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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对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一般特点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农民家庭收

入、
其对土地功能的不同理解以及非农收入等方面对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影响，
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民；
土地流转；心理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０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０ 前言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 ７３４８（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０９２－ ０３

本情况如表 １。

调查中，笔者还辅以小样本深度访谈，从而
加深了对农地流转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的背

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是解决我国

景资料。

目前面临的土地“碎裂化”的有效途径，它对
加速农业产业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

２

农村土地集约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

２．１

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一般特点
农民对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普遍赞同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按市场

民收入等都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土地流
转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热

配置土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点问题，学者已对土地流转的必然性、土地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直接影响农业资金与农

流转的形式和特点、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以及

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加速农业产业化，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多学科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地的集约化利用

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研

和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由于经济的快速发

究大多是从宏观层次上，运用定性的方法，

展和改革的持续深入，原来土地分户经营所

而对土地流转微观主体的农民进行定量研

导致的土地“碎裂化”问题进一步显现，而解

究还非常少，尤其对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

决的办法只能是建立合乎市场要求和农民

的心理层面研究还完全没有涉及，而行为是

意愿的土地流转模式和流转机制，也就是农

心理的外在表现。对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研

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即农民在“自愿、依

究将有助于把握其行为取向，从而更好地推

法、有偿”原则下进行土地交易，从而实现土

动和规范土地流转。因此对农民土地流转心

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本调查采用多段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对这种土地使

论与现实意义。

合的方法，从湖北、湖南两省中随机选取 １２

用权的市场化流转普遍赞同。他们认为，使

１ 调查与数据

个村落进行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 份，

用权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由于坚持土地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４４８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前提，对农民的既得利

８８．１６％。问卷主要涉及以下 ３ 个方面：①被

益并不构成威胁，它既能保证农民的土地承

调查者的基本情况；②农民土地流转的基本

包权，又能通过土地流转减轻农民的负担、

心理状况；③农民土地流转中的冲突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和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外流等

理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具有重要的理

本研究采取结构式问卷与访谈法收集
数据资料，并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被调查者的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１０－ 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０４ＢＳＨ０３２）
作者简介：舒田（１９８１－ ），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研究生；钟涨宝（１９６３－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博士、博士生导师；
青平（１９６８－ ），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生，硕士生导师。

９２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区域科技·经济·社会

多种问题。
２．２

合计占了调查总数的 ５１．３％。土地流转过程

确定性。这都提高了土地流转的风险，增加

农民土地流转行为动机选择的双重性

中出现明显的“亲族化”现象，使得土地流转

了土地流转的成本，严重影响了土地流转的

韦伯认为人类行为是由两个因素组成

并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土地作为一种资

规模、速度和效益，不利于土地的优化配置，

的：利益和社会关系，他认为“不是思想，而

源并不是在市场上自由地流动。在父母子

也为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获利带来了很大

是物质和合理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

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之间，土地流转的发

障碍。经验证明，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

［１］

。然而，由
“思想”创造出来的“现实形象”常

生更多带有帮忙的性质，他们对土地流转过

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土地流转

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

程中的经济利益得失考虑会少很多。在土地

过程中的中介组织是指土地流转过程中孕

被利益推动着。”也就是说作为推动人们行

流转动因调查中，
１４．３％的人就认为他们转

育出来的，将农地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联

为直接原因的动机，既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

入土地主要是为了帮助亲友，３９．９％的被调

结起来的中介组织，它在农地的供给主体和

性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土地流转过程中的

查者选择了“谁愿意耕种就给谁”
，而选择

需求主体之间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３］。

—农民时，既要把他们看成理性
行为主体——

“村委会说给谁就给谁”
的占 ８．８％。

由于其较高的专业性和组织性，这使它能够
广泛地收集和发布土地信息，调节土地流转

的个体，
又要把他们看成社会的一部分。

中的纠纷，从而更好地保障土地所有者、承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就发现，农民土地

包者和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

流转的行为动机是社会性和理性的混合体。
一方面，现代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说仍是一个

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低信任文化国

“礼俗社会”，农村就更是如此。农村初级社

家，社会中间组织不发达。在社会形态上近

会关系极端发达，这就意味着促成农民进行

—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
似于“马鞍型”
——

土地流转的动机就带有浓厚的社会性，传统

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 （福山，

的伦理关系、人情关系和风俗习惯在土地流

２００１）。这种文化和社会结构阻碍社会中间组

转中发挥着重要协调作用。而只有在这种结

造成这种土地流转对象“亲族化”的原

织发展壮大具体到土地流转上，就是土地流

构背景下，农民才能贯彻他的理性意志，实

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

转中介组织无论在发展规模还是水平上都

现土地流转的利益最大化。数据显示 （见表

不能忽视。一方面，这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

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土地流转需要，农民土地

２）：从需求方看，转入土地的主要原因是增加

信息流通机制有关，即由于缺乏统一有效的

流转只能存在于原子化了的个体中，社会中

收入，其次是家中劳动力过剩，再其次是帮

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转的信息处于一个封

介组织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没有发挥它们应

助亲戚、朋友。从供给方看，转出土地的首要

闭的状态，土地转出者与土地转入者之间的

有的推进作用。在本次调查中，笔者也深深

原因是通过土地流转保留其对土地的承包

信息无法沟通，土地流转的信息只得以亲

感受到了这点。被访农民大多对土地流转中

权，其次是家人外出打工孩子分家而分地也

友、邻居、熟人网络进行传播，而处于该网络

介组织感到陌生。在问及“什么组织为你土

占有一定的比率。这就说明，一方面，
土地流

中的成员就率先得到了信息。另一方面，是

地流转提供信息、合同谈判帮助等”时，

转的根本内驱力是经济动因。无论对于转入

由于文化的影响。美国学者福山曾按文化因

５９．１％的农民说没有，只有 １０％的农民说乡

方还是转出方来说，土地能够流转都是因为

素把信任划分为高信任文化和低信任文化，

村基层政权有过一定程度的帮助。然而由基

能够给他们带来实惠，这种市场化的交易能

并认为，低信任的社会指存在于血亲关系的

层政权充当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带来许

够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这就是行为动因的

社会，中国就属于这种低信任社会 。低信任

多的问题，基层政权的行政性，使它充当土

经济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土地流转

社会本质上也就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之

地流转中介组织无论是精力还是能力都有

动因又具有社会性，无论是对于转出还是转

中，资源的分配同样是存在着“差序格局”
，

缺陷，
还容易滋生腐败，
很难令农民满意。因

入方（转入方的劳动力过剩，帮助亲友；转出

即土地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和生

此，有必要建立土地流转的行业组织，为农

方的外出打工人力不够）。

存发展手段，与土地转出者关系亲密的人优

民土地流转提供更多土地测量评级、农地估

先取得转入的权利。熟人

价、土地供需信息、合同谈判、冲突解决帮

社会的这种低信任也严重

助。

阻碍土地在非亲友间的自

３ 影响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主要因
素分析

［２］

由流转。
２．４

农民对土地流转中

介组织的期盼

土地流转是由土地内在经济规律所决

农民是土地流转的行

定的。在当代中国，土地承载的社会功能没

农民土地流转对象选择的“亲族化”倾

为主体，这是他们能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获

有变。作为土地流转行为主体的农民，他们

利的前提。但是由于农产经营的极端分散

一方面作为行为的主体，独立地、理性地对

从调查数据来看（表 ３），首先，土地流转

化、土地流转信息收集和拥有的困难、土地

土地流转采取决策，然而，他们的这种土地

对象选择以亲戚、
邻居、
朋友为主。他们三者

流转中双方利益的分歧以及合同执行的不

流转决策又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也就是

２．３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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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还是

尤其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土地承载的经

有社会性，这使得土地流转行为不仅仅受到

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农民自身的收入、

济功能就更弱。因此，农民越认同土地的生

市场规则制约，传统的人情、伦理关系也对

教育等因素及客观社会结构如非农收入、土

存保障功能，
他们的土地流转意愿就越弱。

他们的土地流转行为发生大的影响。

在调查结果中笔者就发现，
６０％左右的

地功能将成为制约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主
要因素。
３．１

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土地流转心

理的影响
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农

造成了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在土地流转

存的基础”
，而这种对土地生存保障功能越

信息传达，土地流转双方利益分歧调节等方

强调的农民，他们越把土地看作他们生存的

面的缺失。这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土地流转过

根基，对土地的依附力也越强，很少会有土

程中冲突的爆发机率和土地流转的“亲族

民家庭经济状况必将对农民土地流转心理

地流转的意愿。认同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化”
现象。因此，
为中介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

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对于中西部地区

是生存的基础”的农民只有 １５．９％的人愿意

社会环境，积极引导和鼓励农地流转中介组
织的发展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的农民，他们的经济状况越好，他们外出打

转让自己的土地就说明了这点。因此，不断

工和搞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机率就越大。因

地从制度上完善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而，他们的土地流转愿望就应该越强烈。而

加速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把农民从土地上解

健全，土地为农民不仅提供经济功能，还是

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农民，他们的传统意

放出来对加速土地流转速度有极大的促进

其生存的基础。因此，经济利益最大并不是

识比较强烈，有着浓厚的恋家和恋土情结，

作用。

影响农民土地流转的唯一因素，无论是土地

不愿意离开自己耕种的土地，而在农业生产

３．３

上，他们大多走粗放型经营模式，土地流转

（４）由于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

非农收入对农民土地流转心理的影响

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

“推拉理论”在解释农民土地流转意愿

都对土地流转发挥作用。通过不断地弱化土

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根据该理论，
农民是

地社保功能，大力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完

本次调查是否支持以上假设呢？表 ４ 反

否流转土地是由使得农民拒绝土地流转的

善农村社会保障来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

映了农民家庭经济状况与农民土地流转意

“推力”与促进农民流转土地的“拉力”共同

愿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状况在较

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农民对土地流转行为

好等级以上的农户，他们愿意把自己家庭承

经济后果的测算。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民来

包的土地转让给其他人的比例要远高于不

说，由于农业收入比较少，农民非农收入成

愿意把自己家庭承包的土地转让给他人的

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把土地流转出

比例。卡方检验数据也显示农民家庭经济状

去的“拉力”
大于
“推力”
。调查数据也支持这

况对其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强的影响力。

个观点。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

意愿不强烈。

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与农民
的非农收入存在着很强的关
系。那就是农民越从事非农产
业，他们转让土地的意愿也就
越强。从事工商业的农民
７９．１％愿意转出自己的土地，
从事养殖业的农民 ６２．８％ 愿
３．２

对土地功能的不同理解对农民土地流

转心理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土地对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
是基本的生活资料，还是发展资料。因此，
作

意转出自己的土地，而以种植业为主要职业
的农民，他们愿意转让自己土地的仅仅只有
３１．７％。

４

结论与建议

为理性个体的农民，他们的土地流转意愿会

（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机制得到了农村

受到他们对土地功能定义的强烈影响。笔者

农民的普遍支持。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

认为，当前土地承载的功能主要还是两方

是解决我国目前土地“碎裂化”的有效途径，

面：一方面，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人们耕

它对加速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村土地集约化

种土地可以获得生存必需的粮、油，也可应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作用。但

付一些基本的突发性破坏事件 （疾病、失业

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力还很不足，流

等）；另一方面，也就是把土地作为一个平台，

转机制不健全，这都需要很好地培育和强

走产业化、规模化和特色化农业发展之路。

化。

但是，相对来说，农业始终是一个弱质产业，

９４

（３）
由于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缺乏，

被调查者认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生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２）农民土地流转动机既具有理性也具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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