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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城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袁因此袁城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遥 城镇化的根本目的不是经济增长袁
而是人的发展遥 以农民为本袁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遥 以户籍为标志的身份转换

只是形式袁只有农民以能力为核心的整体素质得到发展才是城镇化的真实意蕴遥 社会保障固然重要袁但充分就业才是

根本袁因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袁农民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袁才有自尊的现实基础遥 公民身份的确立和公民意识

的养成是城镇化实现的主要标志遥
关键词院城镇化曰科学发展观曰以人为本曰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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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正在有序展开袁它必

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

推手袁 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遥
但是袁在这个过程中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作进一步

探索袁譬如袁城镇化的实质或关键是什么钥 城镇化是

扩大内需的要求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到渠成钥 城

镇化是物的城镇化还是人的城镇化钥 这些问题都将

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方向及其后果产生重大影响遥 习

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指出了城镇化的实质院
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袁 而是人口的城镇化袁是
人的城镇化遥 以我们的理解袁人口的城镇化与人的

城镇化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袁前者主要强调的

是量袁与规模和速度相关联曰后者主要强调的是质袁
与人的现代化基本同义遥 本文就人的城镇化谈几个

问题遥
一尧拉动内需和以人为本

城镇化是以物为本袁还是以人为本袁这是传统

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分野遥 以物为本袁就是把拉

动内需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看作是城镇化的目的遥 以

人为本袁就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遥 在马克思主义视

阈中袁 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遥
这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遥

渊一冤城镇化不能以物为本袁不能以 GDP 增长

为目的

实际上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袁城镇化

也在不断推进遥城镇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遥但前

一轮的城镇化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进行

的袁新一轮的城镇化则更多地具有政府主导的因素遥
也就是说袁在某种意义上袁今天的城镇化有人为推动

的因素遥 当然袁野人为推动冶也不都是坏事袁当事物的

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引起质变时袁临门一脚非常

重要遥 那么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大力推进城镇

化的要求呢钥 答案很简单院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遥 但对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冶有两种截然不

同的理解袁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袁二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理解不同袁意味着推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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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动机与目的不同遥 毫无疑问袁持第一种观点的

人不在少数袁甚至相当普遍袁因为野GDP 主义冶仍然

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占居统治地位遥 经历了长期的

GDP 高速增长袁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已经 GDP 化了遥
近一些年来袁 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袁
特别是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袁GDP 的增速由疯狂渐

趋理性袁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袁但在一些人的

眼里却成了野经济出了问题冶遥 当然袁GDP 减速也确

实给一些地方政府带来了野经济问题冶院财政拮据袁
甚至入不敷出遥 于是袁城镇化便自然成了刺激经济

的手段遥 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调研发现袁一些

地方没有正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使得城镇化建

设演绎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袁以财政脱贫致富为动

机袁以扩大外延为内容袁以单纯追求 GDP 和城镇化

率为标杆的造城运动遥 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及时纠

正袁恐怕会走向歧途遥 [1]这不是杞人忧天袁而是理性

的声音遥 现实总是如此的残酷院当年 4 万亿投资拉

动的不是经济增长袁而是愈演愈烈的尧以高房价为

代表的经济泡沫曰造城运动带来的也一定不是人与

自然尧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袁而是矛盾和冲突的

进一步加剧遥
有人说袁城镇化可以保证我国今后 30~50 年经

济高增长遥对此袁我们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遥这种说

法本身就有问题袁它以经济增长为目的袁是以物为

本遥 如果把城镇化仅仅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

段袁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袁等待我们的不是机遇袁而
是灾难遥 物极必反袁泡沫总是要破的遥 泡沫破灭之

时袁便是灾难降临之日遥日本就经历过这种梦魇遥肇

始于 1985 年的房价飙升袁终于在 1991 年断崖般地

坠落袁之后袁便是十年的经济停滞遥 野十年之痛冶不仅

使日本人民而且也使全世界人民尝到了 野疯狂冶的
滋味遥 前车之鉴袁后事之师遥

渊二冤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袁以人的发展为目

因此袁我们必须坚持第二种理念袁即把城镇化

看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这种理念看

似消极袁实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遥 城镇化本来应该

是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袁
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袁水到渠成袁瓜熟蒂落遥
或者说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野临门一脚冶的
时候了遥 只有坚持这种理念袁我们才能抓住城镇化

的实质和核心遥 城镇化肯定会拉动内需袁从而促进

经济增长袁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袁只是城镇化的结

果之一袁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结果遥 传统的发展观正

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袁以物为本遥 科学发展观以人

的发展为目的袁以人为本遥 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渊以下简称叶决定曳冤强调

指出袁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遥 也就是说袁城镇

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遥
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袁这里的野人冶既泛指

13 亿人口袁又特指 8 亿农民袁尤其是 2.6 亿农民工遥 [2]

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袁其原因有二遥 其一袁城镇化首先

是指农村的城镇化遥 有学者指出袁城镇化作为一个

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袁包括城市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两个部分遥 这大抵是不错的遥 但根据我

国实际情况来看袁城镇化主要是指后者袁即农村现

代化遥 城镇化的目的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袁代之以

城乡一体化袁着力点当然是农村而非城市袁因为农

民是农村的主体遥 其二袁城镇化过程中受影响最大

的是农民遥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路光芒袁现代化成果

的甘醇浓香袁理应让广大农民更好地分享遥 但实事

求是地讲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袁牺牲最大的

是农民袁受惠最小的也是农民遥 对于农民袁特别是农

民工袁我们首先必须表示敬意袁是他们推动了改革

的巨轮袁是他们盖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袁是他们为

工业现代化做了铺垫噎噎但同时袁我们必须对他们

表示歉疚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袁在一定程度上袁工业

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袁城市的发展是以牺

牲农村为代价的袁城里人的幸福生活是以牺牲农民

的利益为代价的遥 中国农民付出的太多袁得到的却太

少遥我们现在应该和能做的袁是停止侵害农民利益袁
并且回馈农民袁 给予农民具有实质内容的补偿袁即
城市支持农村袁工业反哺农业袁财政补贴农民遥 最好

能在在城镇化过程中提出以农民为本的明确要求遥
渊三冤以人为本袁就是以农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本

那么袁以农民的什么为本呢钥 当然是农民的需

要和利益遥 实际上袁到目前为止袁农民的需要仍然是

比较单一的袁尽管他们的需要比以前丰富得多且呈

不断丰富的趋势遥 当然袁这里所说的野单一冶是相对

的袁是指需要仍停留在基本需要的层面上遥 特别是

在一些偏僻尧落后地区袁贫穷仍然是基色袁农民的需

要仍然是或主要是维持生活以及满足较低发展要

求的需要遥 但是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别的或更

高层次的需要袁 只是这些需要被现实环境压抑着遥
一旦让他们成为城里人袁 他们的需要无论在量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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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遥 尽管他们的需要仍然显

得简单而低级袁但那是他们尊严的底线遥 如果连基

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袁 他们的自信便没有立足之

地袁他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遥 因此袁
推进城镇化袁首先要走群众路线袁看看农民尧农民工

有哪些需要遥 脱离农民尧农民工的实际需要而推进

的城镇化袁只能是闭门造车遥
在一定意义上袁需要即利益遥 但谈利益是有风

险的袁因为这涉及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渊即马克

思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强调的野共同利益和特殊

利益冶冤的关系问题遥 长期以来袁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袁
只有集体利益袁没有个人利益袁或者说袁集体利益遮

蔽了个人利益袁认为个人利益是导致个人主义的渊

薮遥 这种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遥 马克思主义在强调

集体利益的同时袁从来没有否认个人利益遥 马克思

明确指出袁野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袁都同人们的利益

有关冶遥 [3]渊P187冤农民尧农民工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袁但
也有自己的利益遥 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冒险按下自己

的手印袁不为别的袁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遥 农民工背

井离乡尧抛家别子来到城市袁不为别的袁也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遥 个人利益是他们奋斗的最大动力遥 农民

的利益袁有的是自己流血流汗挣来的袁有的是与他

们卑微身份血肉相连的遥 农民的土地权和房产权能

不能得到保证钥 这是农民和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遥
政策没有问题袁但政策到了下面就变了调遥 这是令

人担心的遥 还有一点更让人担心院城市住房的商品

化袁一下子掏光了城里人几十年的积蓄曰在城镇化

的造城运动中袁农民会不会因为住房问题而掏光自

己的血汗钱钥 这不是杞人忧天袁而是很有可能发生

并正在发生的事情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新年

伊始发表的文章中指出院野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袁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

境袁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袁改革就失去意义袁也不可

持续遥 冶[4]习总书记的话一针见血袁刺中时弊袁令人警

醒遥 套用习总书记的话说院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袁 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

境袁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袁城镇化就失去了意义袁也
不可持续遥

二尧身份转换和能力提高

早在 19 世纪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H窑孟德拉斯

渊H.Mendras冤在他的著作叶农民的终结曳一书中指出袁
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袁目前

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与市场交换为生

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袁这种家庭经营体实际上已经

是一种野企业冶遥这是一个颇具现实性的话题遥 当然袁
孟德拉斯说的是法国以及欧美发达国家袁 在中国袁
总的来讲袁这还只是一个趋势袁但这个趋势正随着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而将成为现实遥 也就是说袁传统

意义上的农民正在走向终结遥 野农民的终结冶意味着

农民身份的转换袁农民成为市民袁乡里人成为城里

人遥 随着城里人和乡里人之间界限的逐渐消失袁每
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城里人遥 显然袁身份转换既是

城镇化的前提袁也是城镇化的结果遥
渊一冤户籍变化不能成为农民身份转换的标志

可以说袁没有农民的身份转换袁就没有城镇化遥
身份转换有两个层面袁即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遥 这

里先说形式上的遥 形式上的身份转换以户籍为标

志遥 有学者认为袁户籍改革是城镇化的破题处袁也就

是说袁户籍改革是城镇化的关键遥 一方面袁城镇化的

显性表现是农民成为市民遥 当野农民的终结冶实现

时袁也就是城镇化完成时遥 有学者在构建城镇化评

价指标体系时袁把经济动力指标和人口转移指标排

在一尧二位袁可见户籍改革之重要遥 他们认为袁人口

城镇化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经济城镇化的

直接结果遥 城镇化使人口向城镇集聚即地域转移袁
必然带来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袁因而城镇人口比重

成为衡量城镇化规模的主要因素遥 为了避免单一指

标评价存在的片面性袁他们在人口转移指标下设总

人口增长率尧城镇人口增长率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尧 城镇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等二级指

标遥 [5]另一方面袁获得一个城市户口是每一个农民工

的梦想遥 在过去十年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较快袁尽管

有大约 2 亿农民工进城工作袁但因为户籍制度的原

因袁他们不被城市接纳袁其中有很小一部分有能力

在城市购买住房袁 但并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袁
比如教育尧医疗等遥 这种由户籍制度造成的人的权

利的不平等既是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袁也是阻滞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称袁
对北京尧广东尧江苏尧浙江和四川 5 个省市农民工的

调查发现袁64%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遥与此同

时袁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再选择返乡袁如果城市不

收留他们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遥 [6]一言以蔽之袁户籍

问题关系到城镇化的成功与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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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们看来袁户籍并不是最重要的遥 譬如袁袁
隆平的户口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并不重要袁重要的

是他在哪里能创造最大的价值遥 因此袁问题在于农

民如何才能成为市民钥 把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袁
就真的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了吗钥 显然袁问题并非

如此简单遥 其实袁户籍变更只是一种形式袁一种很表

面的东西遥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袁虽然户籍发生了

变化袁但骨子里仍然是农民遥 农民要成为市民袁还有

更重要的东西遥 人的城镇化不是可以用数量或百分

比来衡量的物质具体袁而是一个与人的现代化划等

号的抽象的综合袁具有明显的精神性特征遥 所以袁人
的城镇化就是农民素质及其观念的城镇化遥 这才是

问题的本质遥 如果说户籍是形式袁那么农民素质的

提高是内容遥 只有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袁才有真

正意义上的身份转换遥 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袁人们似乎关心更多的是形式袁而非内容遥 这是令

人担忧的遥 一旦户籍发生变化袁失地的农民尧农民工

由于不能适应城市发展要求且没有相对稳定的工

作和收入袁从而不能真正在城市扎下根来袁就会失

去自尊的基础并成为社会和谐的隐患遥
渊二冤提高农民素质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和必

然结果

城镇化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渊包括社会发展规律

和人的发展规律冤袁 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基础上稳步

推进遥 人的素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袁可以概括为思

想素质尧道德素质尧思维素质尧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

素质等诸多方面遥 毋须讳言袁改革开放以来袁农民的

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袁文盲尧半文盲的比

率高居不下袁究其原因有二袁一是随着大学扩招袁读
书成绩好的学生相继考入大学并融入城市袁二是一

部分没有考上大学但整体素质较高的年轻人袁通过

就业尧创业等方式袁有的已经融入城市袁有的虽然尚

未融入城市袁但生活轨道已基本偏离了农村遥 因此袁
留在农村的除了老弱病残袁 就是综合素质较低的

人遥 这里没有丝毫贬低农民的意思袁只是客观地描

述现状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任务艰

巨袁但必须义无反顾遥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袁在某种意

义上袁就是马克思提倡的野人的全面发展冶遥 按照马

克思的理解袁 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

展尧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才能实现遥 但是袁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过程性和相对性遥 所谓过程性袁
是指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袁是一个

现实的历史过程袁也就是说袁任何时候都有人的发

展袁只有量的不断积累袁才有质的飞跃遥 所谓相对

性袁是指由于社会实践尧社会条件和个人主观因素

等方面的差异性袁以及人的发展的具体性袁无论是

范围还是程度袁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有限的遥 [7]因此袁
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并非呓语袁 而是现实的要求遥
农民的全面发展既是城镇化实现的必要前提袁也是

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袁更是城镇化的根本目的遥 在这

个问题上袁我们的思想认识还有待提高袁不能以任

何借口推诿遥
渊三冤提高农民素质必须坚持以能力为本位

在人的整体素质中袁能力是第一位的袁或者说袁
人的综合素质集中体现为人的能力遥 在马克思主义

看来袁人的能力即人的本质力量袁是野人的本质力量

的公开的展示冶袁[3]渊P193冤 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调控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身关

系能力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生产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

生产的能力遥 马克思把人的能力看作是人的全面发

展的核心袁认为野任何人的职责尧使命尧任务就是全

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冶遥 [8]正是基于马克思这一

基本思想袁韩庆祥教授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野能力

本位冶的观点遥 他认为袁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

野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冶袁即全面发展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尧自然力和社会力尧个体能力和集体能

力尧潜力与现实能力等袁也意味着在实践中野发挥他

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冶遥 [9]全面发展的个人袁就是能够

适应在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袁
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

人遥 对于农民尧农民工来讲袁个人能力主要是指创造

新生活的能力袁即在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之后袁能适

应城市的劳动需求袁并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富有余

力袁从而使自己及其家人生活得更好遥 显然袁提高农

民的整体素质袁必须以能力为本袁以能力为主遥
提高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遥 市

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袁而竞争是能力的竞争袁因此市

场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袁在市场经济中袁有能力者得市场尧得利益遥 就像

竞技体育一样袁靠实力拿金牌遥 野规范的市场经济不

相信懒者的眼泪袁倒是给那些能力强尧贡献大的人

以优厚的回报遥 市场经济是以牺牲某些个人的的利

益为代价而换取整个社会的发展袁它对那些不努力

的懒汉和不提高能力的人是耶无情爷的袁但对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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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却是耶有情爷的袁这是通

过无情的手段达到有情的目的遥 冶[9]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袁劳动产品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尧多种因素

参与分配袁勤劳不再是惟一的标准袁效率尧效益和质

量更重要遥在多种因素中袁最重要的是能力因素遥农

民进城之后袁除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以及两者的综

合体现要要要能力外袁一无所有曰农民除了靠自己的

能力立足于城市外袁再无他法遥 城市比农村竞争更

激烈遥 农民进城不是进了保险柜袁而是进入一个竞

争更激烈的市场遥 因此袁提高能力也是农民自身发

展的要求遥 农民在进城之前袁是靠能力吃饭袁靠的主

要是体力曰进城之后袁同样是靠能力吃饭袁靠的是身

体尧技术尧适应力和创造力遥 令人担忧的是袁虽然越

来越多的农民拥有城市户口袁但由于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不能适应城市劳动需要袁 缺乏谋生的手段袁其
生活境况不是日益提高袁而是每况愈下遥 这里所讲

的生活境况袁不单指物质生活状况袁更重要的是指

其自尊的基础和幸福感遥 所以袁农民尧农民工要使自

己及其家人生活幸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袁能力提高

是根本遥
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袁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情遥 一个农民家庭要真正融入城市袁至少

需要两代人的努力遥 而城镇化时不我待遥 从目前形

势来看袁城镇化的野大跃进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袁尽
管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袁但野GDP 主义冶或变相的

野GDP 主义冶必然催生这一怪像遥 因此袁提高农民能

力袁也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袁而是有一个轻重缓急

的问题遥 当前袁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袁一是技术袁二
是思想观念遥 技术是农民在城市的立身之本袁一技

傍身是自信心的源头遥 思想观念则复杂得多袁它与

人的知识尧文化和眼界等因素紧密相关袁而且是一

个慢慢养成的过程袁但可以通过灌输或引导促进农

民文明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尽早萌芽遥 可以说袁人
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遥

三尧社会保障和充分就业

农民融入城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袁更是一个蜕

变的过程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农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内是弱势群体袁他们与市民在社会地位尧生活水

平尧福利政策等方面是不平等的袁也就是说袁他们不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遥 因此袁在农民融入城市之初袁要
实现差别对待原则袁给农民以倾斜政策袁从根本上

保障农民的利益袁其中袁充分就业是重中之重遥

渊一冤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叶决定曳提出了野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

障制度冶的目标遥 所谓公平袁意味着农民终于有可能

和市民一样享受野国民待遇冶遥 所谓可持续袁意味着这

不是一个短期目标袁而是着眼于长远袁是从根本上

保障农民的利益遥 叶决定曳专门用一部分谈了野健全

城镇一体化体制机制冶袁 其中涉及很多关于农村和

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袁譬如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利曰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曰保障农民

工同工同酬曰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曰保
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曰统筹城乡

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袁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统筹发展曰等等遥 这些都使农民看到了希望遥
农民是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袁因为他们是整

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遥 而恰恰是他们最缺乏社会保障遥
譬如袁农民工这个概念令人心酸袁因为它带有明显

的歧视与偏见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去甚远遥 其实袁
农民做工和工人做工在质和量上都没有什么不同袁
他们的人格也应该是平等的袁但一些城里人袁住在

农民盖的房子里袁却看不起农民袁认为他们是乡下

人遥 这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袁也是社会保障不能像阳

光一样普照城乡的表现遥 有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袁
明确指出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具有范围狭窄尧保障

水平低和保障功能有限等局限性遥 在我们看来袁目
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只是象征性地存在于某几个方

面袁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遥 城镇化可能

加剧这种现象袁失地农民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袁他们

将处于社会保障的野真空地带冶遥
当然袁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遥 公平只是相对

的遥 我们这个社会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公平的袁但在

某些领域尧某些方面却存在明显的不平等遥 譬如农

村尧农业和农民遥 今天袁以人为本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

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袁已写进了党的文件袁但要真

正落实却并非易事遥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袁不可能和城

里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袁因为两者的基础和条件

不同遥 我们认为袁农民需要得到一些特殊政策照顾袁
社会保障的天平应该向他们倾斜遥 几年前袁我们曾

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呼吁院请尊重罗尔斯提出的差别

原则吧浴 这个原则在城镇化过程中仍具有特别的意

义遥 所谓差别原则袁就是野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

的情况下袁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冶遥 [10]渊P302冤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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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野最不利者冶钥 野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袁所有公民之

平等的基本权利尧自由和公平的机会都得到了保证袁
最不利者是指拥有最低期望值的收入阶层遥 冶[10]渊P70冤

简单地说袁野最不利者冶就是生活境况最差的人遥 什

么是野最大利益冶钥 罗尔斯认为袁是指理性人的理性

欲望袁即自由和机会尧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遥
凡是有理性的人袁都有自己的野最大利益冶袁野最不利

者冶也不例外遥 用这个标准看袁在我国现阶段袁农民尧
农民工袁还有城里的失业者袁是没有争议的野最不利

者冶袁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野最大利益冶遥 建立差别原

则袁就是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袁给那些野最
不利者冶多些倾斜政策袁给他们以更多的机会袁从而

缩小他们和野最得利者冶之间的差距遥 尽管在这方

面袁我国政府已做了很大的努力袁力度却远远不够遥
渊二冤充分就业是社会保障的关键袁是农民立身

于城市并保持尊严的基础

必须看到袁社会保障目前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

保险尧社会救助尧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袁其基

本目标是老有所养尧病有所医尧学有所教尧贫有所

济尧弱有所扶遥 也就是说袁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是扶

弱济贫遥 扶弱济贫于城镇化而言是必要的袁但仅有

扶弱济贫还远远不够袁因为城镇化的目标是让农民

由贫变富尧由弱变强遥 扶弱济贫只能使人休养生息袁
而不能使人的生存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袁对失地的

农民和农民工来说袁社会保障只治标难治本遥 一方

面袁国家财力有限袁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

生活待遇遥 另一方面袁弱者恒弱袁贫者恒贫袁或者说袁
弱者越来越弱袁贫者越来越贫遥 所以袁在城镇化过程

中袁 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增加一条要要要充分就业袁
而且要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位置上遥

充分就业就是坚持劳动创造一切的观点袁这是

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遥 马克思主义认为袁创造性劳动

是野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冶袁是
野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冶袁[11]是人类的野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袁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冶曰[3]渊P531冤

在创造性劳动中袁人不但改变客观条件袁野而且生产

者也改变着袁他炼出新的品质袁通过生产而发展和

改造着自身袁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袁造成新的

交往方式袁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冶曰[12]同时袁创造性劳

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遥 随着生产的发

展袁野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

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袁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

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冶遥[13]渊P299冤因此袁
尊重劳动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遥 习近平同志指

出袁野必须坚持崇尚劳动袁造福劳动者遥 劳动是财富

的源泉袁也是幸福的源泉遥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袁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袁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曰生命里的一切辉煌袁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冶遥 [14]只有充分就业袁农民才

能自己解放自己袁从而实现自己的个人梦遥
充分就业是农民和农民工立身于城市并保持

自己尊严的基础遥 一方面袁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

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遥 有一个劳动岗位袁对于每一

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袁它不仅是人们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袁也是人的尊严实现的基本条件遥 只有用

劳动实现自身的价值袁自信心和自尊心才能得到满

足遥 野一个失业者在就业的人员当中失去了自尊和

影响袁面临着被同事拒绝的可能袁并且可能要经受

到自尊和自信的损伤遥 最终袁失业者在情感上受到

严重打击遥 冶[15] 农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旦受到打

击袁 他们会对城市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一种拒斥心

理袁从而使城镇化的所有目标化为乌有遥 另一方面袁
要有体面的职业遥 马克思指出袁野能给人以尊严的只

有这样的职业袁在从事这样的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

奴隶般的工具袁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

造曰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渊哪怕只是表

面上不体面的行动冤袁 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崇

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遥 冶[16]对于农民而言袁所谓体面

的职业袁是使他们有尊严的职业袁是他们的劳动积

极性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职业遥
当然袁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并不矛盾袁可以并

行不悖遥 充分就业不能没有社会保障的支持袁因为

充分就业只是相对的袁一方面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

人需要社会保障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铁

饭碗袁职业更替频繁袁失业或暂时失业在所难免袁也
需要社会保障遥 社会保障也不能没有充分就业的促

进袁 充分就业可以给农民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袁
这是最好的社会保障遥 因此袁只有把社会保障和充

分就业结合起来袁既治标又治本袁城镇化才能健康

发展遥
四尧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

野农民的终结冶不仅意味着农民身份的转换袁而
且意味着新一代公民的成长遥 这并不是说农民不是

公民袁而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并不具有公民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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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内涵袁或者说袁他们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缺乏自觉

的认同遥 而公民意识特别是其中的权利意识的培养

是新一代公民形成的关键遥 公民意识的养成与农民

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袁也就是说袁保障农民的切身

利益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遥
渊一冤新一代公民的形成是城镇化的前提和主

要标志

当野农民的终结冶一旦成为现实袁没有了农民袁
还有市民这一称谓吗钥 可能有袁但是形式上的有尧实
质上的无遥 农民是相对于工人而言的袁也是相对于

市民而言的袁因为农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遥 可能

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袁但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

来一定会凸显出来遥 既然农民正在走向终结袁那么

市民也将成为历史的陈迹遥 没有了农民和市民之

分袁人们只有一个身份院公民遥 赵树凯教授认为袁就
个体而言袁 当一个农民只要还是另类身份的农民袁
他在政治上就没有前途可言曰从整体而言袁当整个

农民群体脱离了这种另类身份袁 则农民不再是农

民袁或者此农民不是彼农民遥 因此袁从这个意义上

说袁中国农民是注定没有政治前途的袁或者说这种

政治前途就是不再是农民遥 所以袁农民的政治前景

或者政治解放根本上就是农民作为一种另类社会

身份的终结遥 这个终结的发生过程袁根本的动力是

农民自身的变化袁准确地说是农民的公民化遥 [17]这种

理解是恰当的遥 据此可以认为袁城镇化为农民的政

治解放及其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遥 通过城镇

化袁中国农民将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第一次获得真

正意义的政治解放遥 正如赵教授所理解的袁不论是农

民工本身的变化袁还是乡村内部农民的变化袁都体

现农民这一群体的变化袁新一代公民正在成长遥
根据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历史经验袁 我们认为袁

新一代公民的成长是城镇化的前提袁新一代公民的

形成是城镇化实现的主要标志遥 也就是说袁城镇化

的重要任务甚至根本任务是重塑公民袁赋予农民以

公民的真实身份袁实现农民向公民的蜕变遥 推进这

种蜕变袁实质上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遥 正如卢梭

所言袁野我们都只不过是在成为公民之后袁才真正开

始变成人的冶遥 [18]这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是

公民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袁中国农

民就获得了公民身份遥 但长期以来袁对于农民而言袁
公民只是一个标签袁或者说袁只是一个名义袁并无实

质性的内涵袁两者没有实现实质性的融合遥 究其原

因袁既有客观的袁也有主观的遥 在客观上袁社会并没

有给他们与市民一样平等的公民待遇袁他们总是在

履行义务渊当然袁大多时候是被动地履行袁而非自觉

自愿的冤袁而很少或根本没有享受权利袁或者说袁社
会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做公民对待遥 在主观上袁由于

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偏低袁他们没有意

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袁不理解公民之于他们自身的

意义袁更不理解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遥
渊二冤重塑公民袁关键在于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

在农民的现代化过程中袁如果说户籍转换是塑

形袁以能力为核心的整体素质提高是锻骨袁那么公

民意识的培养就是铸魂遥 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现代社

会意识袁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自

我认识袁从而形成以身份认同尧国家观念尧公共事务

参与和日常行为规范等为主要内涵的感知尧 情绪尧
信念尧观点和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情

感尧 依恋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的公民性倾

向袁其核心内容是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关系的理解及其处理方式遥 简单地讲袁公民意

识就是公民对公民身份的自我认识遥 应该说袁对于

广大中国农民而言袁公民意识还远未形成遥 长期的

封建传统以及后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权袁使农

民形成了一种依附性人格和义务本位观念袁他们把

唯命是从看成是自己的本分袁对自身利益的把握几

近于零遥 公民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遥 当权利与

义务相分离袁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也就不存在了遥 改

革开放以后袁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袁但客观地

讲袁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袁其重要表现是袁农民的权

利意识有所增强但仍具有感性化和碎片化的特点遥
有学者认为袁 当今许多农民只热衷于自己的权利袁
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应尽的义务袁出现了权利意识有

余而义务意识不足的问题遥[19]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遥因
为农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

关袁并非是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性把握遥 即他们

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联系袁而只是

在生活中关注自身利益遥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成

熟形态的权利意识袁最多只能称之为权利意识的觉

醒袁远未达到野有余冶的地步遥 当公民意识尚未形成袁
成为市民的农民仍然是农民遥 在西方社会袁公民社

会即市民社会袁由此可见公民意识之于农民向市民

华丽转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遥 所以袁城镇化的重要

任务是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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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袁关键是培养农民的

权利意识

不要总是埋怨农民的义务意识淡薄袁应该反思

一下政策的公平性及其落实情况袁看看农民的基本

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遥 不要担心农民的权利意识

野有余冶袁从长远看袁义务意识总是和权利意识一起

生长的遥 只有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相伴而生袁相辅

相成袁相互促进袁才能塑造出成熟的公民遥 公民意识

的培育离不开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袁 或者说袁切
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培育公民意识最基本尧最
有效的途径遥 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学理论将

野基本权利冶称为野基本人权冶袁也就是说袁保障公民

的基本权利袁首先是要把他们当人看袁而人与动物

的重要区别是人有尊严遥 人的尊严有两大支柱院一
是平等观念袁二是经济利益遥 前者是精神的袁后者是

物质的袁但它们又不是纯粹的物质或精神袁而是相

互渗透袁相互交融袁相得益彰遥 因此袁保障农民的基

本权利也有两个基本维度院一是精神的袁即平等观

念的现实化曰二是物质的袁即经济利益的实现遥
平等权利被认为是人权的基础遥 而平等总是与

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遥 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

生存和发展遥 一方面袁没有自由尧平等作保证袁就谈不

上符合人的尊严尧本性的生存和发展袁也就谈不上

人权遥 另一方面袁自由尧平等是为人的生存和全面发

展服务的遥 总之袁平等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袁也是公

民存在的基础遥 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历史变革中袁平
等权在公民权利中的首要地位从未旁落遥 马克思主

义也一直主张人的平等权利遥 恩格斯指出袁野一切人袁
作为人来说袁都有某些共同点袁在这些共同点所及

的范围内袁他们是平等的袁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

古老的遥 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曰这种

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的这种共同特性中袁从人

就他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来的要求院一切

人袁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袁或一个社会的

一切成员袁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冶遥
相对平等是野自然而然的尧不言而喻的东西遥 冶[13]渊P109冤

所谓平等观念的现实化袁简单地说袁就是把平等观

念转化为平等权利并使之落在实处遥 我国现行宪法

规定袁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冶袁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冶袁野任何公民享有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袁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义务冶等等袁都是平等观念现实化的努力遥 之所以

说是野努力冶袁是因为这些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袁
关键在于落实遥 无论是乡村农民袁还是城市市民袁只
要是公民袁在制度面前都是平等的遥 当然袁平等只是

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袁从来没有绝对的平等遥 在社会

生活中袁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原因袁宪法保护的

平等权并不禁止袁也不可能完全禁止差别袁它承认

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差别遥 所谓野合理差别冶
指的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差别遥 但值得注意的是袁这
种野合理差别冶总是被滥用袁或者成为事实上不平等

的借口遥 不可否认袁农村和城市尧农民和市民之间是

有差别的袁 但这种差别不应该体现在基本权利方

面遥 这是与城镇化的宗旨相背离的遥 城镇化就是要

消灭这种差别袁实现相对意义上的公平选择和公平

发展遥
渊四冤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利益问题

农民的公民意识总是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的袁而这个野利益冶主要是指他们的经济利益遥 马克

思主义认为袁权利的产生尧实现和发展都必须以一

定社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袁野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

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

展冶遥 [20]经济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袁因为它直接

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存和发展遥 历史证明袁农民

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袁而农

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利益问题袁经济利益是农民

最基本的利益遥 如前所述袁改革开放以来袁在经济利

益问题上袁野最不利者冶当属农民和农民工遥 城镇化

建设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为代价袁而应该

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遥 这是城镇化的基本要

求袁否则城镇化就失去了意义遥 城镇化袁不是农民

野被城镇化冶袁必须是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袁而经济

利益的实现是其根本动力遥 城镇化过程实际上是农

民的经济利益实现的过程遥
当然袁平等权利的现实化和经济利益的实现都

与政治权利有关遥 长期以来袁农民的基本权利之所

以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袁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

缺失遥 政治权利的核心体现在农民与政府的互动关

系之中袁而这种互动关系是以农民对政府的理解为

转移的遥 农民对国家或政府的理解几乎完全建立在

感性的基础上袁现实得可怕袁但又合情合理遥 他们拒

绝空洞的尧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说教袁他们的所思所

想尧喜怒哀乐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遥 给他们一个与

城里人同工同酬的机会袁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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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曰帮他们讨回了拖欠的工资和解决他们子女上学

的困难袁他们会倍感温暖曰当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尊

重时袁他们会把政府当做自己的主心骨噎噎如果相

反袁他们会感到沮丧并失去与政府沟通的兴趣遥 所

以袁农民与政府的互动方式有信任与沟通尧不信任

与抵抗两种遥 这两种方式都以他们的利益是否实现

为前提遥 因此袁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袁关键在于政府

是否以农民为本袁以农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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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everal Problems of Human Urbanization

ZHANG San-yuan1, SU Zu-qin2
(1. College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urbanization is urbanization of human, therefore, urbanization must be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is no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economic growth, but human development. Farmer-oriented, bring substantial bene鄄
fits to farmers, is to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necessary requirement. The household as a symbol of i鄄
dentity transformation is only a formality, only improvement of farmers ability is the real meaning of urbanization. Through so鄄
cial security is important, full employment is fundamental, because onl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labor, farm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needs, and hav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self-esteem. Establish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hip to
develop is the main symbol of urbanization achiev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ed;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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