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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２０ 年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年ꎮ 今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ꎮ 对中华民族而

言ꎬ这是一个伟大的、空前的功绩和政德ꎮ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ꎬ“农本 / 农贫”的矛盾数千年来一直

未解决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ꎬ我们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ꎮ 自古以来ꎬ中国人民因贫困而辛勤的劳作ꎬ社稷国

家造福民众的理想ꎬ历代朝政治理农业的目标ꎬ都寓于致富之路与造福之理中ꎮ
〔关键词〕脱贫攻坚ꎻ农贫 / 致富ꎻ社稷 / 造福ꎻ田理 /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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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ꎬ
提出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ꎮ 具体任务是确保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ꎬ消除绝对贫困ꎬ
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ꎬ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ꎮ 今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ꎬ尽管我们遇到了新冠

疫情的重大考验ꎬ党中央脱贫攻坚的决策却没有

因此而改变和推迟ꎮ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ꎬ当
前ꎬ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

段ꎬ要采取有效措施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ꎬ确

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ꎮ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家ꎬ也是农业

贫困人口的大国ꎮ 自古以来ꎬ历代统治者无不标

榜“重农”ꎬ无不将“以农为正”作为首要政务ꎻ然
而ꎬ“重农”与“农贫”的历史矛盾一直存在ꎮ 务

农者大多沦为贫困者ꎬ农民成为社会上最贫困的

群体ꎮ〔１〕这也成了一个中式悖论ꎮ 何以越是“重
农”ꎬ越是“农贫”? 对此ꎬ学者们提出许多见解ꎬ
诸如“生存说”“道义说”“安全说”“剥削说”“环
境说”“衰退说” “内卷说”等等ꎮ〔２〕 按道理来说ꎬ
农业作为一种人类最为重要的生计产业ꎬ原本不

应出现这样的矛盾ꎬ从世界范围看ꎬ也没有“务农

必贫”的逻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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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重农”与“农贫”的原因是什么ꎬ这都

是历史的事实ꎻ无论解决“农贫”与实现“脱贫”
的任务有多么艰难ꎬ中国共产党都将这一中华民

族历史上最困难却最重大的“使命”担在肩上ꎮ
“脱贫”是一个数千年未能解决的难题ꎬ今年终

于可以得以解决ꎮ

二、农贫 /致富

“贫 /富”是社会评价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ꎮ
在当今世界的评价体系中ꎬ“发达国家 /欠发达国

家”是一个常见的分类概念ꎬ虽然在评价和评估

上有不完全相同的指标ꎬ但贫富差距必在其列ꎬ
而且是最重要的指标ꎮ 具体而言ꎬ发达国家与欠

发达国家的划分在经济学中有两个最常用的标

准ꎬ即 ＧＤＰ 和 ＧＮＩꎮ ＧＤＰ 指国内生产总值ꎬＧＮＩ
指国民总收入ꎮ 世界各国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

贫富状况ꎬ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级分类ꎬ具体的分

法并不完全统一ꎮ “贫 /富”作为一项指标ꎬ它是

一个过程性数据ꎬ不是一蹴而就的ꎬ这是容易理

解的ꎮ 以近者说ꎬ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ꎬ体现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 ＧＤＰ 和反映人民生活水平

的 ＧＮＩ 都大幅提升ꎮ 总体上说ꎬ“贫富”在数据

和数字上是一个对应的概念ꎬ表现为“贫 ± 富效

应”ꎬ即贫富是在一个整体体系中的相对概念ꎮ
无论是不同时段的历史比较(纵向)ꎬ不同国家、
地区的比较(横向)ꎬ还是不同语境、经济杠杆作

用(市场)等因素的影响ꎬ都决定了贫富的相对

性、正负价值的变化幅度ꎮ
虽然ꎬ“贫富”是一个国家和人民在特定历

史时段中发展实力的表现形态ꎬ在今天可以用数

据和数字加以衡量ꎬ但简单的数据和数字并不能

完全说明国家的“强大”和“影响力”ꎮ 比如少数

中东国家ꎬ若以石油经济的数字来计算和衡量ꎬ
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和那些老牌的欧洲

殖民主义国家皆无法与之相比ꎬ然而ꎬ前者并不

“强大”ꎬ整体上亦不具备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力”ꎬ至多在个别领域ꎬ比如石油产量和价格等方

面可以起到相对调节和制约作用ꎮ 历史上我国

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时期ꎬ唐代就是一个代表ꎬ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在世界各地ꎬ只要有中国人聚

集的街区就叫作“唐人街”ꎻ时至今日ꎬ华人华侨

仍有称自己为“唐人”的ꎬ比如在闽南语中ꎬ老一

辈的华人华侨就以“唐人”代表“华人”ꎮ 何故?
唐代强大、发达ꎬ世界公认ꎮ 这也告诉我们ꎬ我们

既要追求 ＧＤＰ 和 ＧＮＩꎬ更要追求“综合国力”ꎬ二
者虽相互关联ꎬ却非绝对说明ꎮ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ꎬ所谓“国情”ꎬ主
要指由传统延续至今的基本情况与特点ꎮ 中华

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ꎬ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

来历代帝王、政治家皆主张 “重农” 的原因ꎮ
“农”ꎬ简单地说ꎬ就是在土地上耕作ꎮ «说文解

字»:“农ꎬ耕也”ꎻ«广雅释诂三»:“农ꎬ耘也”ꎻ
«广雅 释诂三»: “农ꎬ勉也”ꎻ «汉书食货

志»:“辟土植谷曰农”ꎮ 概括上述四者:开辟土

地ꎬ辛勤耕耘ꎬ这就是“农”ꎮ 所谓“农耕文明”ꎬ
即以农为本的文明ꎮ «汉书文帝纪»:“农ꎬ天
下之大本也ꎮ”关于“农”的界说ꎬ总体上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ꎮ 广义的“农”ꎬ不仅包括人们所认

识的部分ꎬ诸如耕作驯养(耕植农作物ꎬ驯养牲

畜)ꎬ农桑协作 (男耕女织) 等ꎬ甚至还包括矿

业ꎮ〔３〕狭义的“农”ꎬ就是指种植农作物ꎮ
农耕以“土地”为根本ꎮ 故“农正—土地”构

成了“传统—正统”的历史叙事ꎮ 在中国ꎬ凡“正
统”者ꎬ皆需“正名”ꎮ 古代“圣王”的“正名”就与

“土”有关ꎬ比如“陶”ꎬ«说文解字»释:“陶ꎬ再成

丘也ꎬ在济阴ꎮ 从阜ꎬ匋声ꎮ”«夏书»曰:“东至于

陶丘ꎮ 陶丘有尧城ꎬ尧尝所居ꎬ故尧号陶唐氏ꎮ”
尧帝故为“陶唐氏”ꎮ 尧帝既是土之圣ꎬ又是陶

之祖ꎮ 古人称主天者为“神”ꎬ称主地者为“圣”ꎮ
«说文解字»:“圣ꎬ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ꎮ
从土从又ꎮ”于省吾则认为“圣”与“田” “垦”有

关ꎮ〔４〕显然ꎬ这是中国农本传统的缩影ꎮ 神农、
尧、舜等先祖皆为 “圣王”ꎮ “圣” 的合并字为

“聖”ꎬ即“圣—聖”的并转ꎮ “聖者”原先圣土而

后圣王ꎮ 也就是说ꎬ“农正”既有正统之名ꎬ先圣

之名ꎬ又是重土之实ꎬ务农之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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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说的是ꎬ在人类学的知识谱系中ꎬ“神
圣—世俗”是一组重要的概念ꎮ 不过ꎬ中西方在

认知上存在很大的差异ꎬ西方的“神圣—世俗”
是对峙性的:“人们把万事万物分成这样的两大

类或两个对立的群体ꎮ 它们一般是用两个相互

有别的术语来标志的ꎬ而这两个术语大多可以转

译为‘世俗’和‘神圣’ꎮ 由此世界划分为两个领

域ꎬ一个是神圣的事物ꎬ另一个则是世俗的ꎮ” 〔５〕

中国的情形则完全迥异ꎬ表现为“神圣—世俗”
同体ꎮ 比如在我国博物馆的“礼器专区”ꎬ那些

礼器中最重要的器件ꎬ如尊、鼎、爵等圣物ꎬ皆由

俗物饮食器转变而来ꎮ “俗”从“欲”ꎬ与祭祀祖

先和神圣有关ꎬ〔６〕也与食用祭品有关ꎮ 在传统的

乡土社会中ꎬ特别是与农耕相关的重要民俗活

动ꎬ大多都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民俗节庆与仪

礼ꎬ表现出“神圣—世俗”同置同构的形制ꎮ 世

俗可以转化成为神圣ꎬ平凡亦可转变成为非凡ꎮ
这种文化特性成为全世界独特的现象ꎮ

也就是说ꎬ在中国ꎬ“重农”是一个“神圣—
世俗”并置的历史情结ꎮ 具体而言ꎬ国家的重大

政务为“农本—致富”ꎬ这一既圣且俗的“情结”
一直贯穿在整个文明史中ꎮ 从夏商周ꎬ春秋战

国ꎬ秦朝汉代ꎬ一直到清末ꎬ无论各个朝代的“皇
历”如何变化、如何计算ꎻ无论各代帝王有何不

同ꎬ帝王的族属有何差异(元代、清代非汉族统

治)ꎬ唯一一致的是都“重农”ꎮ 具体而论ꎬ从春

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孔子、墨子、商鞅、孟子、庄
子、荀子、韩非子ꎬ一路而下ꎬ直到现当代的所有

领袖们无不强调“农本”ꎮ 在“农本”的基础上与

之相关的思想学说也呈“百家争鸣”之态势:有
“固本论” “农战论” “恒产论” “强本论” “务本

论”“贵粟论” “兼并论” “抑兼并论” “井田论”
“农正论” “王田论” “均田论” “限田论” “平赋

论”“减租论” “农宗论” “垦殖论” “水利论” “惜
农论”“悲佃论” “养民论” “土地民有论” “农学

论”“富民论” “公农论”等ꎮ〔７〕 然而ꎬ历史似乎开

了一个大玩笑ꎬ与“重农”相伴随ꎬ“农贫”的历史

情状却一直未能根本改变ꎮ

西方学者对我国农贫问题的评说也很多ꎬ总
体上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ꎬ简单地说ꎬ就是

农民的收入降低至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

需的程度”ꎮ〔８〕对于中国农民的贫困化问题ꎬ主要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可称之为“剥削”派ꎬ认
为历代统治者对农民的各种苛赋税役太多ꎬ致使

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中ꎻ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人口

过剩”和“技术落后”等导致农民贫困ꎮ 此外还

有诸如“天灾人祸”等问题ꎮ〔９〕 无论中外帝王、政
客、贤达、士绅、文人对“农贫”问题如何认识、如
何分析、如何建议ꎬ这一历史、社会现象却未能根

本改观ꎮ
概而言之ꎬ“农贫”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

个没能解决的难题ꎬ也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独

特的现象ꎻ“致富”作为国家和历史的目标ꎬ我国

历代君王、朝代都没能真正达到、实现ꎬ如今ꎬ中
国共产党达到了、实现了ꎮ

三、社稷 /造福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ꎬ古代把“国家”称为

“社稷”ꎮ “社稷”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国家的

政治性指代(泛指)ꎻ二是特定农业的现象性结

构(特指)ꎮ 具体地说ꎬ“社”即崇拜和祭祀土地

神ꎻ“稷”即粮食的总称(谷神)ꎮ 直观地看ꎬ土地

生长粮食ꎬ其实就是“社稷”的照相ꎮ “社”原本

是土地伦理的产物ꎬ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和文

化的建构ꎮ 众所周知ꎬ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为“天
时地利人和”ꎬ即天地人和谐一体ꎮ “天父”
(祖)、“地母”(社)在“人化”建构中有天地阴阳

和谐之义ꎮ 而“后土”具有生产、生殖的意味和

功能ꎬ即以土地为崇拜对象ꎮ 封土为社ꎬ故变名

谓之“社”ꎬ利于众土也(«白虎通社稷»)ꎬ表明

国家之重务:祭土(社)、产粮(稷)ꎮ 没有土地ꎬ
没有粮食ꎬ遑论其他诸事ꎬ是亦为社稷的表述(本
义)与政务(农正)ꎮ

“社”即重土、祭土ꎮ 对于农耕而言ꎬ土特指

“田”ꎮ «尔雅»释:“土ꎬ田也ꎮ”农业重于田ꎬ人民

依靠田ꎮ 对于农家而言ꎬ实现致富梦想的终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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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就是耕田种地ꎬ这也是农民的本分、本色与本

业ꎮ 农民若不富裕ꎬ国家便不能强盛ꎬ这也是中

国的道理ꎮ 对于人民来说ꎬ种田致富ꎬ便是“幸
福”ꎮ «礼记郊特牲»曰:“富也者ꎬ福也ꎮ” 〔１０〕

“田—富—福”是连贯性的ꎮ «齐民要术»首章名

为“耕田第一”ꎮ 刘熙«释名»曰:“田ꎬ填也ꎬ五谷

填满其中ꎮ” 〔１１〕 也就是说ꎬ粮仓备足了ꎬ就富裕

了ꎮ «说文解字»释:“富ꎬ备也ꎮ 一曰厚ꎮ” 〔１２〕 无

论“富” “备” “福”等皆从田ꎬ说的都是田—粮ꎮ
也就是说ꎬ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ꎬ人们对“富裕”
“幸福” 的期待与追求皆在农耕 “初心” 之中ꎮ
“田”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ꎬ所以ꎬ致富—造福是

一致的ꎮ 今天ꎬ“脱贫致富”与“造福人民”其实

是同一个目标ꎬ因为ꎬ它们都从“田”来ꎮ
何以“田”足以致富? 道理很简单:田地生

长粮食ꎬ就是“稷”ꎮ «说文解字»释:“稷ꎬ齌也ꎮ
五谷之长ꎮ”“稷”的本义既有农夫在水田里倒退

着插秧ꎬ又有祭祀谷神、感恩粮食、祝祷五谷生长

等综合涵义ꎮ 据学者考述:“从原始农业时代中

期起ꎬ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ꎬ是北方人民最大众

化的粮食ꎮ 粟的别名为稷ꎬ用以称呼农神和农

官ꎬ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ꎮ” 〔１３〕

稷ꎬ甲骨文 ꎬ即 (禾ꎬ稻谷)加上 (兄ꎬ即“祝”ꎬ
祭祀祝祷)ꎬ表示以粮食祭祀祝祷ꎮ 古人在播种、
插秧季节ꎬ为谷(穀) 神举行祭祀仪式ꎬ感恩地

神、谷神赐予粮食ꎬ祝祷风调雨顺ꎬ五谷生长ꎮ
“稷”从“禾”ꎻ禾ꎬ甲骨文 像垂穗的庄稼ꎬ

“木”形 代表植物ꎬ植物末梢上是下垂的穗子 ꎮ

有的甲骨文 将下垂的穗子形象 简化成一曲

笔ꎮ «甲骨文字典»释之:“象禾苗之形ꎬ上象禾

穗与叶ꎬ下象茎与根ꎮ” 〔１４〕 由于粮食之于生计的

重要性ꎬ故被赋予美好的意思ꎬ中国古代将禾谷

称为“嘉谷”ꎬ如«生民»中有“天降嘉谷”ꎮ “嘉
禾”的最早出处为«归禾»ꎮ〔１５〕 «说文解字»言:
“禾ꎬ嘉谷也ꎬ二月始生ꎬ八月而孰ꎬ得时之中ꎬ故
谓之禾ꎮ”古代农书皆沿袭此义ꎬ贾思勰在«齐民

要术»中续之ꎮ〔１６〕也就是说ꎬ“社稷”之“社”是祭

祀土地ꎬ“稷”则是以美食祭祀天帝ꎮ 中国是一

个礼仪之邦ꎬ“国之大事ꎬ在祀与戎” («左传»)ꎮ
“祀”在甲骨文中形似人举子之形ꎬ子即祭祀中

象征神主之小儿ꎮ〔１７〕

祭祀以“禾”最为常见ꎮ “禾”祭天ꎬ其中不

独为天神、天象、天子诸义ꎬ至为重要的是“天时

地利人和”之“天时”ꎮ “天时”需与“地利” “人
和”相配合ꎮ “利”与“和”皆从“禾”ꎬ此外ꎬ“年”
“种”“税”“私” “秩” “科” “秀”等亦都从“禾”ꎬ
可知它们与农耕文明的关系密切ꎮ 我国第一个

封建王朝为“秦”ꎬ“秦”亦从“禾”ꎮ “天时地利”
的关系ꎬ主要表现在天管时、地管辰ꎻ“时辰”原

是“天时与地辰”的缩本ꎬ亦为天干地支的简本ꎮ
总之ꎬ没有“天时”ꎬ无以“地利”ꎮ 二十四节气就

是天时与地辰的农耕指南ꎬ它的形成过程ꎬ是中

国古人立足于土地对于太阳周年运行规律的不

断演化过程ꎮ〔１８〕具体而言ꎬ就是农业是根据农时

而作ꎮ “时”由天管ꎬ“利”由地管ꎮ 这也是为什

么历代帝王在举行重大国家祭仪时ꎬ都有祈求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句式ꎮ
农业生产的周期原则上是以“年”计算ꎬ所

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或春生、夏长、秋收、冬
藏)ꎬ即表现为以“年”为单位ꎬ———既是四季总

括(天时)ꎬ又是禾谷生长的情状(地利)ꎮ 古代

的“年”是根据天时与地利的协作配合而产生

的ꎬ其基本的结构因素之一是农作物ꎮ 甲骨文

“年”属“禾族”ꎬ甲骨文 即 (禾ꎬ借代谷物) 加

(人ꎬ农人)ꎬ表示农人载谷而归ꎮ 造字本义:将
收成的谷物搬运回家ꎮ “年”古时亦写作“秊”ꎬ
«说文解字»:“秊ꎬ谷孰也ꎮ 从禾ꎬ千声ꎮ «春秋

传»曰:‘大有秊’ꎮ”意思是说ꎬ“年”指的是禾谷

成熟ꎮ 字形采用“禾”为边旁ꎬ“千”是声旁ꎮ «春
秋传»上说:“大有收成ꎮ”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

而言ꎬ“年”也成了“天时—地利”的合成ꎬ———既

有“时”的意思ꎬ又有“利”的意思ꎮ
有“天时地利”ꎬ于是才有“人和”ꎬ“和”亦与

“禾”有涉ꎮ “禾”耕作于土地ꎬ农耕之本在乎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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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故为关键ꎮ 我们今天所说的“和”(和谐、
和平等)皆由“和土—嘉禾”而源出ꎬ其逻辑是:
没有“和土”ꎬ便无“嘉禾”ꎻ没有“嘉禾”ꎬ便无“中
和”ꎻ没有“中和”ꎬ便无“人和”ꎻ没有“人和”ꎬ便
无“祥和”ꎮ “和”从禾ꎬ“和”与“禾”同音ꎬ从口ꎮ
“口”为 ꎬ置有向神祷告的祷辞的祝咒之器ꎮ 两

个禾———“秝”ꎬ义示军门ꎮ 作为会意字ꎬ“和”有
和平、缓和之义ꎮ 在殷商卜辞里ꎬ“禾”与“年”交
替使用ꎬ可知“年”的计量以“禾”为据ꎬ祈求丰

年、韶年ꎮ 作为意义的延伸ꎬ“和”在中国的道德

哲学中到达最高的境界ꎮ «中庸»云:“和也者ꎬ
天下之达道也ꎮ” “和”故被示为最高的德行ꎮ〔１９〕

今日“和谐社会”之主张ꎬ正是人类所欲追求的

目标ꎮ 从这一个关系链中ꎬ我们仿佛看到了田地

的谷物ꎬ由作为祭神之圣物ꎬ成为和平的礼物ꎬ进
而到达天物ꎻ真乃“齐物”也ꎮ〔２０〕如此看来ꎬ“天时

地利人和”皆与粮食有关ꎮ 如此ꎬ国家“社稷”与
“造福”人民也就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ꎮ

概而言之ꎬ中国的“社稷”不仅仅是一个古

代称谓ꎬ它还昭示了农作的基理ꎬ以祥和为社会

的理想ꎬ以富裕为人民的福祉ꎮ 它们皆为农本的

产物ꎮ

四、田理 /治理

在我国ꎬ历朝历代皆以“田”为“政”ꎮ «管子
八观»之“首观”便是看农田ꎬ其曰:“行其田野ꎬ
视其耕芸ꎬ计其农事ꎬ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ꎮ” 〔２１〕

“观田”便知国事ꎬ“田势”乃“国政”也ꎮ 在管理

上ꎬ古代的“农政” 之要务ꎬ就是通过田地的大

小、土壤等级的高低ꎬ以及农户的农作情形实行

税收ꎮ “税”者从“禾”ꎮ 文字学的税为“禾族”ꎮ

即 (禾ꎬ庄稼、谷物)加上 (兑ꎬ对换)ꎬ造字本

义为用谷物兑租赋ꎮ «说文解字»:“税ꎬ田租ꎮ
字形采用‘禾’作边旁ꎬ‘兑’是声旁ꎮ”按今天的

说法ꎬ即用禾谷兑换田赋ꎮ 虽然古代的税制在不

同的朝代有所不同ꎬ但以“户—人—地” (即根据

农户的人数、劳动力的数量与土地的关系)为计

量则基本不变ꎮ １９７３ 年ꎬ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

出土了一批汉墓ꎬ其中有一些关于佃农农田规模

情况的简牍ꎬ按当时的情形ꎬ每户平均农作规模

为 ２０ 亩到 ３０ 亩ꎬ每人 ５ 亩到 ７. ５ 亩ꎬ或者每个

劳动力６. ６亩至 １０ 亩ꎮ〔２２〕 这种以“户—人—地”
为计量的税收ꎬ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田赋ꎮ〔２３〕

农耕社会的根本是人与土地的结合ꎬ具体表

现为“田—里—理”的关系ꎮ “田”强调土地生长

粮食(土地粮食)ꎻ“里”突出人与土(佃)、人与人

的居住关系ꎻ“理”在此则旨在凸显对“田—里”
的管理和治理ꎮ 三者皆由 “田” 来ꎮ 如果说ꎬ
“田”侧重于地物ꎬ“里”则侧重于人群与土地的

经营和存续关系ꎮ «说文解字»:“里ꎬ居也ꎮ 从

田从土ꎮ 凡里之属皆从里ꎮ”在中国古代ꎬ“里”
既是人居计量单位ꎬ也是行政治理单位ꎮ 虽在不

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记录中有所出入ꎬ但通常

所知一里约八十户ꎮ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一里八十户ꎮ” «论语譔考文»:“古者七十二

家为里ꎮ”«管子度地»:“百家为里ꎮ” 一家一

户以田为界ꎬ故“里”也成了以田为邻的计量转

喻———“邻里”ꎮ «尚书大传»:“八家为邻ꎬ三邻

为朋ꎬ三朋为里ꎮ”
在此ꎬ“里”讲究人与土地三重计量:１. 田地

的计量ꎻ２. 人居的计量ꎻ３. 人与土地的计量ꎮ 我

们通常所说的“一亩三分地”指的就是人所拥有

的土地ꎬ后来转喻为只顾个人利益ꎮ 而如果

“里”侧重于上述的关系ꎬ那么ꎬ在农田劳作的劳

力便成为关键ꎮ 这涉及到家庭分工和社会治理

问题ꎮ 众所周知ꎬ传统的农业属于小农经济ꎬ自
给自足ꎬ其家庭分工为“男耕女织”ꎮ 民间故事

中的“牛郎织女”不啻为这种家庭分工的照相ꎮ
所以ꎬ在田里干活的主要是男人ꎮ “男”ꎬ甲骨文

ꎬ即 (田ꎬ田野、庄稼地)加 (力ꎬ体力)ꎬ表示

种地的劳力ꎬ即在田间出力务农的劳动者ꎮ «说
文解字»:“男ꎬ丈夫也ꎮ 从田ꎬ从力ꎮ 言男用力

于田也ꎮ 凡男之属皆从男ꎮ”于省吾考察了“男”
的各种语义及演变ꎬ认为:“男字的造字起源ꎬ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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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古代劳动人民的从事农田耕作ꎬ关系重要ꎮ”
只是“男”本该是左田右力ꎬ而不是上田下力的

造字结构ꎮ〔２４〕这里要稍作说明ꎬ“男耕女织”中的

“耕织”皆属于农的范畴ꎮ 所以ꎬ古时候历代农

书中ꎬ“农桑”都是通缀的ꎬ比如ꎬ王祯«农书»即

以“农桑通诀”贯通之:“«农谱»有蚕事者ꎬ盖农

桑衣食之本ꎬ不可偏废ꎮ” 〔２５〕 换言之ꎬ“桑(织)”
亦为农ꎮ 而男耕女织只是强调家庭的分工ꎬ男主

外ꎬ女主内ꎮ
有劳动有收成ꎬ但收成多少与富裕并不能形

成直接关系ꎬ而是涉及“税”与“利”的关系ꎬ因为

利税、利率、利禄、利润等都是连在一起的利益和

利害问题ꎮ “利”既包括“利”从何来、“利”的计

算ꎬ也包括“利”的归属ꎮ 在中国ꎬ“利”从“农”
来ꎮ 从文字上看ꎬ “利” 为地部植物篇禾族ꎮ

“利”ꎬ甲骨文 ꎬ等于 (禾ꎬ庄稼)加上 (刀)ꎬ像
是用刀收割庄稼ꎬ镰刀( )与庄稼( )之间的两

点( )ꎬ表示振落的庄稼籽实ꎮ 造字本义为用快

刀收割庄稼ꎮ «说文解字»:“利ꎬ铦也ꎮ 从刀ꎮ
和然后利ꎬ从和省ꎮ”也就是说ꎬ“利”的原像就是

从田里收成的庄稼ꎮ 收成好ꎬ就利多ꎻ收成不好ꎬ
就利少ꎻ绝收就无利ꎮ “利”既表现为收获的多

少ꎬ也表现为分配ꎻ这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关键ꎬ即
利税的分配问题ꎮ 其实ꎬ历史上说“剥削”农民ꎬ
主要是指给农民的“利益”太少ꎬ“税收”太多ꎮ
所谓“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就是形容

这种情形ꎮ 所以ꎬ“脱贫”的关键在于:将最大的

“利益”留给农民ꎮ 这是“田理”与“治理”的核心

所在ꎮ
我国古代的税制还涉及“交税”的差异和方

式ꎮ 虽然在历史发现中ꎬ交税的方式发生了巨大

的变迁ꎬ但“原型”却与地理政治学有涉ꎮ “中

国”的原型与“贡”有关ꎬ我国第一部地理著作名

为«禹贡»(«尚书禹贡»)ꎮ 说是大禹治水ꎬ疏
通九州ꎬ建立“中邦—五服”之形貌ꎬ即以“王畿”
(帝都)为中心ꎬ按照东西南北中的“五方”ꎬ以两

千五百里为方圆ꎬ每五百里为一 “服”ꎬ共 “五

服”ꎮ “贡”就是提供粮食ꎬ“服”就是提供服务ꎮ
具体说ꎬ即以“粮食”作为贡献来提供服务———
贡献服务ꎮ «尚书禹贡»载:“五百里甸服:百
里赋纳总ꎬ二百里纳铚ꎬ三百里纳秸服ꎬ四百里

粟ꎬ五百里米ꎮ”白话表述为:王城一百里区域范

围ꎬ上交连穗带秸的粮食为税ꎻ方圆二百里的只

缴禾穗ꎬ秸秆就不要了ꎻ三百里范围的缴纳去了

秸芒的穗ꎻ四百里范围的缴纳带壳的谷粒ꎻ五百

里内的缴纳去了壳的米粒ꎮ〔２６〕 这一段话包含三

个重要信息:所谓甸服ꎬ就是天子的粮仓ꎻ所谓纳

税ꎬ就是上交粮食ꎻ所谓“五服”ꎬ就是根据地理

的远近ꎬ缴纳“粗细”不同的粮食ꎮ
也就是说ꎬ我国古代传统的治理体系是建立

在田地与劳作的基础之上ꎬ形成了历史上国家以

田地和沟洫为基础的计量和管理制度ꎬ即所谓的

“疆理体系”ꎬ并以此为依据建立疆界ꎮ 所以ꎬ中
国古代版图的基本构造形式即以田畴为范式的

“疆界”ꎮ〔２７〕 “疆” “界”皆从“田”ꎮ〔２８〕 管理上ꎬ古
代的井田制度一直作为理想的样板ꎮ 学术界虽

然对于“井田制”是否在历史上真正地实行过存

有争议ꎬ此不赘ꎮ 但对土地的管理ꎬ“田”不仅是

就农耕农作而言ꎬ如佃、亩、畋、甸、畿、畴等ꎻ也是

对家庭和群体的认定和治理ꎬ包括邻里、田邑形

制ꎬ〔２９〕基层管理(国家下派、下设)制度的里甲、
保甲等ꎮ

概而言之ꎬ我国古代的“田理—治理”是一

体的ꎬ宇宙观(天圆地方)、政治制度(井田制)、
城乡形制(城邑—国家)、管理制度(里甲制度)、
乡村聚落(邻里关系)等一并囊括ꎮ

五、结　 语

中华文明本质上属于农耕文明ꎬ“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 («易经乾卦»)ꎮ 国家以“造福人

民”与“民富国强”作为追求目标ꎻ“福”“富”皆产

生于“田”ꎮ 这就是传统社稷“以农为本(农本)”
的真实描述ꎮ 可是ꎬ历史上无论对“农本”如何重

复和强调ꎬ仍无妨于“农贫”的滋长和蔓延ꎬ———我

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农—贫”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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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颇令人费解ꎬ因为迄今为止ꎬ尚无任何一个行

业、工作可以替代农业ꎬ也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和

工作可以完全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果腹ꎮ 所以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理论

家有胆量作出这样的定论:务农必贫ꎮ 然而ꎬ残
酷的事实是:“农贫”一直历史地存在着ꎮ 从这

个意义上说ꎬ２０２０ 年党中央“脱贫攻坚”的“收
官”ꎬ将意味着中国农贫问题的整体解决ꎮ 笔者

认为ꎬ“脱贫攻坚”与以往的其他任何“行动”“运
动”ꎬ诸如“退耕还林”“城镇化”“美丽乡村”等都

不一样ꎬ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的

成就:中国根本性地解决了农贫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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