地改革

以后产生的失地农民，而仅依托属地给予的补偿

和政策支持并不能适应部分失地农民的诉求，亦

无法使该群体在参与市场化竞争中获得优势和权

能的张力，尤其是前往城市务工的这类“漂革型”
群体，难以转换资源优势。而即使该群体试图通

过流动方式来交换资源、获取权能，但阶层的固化

趋势日益明显，以失地农民的职业身份尚难打破。
故而，失地农民的增能与赋权首先需要促进其身

份的转化，即通过职业培训、学历教育、技能培育

等使其具备一定的岗位操作能力; 通过创业资金

扶持、小额贷款支持和政府专项资金帮扶等措施

使其获得一定的资源保证; 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政
府公益性岗位、精准扶贫举措等兜底的方式帮助

相对困难的弱势者获得一定的生活保障。总之，

“三权分置”撬动了农业市场化的动力源，进而也

拉开了农业现代化的序幕。作为一项系统性、前
瞻性、战略性工程，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尤其要保护

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使该部分群体真正能享受改

革和发展的红利。

( 四) 谋求城乡共生发展格局

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激发乡村

内生动力、提升乡村魅力、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

军，因此，打造城乡共生共荣型治理格局的前提便

是要重塑农民的社会地位，强化农民的职业性，为

农民谋求更多地利益。城市化浪潮严重冲击着农
村社会，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轨迹，引起了农村
环境的裂变，积贫积弱的农村与繁华靓丽的城市
形成鲜明对比，农业现代化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
但在此过程中，需要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现代化职业群体，该群体的绝大部分来自
于实地农民，其也承担起城市与乡村联系的纽
带［15］。城市化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城乡一体化，同
时农业现代化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城市化

就需要打造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格局，而其中的短
板正是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困境。当前，以失
地农民为代表的一批农业职业身份的转化甚至是
嵌入，从人才队伍和情感支持等方面将农村与城
市进行了有机且天然的联系。打通城市化的“最
后一公里”即在于农业现代化，而单靠农村自身
难以推动整个资源的积聚、整合和延展，但仅依托
于城市资源的输入又难以培育乡村内生动力，故

而需要由以失地农民为代表的工作队伍通过职业
身份嵌入的形式整合农村与城市两种资源，实现
即能承接城市资源的转移，又能保持乡土特色、涵
养乡土魅力，最终建构城乡共荣共生的命运共同
体，从而化解农村积贫积弱、完成农业现代化战略
目标。

五、结论

农村市场化、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乃至社会
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权分置”制度正是适应农村
发展规律的应然选择，对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
理效率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是其制度在促进
农村市场化、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过程中，使以土地
为职业归属的传统农民的身份发生一系列演化，

失地农民在此次改革之中呈现出身份被分化、权
能被弱化等不同状态，但该群体正试图以职业嵌
入的方式实现自身身份的转化，成为职业农民、工
人抑或是中高级管理者。而事实上，农业现代化
的过程与农民身份分化以及职业嵌入的过程二者
具有生态共生性，正是此种共生性决定了失地农
民群体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实践
者和收益者。而城市化也将催生农民的职业嵌

入，重塑农业、农村、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公众期待，

并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作为其目标
实现的逻辑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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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Embedding and Ｒural Governance of Land － lost
Farmers Under the System of Three Ｒights Divided

XU Jun1，FAN Hesheng2

( 1． Ｒesearch Department，The Party School of CPC Lu＇an Municipal Committee，Liu an 237009，Anhui;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

Abstract: With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s expired for another 30 years of strategic decision implemen-
tation，a series of framework are changing around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reform in rural area． It accelerate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with the traditional mechanical unity，which took the local rules，the lo-
cal people＇s agreement and the patriarchal clan belief as the essence． It reflected at the sharp growth of land －
lost farmers 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dentity or weakness prominenc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restore rural charm，stimulate rural vitality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key
is to construct rural society＇s management field with organic and united type，which will not be dissolved or re-
plac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Three Ｒights Divided; land － lost farmers; occupational embedding;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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