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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伍晓阳、白靖利

偏处云南中部的一个村落，名满中国社会
学界。这就是“禄村”——— 昆明以西约 100 公里
禄丰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1938 年至 1939 年，
年轻的社会学者费孝通两次到这里开展田野调
查，日后写成了影响深远的《禄村农田》。

彼时，正值国家不幸、山河沦陷。从英国名
校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留学生，何以一头钻进
农村去做当时没人叫好的社会调查？

“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
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
家。”费孝通写道，“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
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
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选择“禄村”，是为了选取一个受现代工商
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了解内地农村的社会经济
结构，寻找改善内地农民生活状况的办法。
1938 年，费孝通从英伦乘船回国，在越南西贡
接到了广州和汉口沦陷的消息，只好舍舟登陆，
取道越南进入抗战后方的云南。在这里，他找到
了理想的研究对象。

抵达昆明两个星期后，费孝通在姨母杨季
威女士及同学王武科先生介绍下，来到距离昆
明不远不近的“禄村”开展实地调查。第一次调
查是在 1938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3 日，第二
次调查是在 1939 年 8 月 3 日至 10 月 15 日。

其写成的《禄村农田》书稿，1940 年首次发
表在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上。后来，

《禄村农田》与张之毅撰写的《易村手工业》《玉
村农业和商业》合编为《云南三村》，在海外以

《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书名出版，在
社会学界享有盛名。半个世纪后，年届八旬的费
老重访故地，对“禄村”50 年间的社会变迁开展
追踪调查，再度写成一篇《重访云南三村》。

80 年过去了，这个曾被费孝通先生用来解
剖内地农村结构的小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兴衰
沉浮？这个曾以种植水稻、蚕豆为主，出产过马
店和女巫等职业的小村庄，如今在乡村振兴中
走得如何？能给人哪些启示？

农田的进退

从禄丰县城出来大约两公里，就到了“禄
村”，如今叫大北厂社区。事实上，这两公里早已
被各式建筑连成一片，并没有村庄与县城的距
离感。途中已经没有成片的农田，倒是有一片小
区，几年前在村里被征收的土地上盖起来。

一条勉强可同时通行两辆轿车的水泥路
贯通了大北厂社区，村里的房子就沿着这条水
泥路两侧不太整齐地排列着。大北厂小学、小
卖部、农家乐等设施进村即可见。再往里面走，
一片片已经插上秧苗的保水田高低交错地罗
列。在云南，有这种平整程度土地的山间盆地
就叫坝子。社区后面是连片的山林，种着一些
板栗与核桃。从山上往村里看，房屋、树林、农
田等各种类型的土地杂乱分列，看不出有什么
规划。

81 年前，年仅 28 岁的费孝通首次从禄丰
县城到禄村，要走近一里的石板道，道的两旁全
是稻田。“路上行人少，人们还常劝我们晚上不
要单独进城。”当费孝通来到这里时，夏天时节，
在背后山上一望，“遍地差不多全是青青的水
稻，一直青到四围的山脚。秋收之后，不久就换
上了绿油油的一片蚕豆。”

当时的禄村，是一个差不多完全以农业为
主要生产事业的内地农村。“它的特色是在众多
人口挤在一狭小的地面上，用着简单的农业技
术，靠土地的生产来维持很低的生计。”

禄村调查结束 80 年来，社会的变迁、经济
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变革等因素叠加，为村庄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农田
在这个村子的地位逐步降低。

根据费孝通的统计，1939 年秋季禄村有
122 户 611 人，一共约有 1080 亩田，人均占有
耕地 1 . 8 亩。“因为处在坝子中心，全部是保水
田，可种水稻和蚕豆两熟，人均粮 1538 斤。”

自 1939 年以来，大北厂社区耕地面积虽然
一度有所增长，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
发展等多种原因，人均耕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
势。截至目前，全村有 902 户 3762 人，共有耕地

面积 1793 亩，人均只有 0 . 5 亩。
如今，大北厂社区的耕地一部分仍然种

着水稻。早在 81 年前，费孝通就估计每年禄
村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米产就已够全村人民的
消费，其余的三分之二可以用来换取其他的
消费品。

大北厂社区居委会主任饶定国今年 52
岁，家里有 4 . 4 亩地，除了被征用的 1 . 2 亩
外，剩下的 3 . 2 亩都种了水稻，但饶定国觉
得种水稻不赚钱。他算了一笔账：每亩地产粮
食 750 公斤，市价为 2 . 8 元每公斤，算下来
每亩毛收入 2100 元，但除去成本所剩无几。
“种子 100 元、肥料 120 元、农药 150 元、犁地
120 元、收割 120 元、机器插秧 120 元、水费
36 元、除草剂三四十元，平时维护的人工、拉
粮食的费用就不算了。”饶定国说，“种油菜和
小麦还要贴钱，所以小春那一季送给别人去
种了。”

不再种水稻的耕地，很大一部分已经被
征收。饶定国介绍，这些年因为公司厂矿以及
修路等建设，大北厂社区陆续被征收了 1300
亩左右的土地，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 580 人
已经没有耕地了。

还有一部分耕地则被大家种上了各种树
木，等待被征用。56 岁的李春红家有 4 亩多
地，绝大部分都种上了核桃树，具体数目连自
己都不清楚。剩下 4 分没办法种树的地只好
种了点玉米。

此外，大北厂社区还有少部分被流转起
来种花种菜。

昆明市晋宁区花农靳从兴 2016 年就来
到大北厂社区，租赁了 33 亩土地种玫瑰，租
金从 1800 元到目前的 2000 元每亩。让靳从
兴感到意外，也让饶定国感到失望的是，昆明
花农已经来大北厂种花多年，却从来没有一
个本地村民表达过要来学习种花技术或者开
展花卉种植的意愿。靳从兴认为原因是种花
不赚钱，而饶定国则觉得村民太懒，缺乏进取
心。

大北厂社区七组小组长宦祥斌告诉记
者，该小组已经没有建设用地了，只有 147 亩
耕地，人均 0 . 45 亩，还有 20 亩河沙地，租金
每年一万元出租掉了。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刘选明说，社区还有部分山林土地因为
价值低，没人管，普遍租金很低，“38 . 4 亩山
林每年象征性地收了 300 元管理费。”

农民的去留

在 80 年前，农田还是禄村的主要财富来
源。费孝通统计过，抗战初期，全村农业之外
的收入不及农业收入的 1/10。据 1978 年估
计，非农的集体收入占总收入的 23 . 4%，家
庭副业占 15 . 4%。到 1982 年，全村工副业收
入占总收入的 48 . 5%，比 1978 年增加了
10%。

虽然目前已无法准确统计全村农业及工
副业的占比，但人均 0 . 5 亩的耕地显然已经
褪去“主角”的光环。记者在村里走访发现，只
有部分年长的村民，对于土地和粮食怀有比
较深厚的感情，仍然在坚持种地。

79 岁的彭成祥如今已经没有力气干犁
地、收割这些重活，但他还是负责了近 3 亩地
的打农药和施化肥这些日常管理，那些他干
不了的活如今都只能请人做。四个女儿都已
经出嫁，儿子在县里一个高速公路出口处开
了个汽修店，平时基本不回来。

彭成祥有 5 亩多水田和 3 亩多山地，其
中 2 亩多水田交给三女儿去种。今年这一季

水稻，彭成祥家连请工人和化肥农药的钱，
每亩地成本超过 1000 元，算下来根本不赚
钱。但是，彭成祥舍不得，“以后我做不动
了，出钱请人也要把地种上，总不能让它荒
着嘛！”

但是，像彭成祥这样的村民已经越来越
少。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选明告诉记
者，目前七个小组中种水稻的村民已经不多
了，“老百姓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但村里没有
多少产业，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或者做点
小生意。”

80 年前，费孝通就推算出禄村的劳动力
存在剩余的可能性。到了 1983 年，全村有
130 人参加了 5 个自愿组合的基建队，当时
全村一共有 477 个劳动力，而全村耕地只需
要 270 个劳动力就足够经营。

随着优良品种的推广、农药化肥的使用，
以及机械化的投入，大北厂社区农业技术有
了显著提高。据老村支书李荣祥回忆，上个世
纪 60 年代村里就有了打谷机。这些因素施加
于禄村，让村里的劳动力更加富余。

此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以及人均耕地
面积下降，大北厂村劳动力剩余现象日益凸
显。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村民王建国已经可
以“在村里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成基建队，到
金山镇上去承包建筑，营业相当顺利。基建队
后来发展到 100 多人。”

今年 67 岁的王建国是个爱折腾的人物。
他初中毕业后就回村里种田，“全家 12 口人，
6 个劳动力，1979 年一次即向国家出售大米
6000 斤，一连 3 年，成为有名的大户。”

王建国先后办过建筑队、冷饮店、塑料
厂。费孝通在 1990 年第三次到禄村调研后，
对王建国是这样评价的：“经过近 10 年的锻
炼，他已经由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脱离农业
的企业家。由于他新造的住宅里有烤箱、洗衣
机等十多部‘机器’，在禄村被称作‘十机部长’，
在农民里成了个惹眼的人物。”

如今，王建国又进军蓄电池行业，成立了
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将全部身家都
投入了进去”。王建国这个公司今年年初已经
开始试生产，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设计年
产值 10 亿元，主要产品为蓄电池，计划销往
省内外和东南亚。

“像王兴国(即王建国)这样的尖子在禄
村是仅有的。”费孝通在 29 年前的结论如今
依然成立。在大北厂，村民们除了从事已有多
年传统的建筑行业外，有了更多的来钱渠道。
陈菊芬从 1991 年就开始养鹌鹑，每年收入十
几万元。还有一家村民几乎供应了半个县城
的豆腐。更多的年轻人，则走上了与祖辈完全
不一样的道路：外出打工。

李荣祥估计，全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
劳动力在地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
“木材加工、运输、养殖、餐馆、建筑……各种
行业的都有，50 多岁搞建筑，还有在公司打
工、搞修理的。年轻的不种地、不搞建筑，就去
外省打工了。”李荣祥说，尽管大北厂如今百
业兴起，但实际形成气候的企业和企业家仍
然寥寥无几。

让李荣祥和饶定国感到尴尬的，除了年
轻一代不愿种地外，原本算作村里一个拳头
产业的建筑业，如今也不断面临外地人的“挑
战”。“本地建筑工人技术不够，只能干些很基
础的工作：平整地面、搅拌砂石，这种工种小
工每天 120 元左右，大工 200 到 250 元一天。
而外地人会技术又肯吃苦，一天能挣四五百
元，县城建筑工地上高技术含量、收入高的都
被外地人干了。”饶定国无奈地说。

集体式微与重振

从费孝通三次禄村调查的记录以及村
民的陈述来看，大北厂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脉络与全国其他地方大体一致：解放后进行
土改，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人均 1 . 8 亩。由此
带来了农民积极性和粮食产量的同步提高。
到了 1958 年搞人民公社，二者又出现了双
双下降。直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才
恢复到正常的增长状态。

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也开始解冻。
“除了劳动输出外，留在村里的人也在农业之
外寻找各式各样的活路。村子里工副业很快
发展了起来。1982 年，除了原来的马匹运输、
修理打铁、编织等之外，开始有加工豆腐、
米线、卷粉、冰棍等家庭作坊和饭店、小百
货店、冷饮店等服务业。总计一共有 51 人
参加 16 种行业，加上其他从事家庭副业的
共有 171 人，占劳动力的 35 . 8% 。这样成长
起来的专业户和重点户，逐步改变了禄村几
乎全部生活取自农业的传统特点。”费孝通
当时这样记录。

单靠农业，禄村富不起来。但是离开农业
后，除了征地拆迁，当地并未找到一项可以让
所有村民都得以利益共享的产业。更显而易
见的是，“集体”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词语之
力量，在村子发展的过程中被无情地削弱了。

一轮新的改革正在大北厂社区开展：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选明介绍，
整个社区共清算出总资产 6660 多万元，包
括固定资产和现金，主要资产来源就是征地
收入。其中，作为全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试点，大北厂社区七组资产包括：两个
抽水站和一个公益性停车场；一个加工房，
每年租金 5000 元；自来水管网、路灯、广
场、办公设施和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折价
共计 1132万元。

作为被征地最多的小组，小北厂组有
3600 多万元现金。“ 2010 年就有 2000 多
万，后来逐步增加。”刘选明告诉记者，这
笔巨款在账上趴了近十年，但是没法儿进一
步盘活。“上面不让动，也不让分，说是可
以去买门面，村民又不同意，也没有人来张
罗这个事情。去年借了 1000万给一家房地产
公司，收了 180万利息。”

虽然是改革试点村，但宦祥斌以及小组其
他成员们对于如何盘活现有资产和资金并没
有太多办法。宦祥斌介绍，七组现有银行存款
500 多万，除了分掉一部分、花掉一部分外，没
有其他办法让这笔钱变成“下蛋的母鸡”。

“政府建议并组织大家讨论后，为了小组
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这笔钱不要分，但是也
没有其他办法。”宦祥斌认为，买门面不是长
远的发展，长远的发展应该是盘活土地资源，
加上集体资产投资项目。

还有一个尴尬是，年轻一代已无多少人
愿意回来种地，而是在县城乃至更远的地方
工作生活。他们对于禄村和禄村的农田，已无
更多使命维系。

宦祥斌说，小组已经没有建设用地，其他
山地林地的租金也很低，对于村集体经济，他
说有机会的话想建一个养老护老中心。

“我们环境好，河道已经弄好了，人工湖也
将建设，我们还去昆明一家养老机构考察过。”
宦祥斌说道。但是，这仅仅是想法。对养老机构
的政策环境、流程手续和市场前景等，宦祥斌
和小组成员们还有待下功夫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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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志强

种子的记忆深藏在土地，故乡的温暖耽恋于童年。

父亲走后，母亲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只留着一份
菜地，不再种谷，栽玉茭，种小麦，我下地的机会越来越
少。可我仍然记着父亲常种的两种谷子，一种是压塌楼，
一种是母猪嘴。哪年种压塌楼，哪年种母猪嘴，要看年
景。不过压塌楼可早可晚，有积谷，有晚谷，对地块也不
是太挑剔，谷穗粗壮，颗粒饱满，庄稼人还是喜欢压塌楼
谷穗的瓷实，似乎种的也多些。

一粒种子破土、发芽、开花、拨节、抽穗、成熟，从土
地到谷场，最终颗粒归仓，经春入秋，迎风沐雨，典藏着
生命的轮回。每一粒种子都裹挟着阳光的味道、汗水的
味道、泥土的味道；都镌刻着那块土地春天的地温、夏土
的湿度、秋雨的密度；都印记着种地的主人、驮谷的黄
牛、切谷的妇孺。

谷子比小麦更娇贵，更需精耕细作，更误工误时。地
不一定是好地，可土质要疏松，地势要平整，土层要厚
实，排灌要通畅。谷子不能重茬，一般是头年豆子，次年
谷，几块地轮作播种。

“油炒捞饭尿浸灰，巧种庄稼拙上粪。”大年破五后，
父亲就开始张罗种谷的底肥，羊粪是种谷的上等肥料。

村上放羊的有几家，也许是邻家，也许是投缘，父亲常常
靠的是申财富的羊。就像过年走亲戚一样，夜里他提着
点心早早和放羊佬申财富扎兑下羊住圈的日子，一时排
不上队，也可能就得站晌，或卧地，总之要等上羊粪才放
心。谷地路下有一排羊圈，财富的羊就圈在那里。我和父
亲母亲挑着箩筐打开栅栏，进羊圈里扫粪，刺鼻的气味
呛得人一会就得跑出来透透气。尽管如此，可父亲舍不
得留下一粒羊粪。我们一担一担挑走，用石头圈起来，以
防过往的车辆碾压。然后再挑到地边，撒在地里。

谷子比小麦更考验庄稼人的种地功夫。父亲是县城
一中的老高中生，一介书生去架犁摇耧也真是难为他
了。大集体时，生产队里有种地的把式，不用父亲操心，
土地下放后，每人都在自家的土地上忙活，这可把父亲
愁住了。还好，姑父原来就是生产队里的一把好手。两家
的地又相距不远，姑父总是先把我家的地犁下，再去犁
他家的，等我们把地平整好了，又跑过来给我们下种。

有时姑父忙不过来，父亲就先犁地。我牵着两家合
伙的高大壮实的耕牛，父亲架着犁吆喝着牛。“人走生地，
牛下熟地”，没有经验的我拽着牛鼻犋一会儿竟累得满头
大汗。犁地还好，种地那可就看水平了。“紧三步慢三步”
“夹紧圪肘平端耧，眼看籽眼稀和稠”“插耧三圪摇，出耧
三不摇”，这些种谷要领姑父边种边说，我也在旁边学到
不少学问。

“麦种深，谷种浅，黍子盖住半边脸。”种谷稀稠是最
难拿捏的事，稀了捉不住苗，稠了干急薅不出来。那摇耧
的功夫全靠眼力手劲。姑父的娴熟技艺常常引得地上地
下乡亲瞩目。父亲随着姑父，几年下来，慢慢地也能上手
种地了。

谷子种下后，父亲隔一两天就转到地里，看看苗是
否破土了。如果有一场小雨，谷苗会出得快，出得全。等
苗不到一拃高，就要抓紧间苗了。间苗又叫薅地，是最累
人的活儿，全家人都要出动，而且要趁早不趁晚。怎么说
呢？就是苗草一齐长，常常是草比苗还疯长得厉害，晚了
薅地的生活会更苦更重。这时节，母亲天不亮就喊着下
地。一家人像冲锋一样匆匆吃口饭，早早赶到地头，天微
亮，整个人一叠三圪折，圪蹴在地里，顺着苗垄，薅草间
苗。我跟在母亲身后，跟着跟着就落远了。母亲不住地唠
叨：“半天挪不开个屁股。”可我已是腿酸脑涨。等到毒辣
辣的日头晒到头顶，汗水顺着脖子淌下来，累得头也不
想抬了，母亲才会说收工吧。这时，我一屁股坐在地边的
柿树阴凉处，望望成片淹人的谷苗，原来不大的一块地，
怎么就这么费力呢！

薅下地后接着就要搁锄，这时苗的根还没有扎深，
正是锄地的好时节。锄头到不了的地方，还要不时虾腰
将苗间的草薅掉。谷苗快到一筷子高时，就要搂地了。我
用的锄头比父亲的窄，为的就是不致过多伤折谷苗。不
过锄头握在我手里老是不听使唤，不是锄不净草，就是
弄断了苗，不出一会工夫，我的掌心已经磨得映血。搂下
地后，紧接着就要施追肥，父亲和我一担担挑圊粪泼到
地里。

一天下来，我的肩膀磨得生疼。第二天母亲就不得
不为我在担子上缠上毛巾。谷地一般是锄一遍，搂一
遍，如果有功夫的话，还要搭一遍。每过一遍锄，谷子的
根茬就往地里扎一寸，根越深越保墒，谷杆越壮，谷穗
越瓷实。搭谷时，谷子已经没膝，父亲就不再让我进地
了，只是吩咐我在地角岸头薅薅草，做些力所能及的小
活儿。

谷子秀穗时，最怕麻雀糟蹋，父亲领着我扛着干草，
在地里绑扎起一个个像模像样的稻草人。也可能是起
早，也可能是傍晚，父亲隔三岔五总要到谷地看看谷子
的长势，顺便驱赶走成群的麻雀。如果年景好，雨水应
时，糟蹋小，就等着收获了。

“小麦下场，核桃满瓤。”后掌上洼的谷地，有几棵似
伞如盖的核桃树，最上一堰地头的核桃树几乎罩了半块
地。随父亲下地，一有空，我就爬上树摘一口袋核桃，与
父亲分享接近成熟的果实。真等到核桃成熟的时候，树
上也就稀稀拉拉的不剩几个了。可父亲看着地里沉甸甸
的谷穗丰收在望，已不再计较树上核桃的多寡了……

谷雨时节，我到榔树园村下乡，遇到魏美玲这个从
省城太原辞职返乡创业的弱女子，她十分看好榔树园的
乡村旅游发展前景，发动四个同龄人集资将自家院落精
心打造成“芗舍里”高端民宿，还把老家的陈年谷种压塌
楼改良成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绿色农产品——— 简单压
塌楼小米。那天入住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旅游团，正
是常年吃着她种的小米的城里人。他们到太行山深处的
榔树园村，就是要实地看看谷子播种的全过程。教授们
带着子女到千亩小米基地体验了种谷的艰辛，一幅幅牵
牛播种的乡土生活画面定格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快乐与
满足。

压塌楼，在土地贫瘠的太行山，在浊漳河南岸的榔
树园村，一个古老的品种在电商时代获得新生……

压塌楼

▲中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
孝通。 新华社发资料片

▲费孝通与禄村村民在一起。

云南大学档案馆提供

彼时，正值

国家不幸、山河

沦陷。从英国名

校获得博士学

位归国的留学

生，何以一头钻

进农村去做当

时没人叫好的

社会调查？

“
原原乡乡

▲▲在云南省禄丰县大北厂社区，村民陈菊芬在收取当天所产的鹌鹑蛋。她从 1991 年就开始养鹌鹑，每年收入十几
万元（ 6 月 5 日摄）。 摄摄影影：：本本报报记记者者胡胡超超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