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
利益满足分析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高 斐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利益的满足息息相关，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构成一

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挥作用，其中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

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 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 文

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政治认同

达到一次高峰，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

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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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一直是理论研

究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农民在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关乎中国的政治

稳定和政治发展。而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核心要

素是利益，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选择更多

是基于对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考量。当前农村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归根

结底都与农民的利益问题息息相关。本文尝试从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个层面对影响政

治认同的利益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利益满足: 政治认同的根本动因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思想’一旦离开‘利

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人们的一切思想

和行为都可以从其与利益的关系中找到原因。政

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

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
治评价、政治行为等要素，是一个从意识层面的心

理归属到实践层面的行为支持的演化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利益发挥着支配和主导作用，人们政治

心理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产生来自于人们的利益

需求。
利益按照客观内容可以分为经济利益、政治

利益、文化利益等，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共同对政治认同发挥影响作用。
第一，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

响政治认同的状态，即“认同”还是“不认同”。经

济利益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满足人们经济需

要的生产成果，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

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切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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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所有社会意

识形态的决定力量和最终源泉。恩格斯曾指出马

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们首先必

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
宗教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

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

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

由此可见，物质生活资料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改善经济生活条件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目

的。他进一步指出: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

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

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

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

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

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④。也就是说，获取经济

利益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本动机和根本目

的，经济利益的满足是建立政治认同的必要前提，

只有经济利益得到满足，才能建立起“认同”，而

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则会引发“不认同”，表现为

对政治体系的负面评价和不支持，甚至是抵抗。
但经济利益的满足不是政治认同的充分条件，并

非经济利益满足的程度越高政治认同度就越高，

政治认同度的提高还需要其他层次的利益满足。
第二，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

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即“积极认同”还是“消

极认同”。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

的过程中需要以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为保障，

就产生了政治需要，“人们的政治需要通过一定

的政治活动，经过一定的政治关系的过滤最终得

到满足，这就是政治利益，政治利益体现了一定的

政治关系”⑤。政治利益的获取过程是一个提高

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度的过程，也是增进对

政治系统的了解和信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

的民主意识和所获取的民主权利是政治意识健康

发展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必要条件，有利

于形成“积极认同”，即认同主体发自内心而自觉

产生的认同。当政治利益不能得到很好满足的时

候只能形成基于制度等外力作用下的“消极认

同”，即“不情愿的或不自觉的顺从”。⑥

第三，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

响政治认同的内容，即“理性认同”还是“盲目认

同”。文化利益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位置，文化利益的实现可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

平和能力素质，丰富人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世界。
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文化程度高的人，政治知识

更加丰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主体意识更

强，对政治体系更能形成比较客观的评价和正确

的态度，从而形成理性认同，即经过理性思考与判

断而形成的内容合理健康的认同，一般是积极主

动的认同。⑦而文化程度低的人由于认知能力有

限，一般容易产生盲目认同，即认同主体自身没有

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具有盲从性。因此，

文化利益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

力，提高其对政治体系认知和评价的客观性; 通过

丰富文化生活，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有利于培养

理性政治认同。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基于利益满足

的政治认同分析

笔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即 1949 年至 1952
年，农民基于利益满足的政治认同状况进行分析，

在这个时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了一次高峰，其

根本原因是农民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得到了合理

满足。
( 一) 生活改观: 农民经济利益的满足与政治

认同的建立

旧中国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公平，农民租种地

主的土地，需要交纳高额地租，同时还要负担各种

苛捐杂税，生活极为困苦，时时面临生存危机。因

此，农民最大的经济利益需求就是拥有一块属于

自己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广大农民从中获取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开始建立

对新政权的认同。
第一，贫苦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村其他阶

层各得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

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继续保护农民的土地

所有权，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土

地改革。到 1952 年底，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

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

得了约七亿亩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

地占有关系。土地改革后，农民不再为地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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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交租了。通过土地改革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

约占农业人口的 60% 到 70%。⑧ 与此同时，这次

土地改革与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不同，采取

了保存富农经济、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

标准、保护中农( 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的土地及其

他财产不受侵犯、进一步限制没收地主土地财产

的范围等政策和措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村各

个阶层的经济利益，协调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消除了他们的种种顾虑，有利于减少土地改革的

压力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进他们对中国共产

党的了解和认同。这虽然对贫雇农的经济利益会

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富农经济在

旧中国是很微弱的，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一

般仍能基本上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
第二，农民税负减轻。为解决农业税收方面

存在的问题，政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 1950 年新

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

条例》、《关于 1951 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关

于 1952 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不断调

整和完善农业税收政策，废除了旧制度下的一切

苛捐杂税，使农业税收既取之于民，又注意节省民

力，充分发挥了农业税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作用，照顾了贫困农民的疾苦，维护了各

阶层农民的利益，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获得

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第三，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土地改革之后，农

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主要表现为: 一是农民收入

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三年当中农民的货币收

入逐年增加，1952 年比 1949 年增加了将近 80% ;

粮食收入的增加超过 24%。⑨二是农民购买力提

高，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农民人均购买力增加了

70%多。三是农民生活出现富余，多数农民还了

欠账，买了一些牲口和农具，并且穿新衣、盖新房，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的改善使

他们的经济利益获得了极大满足。
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在国家主导下对农

村经济资源所进行的一次重新分配，在这场运动

中，得到好处的是绝大多数穷人，而失去利益的是

极少数富人。通过这场运动，新政权获得了农民

的认同和信赖，极大地提升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

目中的威信，新政权在农村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

础，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政治认同。瑏瑠农民称赞党的

土地改革政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到爱国增产运动中，积极交纳爱国公粮，这反

映了农民追求新生活、认同新政权的心理状态。
( 二) 当家作主: 农民政治利益的满足与积极

认同的形成

旧中国农民在封建政治体制下，政治地位十

分低下。农民对政治充满麻木感和疏离感，他们

认为自己注定就是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所以在

官吏面前表现出顺从和恐惧，成为“沉默的大多

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民

主改革，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维护农民的政治利

益，为农民形成积极认同奠定了民主基础。
第一，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土地改革开始

时，进行了阶级成分划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有权

力结构、阶级与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开始以阶级

身份指标来区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地

主、富农阶级从农村社会的上层人物变为社会的

底层。而原先处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成为农村新

的主权阶级，获得了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占有各种

资源的优先权。他们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通过从

“推翻”地主阶级，体验到“翻身”的喜悦，“农民”
这一称谓成为新中国初期令人自豪和骄傲的身

份，出身贫农成为明显的政治优势。
第二，农民享有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在领

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提出并采取措施保

障农民的民主权利。首先，各地成立了乡村基层

群众性组织———农民协会，保护雇农、贫农、中农

的利益，为他们提供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平台。
农民协会不仅成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领导机构

和执行机关，也成为农民执掌农村政权的主要组

织形式和农村政治生活的中心，有关农民利益的

事宜基本上都要经过农民协会委员会或农民代表

大会讨论。农民通过参加农民协会参与到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变革和基层政权更替中，开始

在乡村政治中占据优势。同时，农村还新组建了

民兵、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

的主体都是贫苦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通过召开

妇代会、青代会、人代会等，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充

分调动这些组织代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展开串

联，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战斗力量，起到了先锋作

用。其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选，以普遍、平等、
直接和无记名的选举程序、选举方法，选举地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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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虽然由于农民的民主意识不强，农民的选举

是一种上级机关和干部主导型的选举，但民主选

举体现了对农民民主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第三，农民成为政治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废

除保甲制，建立乡级基层民主政权，在土地改革中

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被党组织吸收到乡、村等基

层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取代传统乡绅的新的

乡村政治领导者和管理者。农民开始当家作主

人。农民中最贫苦、最受压迫、成分纯洁的优秀分

子成为党选拨和培养的对象，成为群众中的核心

人物。
随着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瓦解，农民在打倒

地主和推翻宗族统治的过程中，在抒发遭受政治

压迫的无奈和愤怒之情时，产生集体情感的共鸣，

他们的阶级意识被唤醒了。随着社会地位和政治

地位的翻覆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改变，农民

的思想政治观念经受了一次洗礼，开始将阶级界

限视为划分敌我友的最高标准，将阶级话语作为

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他们开始质疑和重新审视

旧社会的利益格局和政治秩序，深刻感受到了人

民政权的伟大，也消除了原来的“怕变天”的思

想; 他们对党和政府充满了信心与期待，以更加主

动而乐观的态度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和乡村

民主政权建设中，形成了对新政权的积极认同。
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协会会员仅“华东、中

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即达 8800 余万人，其中

妇女约占 30% 左右”瑏瑡 ; 农民踊跃参加选举，据统

计，在全国区、乡基层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有

2. 78 亿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 85. 88%，共选出基

层人民代表 566. 9 万名。瑏瑢 农民还积极担任农村

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并且一般都能努力工作，密

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这些都反映出农民

政治参与的增加，而政治参与本身即是积极政治

认同的重要表现。
( 三) 精神解放: 农民文化利益的满足与理性

认同的萌生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农村地区文化发展非常

落后，很难看到文化机构和文化设施，文盲几乎占

到 95%以上，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活动盛行。而

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产生了

学习文化、解放身心、提高素质的愿望与要求。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的文化

教育工作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文化利

益，促进了农民理性认同的萌生。
第一，农民识字率提高。为了迅速提高农民

的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组织地开

展了识字扫盲运动。1950 年 12 月政务院批准并

转发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
中提出，“凡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

的老区，首先推行识字运动，逐渐减少文盲”，决

定继续将冬学作为广泛动员农民学习的一种方

式，同时举办农民业余学校并辅之以各种分散形

式的识字班或小组 ( 如与生产相结合的地头小

组，与生活相应的炕头小组等形式) 。瑏瑣广大农民

积极响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并广

泛推行“速成识字法”，改变了落后的文化面貌。
第二，学校教育“向工农开门”。1949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

部长马叙伦发出了“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号

召。1952 年，教育部作出规定，中等学校工农子

女入学比例，老解放区争取达到 60%—70%，新

区争取达到 30%—50%。学生的成分迅速发生

变化。过去上学的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 土改

后，贫雇农子弟大量涌入学校，得到了学习的权

利。例如，广西 1951 年贫雇农子弟入学人数为

154000 余人，1952 年上半年即增加 933000 余人，

增加 了 将 近 六 倍; 福 建 贫 雇 农、中 农 子 弟 共

750233 人，占学生总数的 72%，比 1950 年增加了

三倍。瑏瑤

第三，农民文化生活丰富。在文艺必须服务

于工农兵的政策指导下，报刊图书、电影戏剧、有
线广播等都以更加通俗化的形式走进寻常百姓

家。不少村庄建起了小型图书馆，还有一些安装

了收音机。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建立了各种文娱

组织，如秧歌队、农村剧团等，自编、自演、自唱、自
乐，以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来表达他们欢快的

心情。
新中国初期的农村文化建设，使农民具有了

一定的文化基础，解放了封建禁锢的思想，并开始

从文化源泉中感受精神力量，他们感到这个国家

是新的、这个社会是新的、自己也是新的，在这种

认识中他们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

伴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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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

变，赌博、抽鸦片、游手好闲、包办婚姻等原来在农

村中占据主导的遗风陋俗和封建迷信思想逐渐淡

化，“劳动光荣”的新的道德标准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新风尚开始形成。“学文化，开脑筋，要当新中

国的建设人”成为农民的普遍口号。农民的理性

认同开始萌生，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和崭新的面

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当然，由于传统文化

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农民主

观认识的局限性，对农民文化利益的满足是有限

度的，农民仍然是社会中文化素质较低的群体，他

们的政治意识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但不能因此

而否认他们政治认同中理性意识的萌生。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新

的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

益、文化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改善了农民

的生存状况，提升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建立了他们

对国家、政党、领袖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如果说

农民对近代专制政权重建乡村的种种努力和作为

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新

中国的实践则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瑏瑥从而

实现了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同构。

三、农民利益满足与政治认同关系之

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基于利益满足而建立政

治认同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农民利益与政治认同之

间的如下内在关系:

第一，农民利益的满足是建立政治认同的基

础。“农民由于传统自然经济养成的习惯，轻易

不相信各种许诺，必须有看得见的利益才愿意为

之奋斗。事实上，农民革命的阶级觉悟或自觉性，

也是在得到了利益实惠时才树立起来的。”瑏瑦农民

对现实利益的感受和满足是他们建立政治认同的

根本动力。农民利益实现得越充分，农民对党和

国家的政策就越拥护、越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农

民利益的满足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形成了双向互动

传输，在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利益和农

民利益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

满足农民利益所获得的政治认同构建了中国共产

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为农民实现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宗旨所在。
第二，农民各方面利益的满足形成了增强政

治认同的合力。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

利益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

整体，在农民政治认同的构建中共同发挥作用。
经济利益关系到农民的物质需求，解决农民的生

存问题是根本，是政治认同形成的最直接原因。
政治利益关系到农民的政治需求，解决农民的政

治地位和民主权利等问题是核心，是维护经济利

益和文化利益的保障，是积极政治认同形成的关

键因素，其中政治参与的增加本身也是积极政治

认同的表现。文化利益关系到农民的精神需求，

解决农民的精神生活问题是利益的最高形式，是

农民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在精神生活领域的深层

扩展，是理性政治认同形成的精神文化要素。瑏瑧农

民对利益的追求一般也遵循着从经济利益到政治

利益，再到文化利益不断上升的规律，与之相应的

是，基于不同层次利益的满足，农民的政治认同也

是一个从“认同”到“积极认同”再到“理性认同”
不断增强的跃升过程。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

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正

如学者贺雪峰等所指出的:“当前的农民问题，不

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不纯

粹是生 产 方 式 的 问 题，而 更 是 生 活 方 式 的 问

题。”瑏瑨因此，对农民利益需求的满足要从农民自

身出发，才能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

之中，才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
第三，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

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所以对农民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满足是有限的，

只是与旧中国相比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权益，而当

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农民的脱贫致富和现代民

主意识的培育。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中虽然开始

萌生理性意识，但并非是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体

现，很大程度上是“臣民文化”甚至是“村民文化”
的体现，非理性成分还占据主导。他们对复杂的

政治系统和政治机制的运行存在简单化的片面理

解，即将利益的获取和生活的变迁归功于毛主席

个人，这样他们的政治认同集中表现为领袖认同。
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过小农的政治思想特征，他

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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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

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

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瑏瑩。这种认同带有一定的

盲目性。因此，只有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促进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为实现农民利益需

求、引导其利益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才能促

进农民政治认同从消极认同向积极认同、从盲目

认同向理性认同转变。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诉求表

达机制和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才能不断满足农民

日益提升的利益需求，推动农民现代政治心理和

民主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

会和谐，而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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