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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户生产行为空间特征的演变
——以红安县二程镇为例
李伯华，窦银娣，刘沛林
(衡阳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湖南 衡阳
摘

421008)

要：在对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 8 个村 100 家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行为地理学的经验行为方法，

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演变趋势，发现农户的生产行为空间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正由过密化生
产向稀疏化生产转变；二是正由空间扩张向空间收缩转变。深入分析表明，农户生产行为演变主要受制度变迁、
区位条件、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从二程镇农户生产活动的空间特征来看，快速城市化背景
下的农村空间问题已经凸显，新的农村空间秩序正在重构。因势利导，优化农村生产发展空间，努力向现代化农
业转型，全面促进新农村可持续发展应是未来农村发展的主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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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 of households’ production behavior evolution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A case study of Ercheng Town in Hubei Province
LI Bo-hua, DOU Yin-di, LIU Pei-li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ourism Manage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o 100 rural households of 8 villages in Ercheng town, Hubei
province, by applying the experience behavioral approach of behavioral geography and analys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and evolution trend of households’ production behavior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production
behaviors’ characteristic of households turns from dense production to sparse production,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
turns from spatial expansion to spatial contraction. Households’ production behavior evolution is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regional conditions，social network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 of households’ production behavior, spatial-temporal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have
underlin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New rural spatial-temporal orders are re-factoring. So this article
comes up with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such as optimizing rural production space to achieve transition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building a modern agriculture.
Key word: households; production behavior; spatial characteristic; trend

过程、行为空间、区位选择及发展规律的科学。[1]

一、问题的提出
行为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在地理环境中的行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行为地理学研究在地理学
中逐步兴起。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地理特征，因此，
农户生产行为自然而然地成为行为地理学的研究

收稿时间：2012－07－23

对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163)；教育部

国外关于农户生产行为的地理学研究起步较

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0YJCZH067)；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

早，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其研究路径可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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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两个转变”，即从宏观层面的归纳总结研究
为主转向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为主，从定性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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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转向定量研究为主。杜能通过长期观察和研究，

其欠发达地区农户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益多

系统总结了农业分布的空间模式，开创了农业区位

元化、个性化，由此导致了农户生产行为的变化，

理论。不少西方学者从微观层面证明或拓展了杜能

引发了一系列诸如土地利用、村落空间、社会结构

的农业区位理论。如 Richard 利用杜能的农业区位

等问题。行为地理学兼具整体社会与微观个体研究

理论对美国的小麦和谷物空间分布进行了实证分

特点，即：在微观层次上，可以细化到按行为主体、

析；[2] Bryant 等将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引入到城市郊

活动类型及时空间尺度进行分类的应用性研究；在

区农业和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竞争关系之中，解释了

宏观层次上, 可以达到对人类活动的时间规律与空

城市郊区的土地利用安排。[3]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现

间规律的整体认识。[5]基于此，笔者拟应用行为地

代地理技术的广泛应用，农户生产行为地理学的分

理学的经验行为方法，以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为

析中大量运用了数学模型和 3S 技术分析。[4-5]

例，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研究欠发达地区农

我国行为地理学研究比较注重居民居住行为

户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演变轨迹、趋势，探

和消费行为的研究，[6-10]相对而言，对于农户生产

究其时空演化规律和内在机制，以期对解决新农村

行为的研究较少，且与之相关的研究重心还是属于

建设规划和村镇土地调整中的空间问题提供一些

经济地理学和农业经济学领域。这些研究内容主要

有益的参考。

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户农业生产的空间研究。李小
建等以中部种植业为例，从微观视角研究了农户农

二、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业生产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认为耕作半径小、

1．研究区域概况

土地适宜性和近距离性是农户农业生产的空间特

二程镇隶属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位于红安

征，农业生产距离和交通成本是空间特征形成的主

县西部，东北与城关镇相邻，南接高桥河镇，西连

要影响因子。[11]二是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分析。李玉

上新集镇，北与七里坪接壤，与县城直线距离约

勤研究了山西杂粮种植户的生产行为，认为农户种

40km，地理位置优越。二程镇属于丘陵地区，国

植杂粮是基于自身消费需要和市场利润最大化的

土面积 129.2km2，耕地面积 2 881.4hm2，以农业种

双重目的。[12]卫新等研究了发达地区农户生产行为

植为主。但近 10 年来，二程镇农户主要收入来源

的特征，认为农户生产经营呈现规模化、产业化和

为外出务工收入，务工人员年均收入约为 2-3 万

[13]

经营方式现代化特征。 三是农户生产行为的决策

元。二程镇交通便利，与武汉市黄陂区接壤，距离

过程研究。刘克春对国家粮食补贴政策下农户粮食

武汉市仅 100km，并有武黄高速公路连接。近年来，

种植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农户粮食生产

红安县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加快融入武汉城

收入预期是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中介变量；[14]

市经济圈，修建了村村通公路，开通了村通公交

王阳等研究了农户风险规避行为对农业生产行为

车，实现了二程镇与黄陂区公路等级对接，使得

决策的影响机制。[15]

二程镇与外界联系更加快捷，进一步促进了二程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空间特

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二程镇

征研究仍较少，研究视角较单一，即从非空间视角

下辖 31 个村民委员会、347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

来认识农户生产行为的成果较多，从空间维度研究

口 46 813 人，其中农业人口 41 427 人，人均耕地

农户生产行为的成果较少；从静态视角研究农户农

面积约 0.069 6 hm2/人，人均耕地较少，外出务工

业生产空间布局的成果较多，对农户生产活动的空

收入成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随着武汉城市圈战略

间结构、演变特征的动态研究不够。在社会转型的

的实施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二程镇外出务工人员

特殊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农户尤

快速增加，生产行为剧烈变化，体现在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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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时间和生产空间等诸多方面。二程镇作为研究

方式。理论上，单位面积劳动力的投入量取决于农

案例具有较好的典型性。

户对土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即当边际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农户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反之，

课题组于 2008 年和 2011 年对案例村进行了访

则会减少土地经营的劳动力投入量，选择其他利润

谈和问卷调查，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不同区位条

较高的行业。但这一命题的前提条件是农户有相对

件、不同居民构成类型的 8 个村作为调查对象(图

自由的行为空间，即能够自由选择生产方式和就业

1)。其中，宋家湾和薛家田区位条件最好，距离二

方式。黄宗智将我国农村低效率生产归因为小农家

程镇仅 0.5km；竹其湾、杨家田和姚家田地处大桐

庭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仍然会投入大量劳动

公路两侧，交通便利；碾子张家、刘三田和冯家湾

力，因为“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

区位条件最差，交通不便利。宋家湾、竹其湾、薛

法解雇多余的劳动力，面对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劳

家田和刘三田是一个单姓村庄，其他几个村庄是杂

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16]事实上，改革

姓村庄。村庄区位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是影响

开放以前，农户生产行为完全没有自主权，农户生

农户生产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所选案例村基

产行为被纳入到一个高度同质化、规模化的组织

本上涵盖了二程镇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很好的典

中，农户生产空间、生产方式和生产内容等均由基

型性和代表性。调查内容和访谈内容主要针对农户

层政府组织和控制，直接导致劳生产效率低下。与

行为空间变化。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农

此对应的是农户几乎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国家通过

户的年龄、性别、收入、学历、工作性质等基本属

户籍制度严格控制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基层政府

性调查；二是农户生产行为空间调查，主要包括种

又无权解雇剩余劳动力，投入劳动力持续增加，导

植作物地点、面积、类型及其交通方式。农户生产

致了单位生产空间内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过密化

行为空间变化内容主要是通过访谈形式获取，包括

生产特征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导向的政

近 10 年来农户种植面积、生产距离的变化，交通

策相继出台，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加

方式的变化等。本次调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强，强加在农户身上的控制性制度和政策相继松

资助以及各村村干部、被调查者的配合，总共入户

动，农村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农户生产行为逐渐

调查 100 户，回收问卷 100 份，访谈资料笔记 1 万

纳入到市场化大生产中，农户通过生产行为的变化

余字，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不断适应着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当土地边际收益
持续降低，货币支出压力快速增加的时候，在外部
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农户会选择融入社会化大生
产，从事专业化生产或者非农行业。农村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农户数
量增长较快，单位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空间增加了，
并有扩大趋势，农户生产行为的稀疏化特征就越来
越明显。
24000

实有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
非农劳动力
务工劳动力

图1

研究区及调查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三、农户生产行为空间特征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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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过密化生产转向稀疏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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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产行为的过密化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
投入的劳动力过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一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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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镇农村劳动力资源分配及其变化(199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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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人口；Cmin 是人均粮食最低需求量；Q 是耕
地平均单产产量；M 是耕种面积；π 是常数

村土地边际收益的持续下降和边际成本的持续增

从式中可以看出，生存圈大小决定于人口数量

加，农户迫于生计，纷纷选择外出务工，农村劳动

和人均粮食最低需求量，生存圈的扩展途径在于提

力持续减少。
二程镇 1998 年农村劳动力人数为 1.87

高耕地单产产量和耕地面积。在耕地平均单产产量

万人，2006 年为 1.54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360 多

一定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存，

人。除了人口自然减少外，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农村

扩大耕地面积成为生产队的唯一选择。农户的生产

劳动力选择放弃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即使留守农

空间半径随着耕地的开垦不断向外延伸。但耕地不

村的劳动力，从事纯粹农业生产的人数也逐年下

可能无限向外开垦，它受到生产队村域总面积的控

降，从事其他非农行业的人数逐年增加(图 2)。如果

制和自然环境的约束，表现为孤立性和内向性。因

考虑到二程镇近 10 年来总耕地面积略有增加，可

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土地得以被最大限度地

以看出实际上平均每个劳动力的生产面积是不断

开垦和利用。

扩大的，稀疏化特征明显(表 1)。1998 年劳动力人
2

均耕种面积为 0.185 hm ，2006 年上升到人均耕种
2

①

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农就业的货币收益远
远超过土地收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出，

面积 0.441 hm ，如果以 0.3hm /人为基本标准 ，则

尽管增加了单位劳动力的耕作面积，提高了生产效

可知 2003 年以后，农户生产空间已经达到饱和状

率。但从农户生产活动的空间形态来看，农户生产

态，且有进一步稀疏化的趋势。

活动的空间距离逐渐收缩。在生产空间调整过程

表1

1998―2006 年二程镇农业劳动力劳均耕种面积变化

中，他们越来越倾向就近作业，以节约出行成本，

耕地总面积/ hm2 农业劳动力/人 劳均耕地面积/ hm2

而对于一些较远耕地或者较贫瘠耕地，则大多选择

年份
1998

2 653.867

14 347

0.185

弃耕或者调整种植结构以节约成本。以竹其湾为

1999

2 653.867

14 355

0.185

例，竹其湾农户生产空间处于以村落为中心、半径

2000

2 653.867

12 517

0.212

为 0.5km 的空间范围内，水田相对集中，离村庄较

2003

2 346

7 570

0.310

2004

2 546

7 847

0.324

2005

3 004.733

8 399

0.358

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得到了充分利

2006

2 941.933

6 671

0.441

用，农户生产空间达到最大值，但随着土地收益的

资料来源：红安县二程镇统计年鉴(1998—2006)

近，旱地面积分布较广，大部分离村庄较远。在 90

持续下降，撂荒现象非常明显。大致说来，撂荒的

2．由空间扩张转向空间收缩

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90 年代后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户的生产空间具有封闭性

农户开始放弃较远距离的旱地，以优先保障基本水

和内向性特征，土地收益几乎是农户生活的唯一来

田的种植；第二阶段是 21 世纪初期，随着外出务

源。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有限的生产空间内不

工收益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农户开始放弃村落附

断扩张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理论上每一个生产队

近旱地，水田种植也由两季轮作改为一季耕种，部

都有一个最小生存圈，生存圈的半径是农户的耕作

分水田甚至弃耕。

半径，也是农户生产活动的最小空间距离。假设生

笔者进一步调查了 8 村农户生产活动的空间距

产队生活在均质的农业土地上，该地域中心只有一

离和期望距离，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看出农户生产

个生产队，并只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农户的最小

活动越来越倾向就近完成，农户越来越关注时间成

生产空间半径为：[17]

本和劳力成本(图 3)。被调查者中，75.8%的农户期

2
π Rmin
= PCmin = QM

望生产活动能集中在距离村庄 0.5km 范围内，但实
际上仅有 52.5%的农户在此范围内生产；32.3%的农

Rmin = PCmin π = QM π

户生产活动集中在 0.5~1km 范围内，但只有 22.2％

式中：Rmin 是生产队最小生产空间半径；P 是

的农户能够容忍在此空间范围内进行生产，期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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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实际空间差距较大。据此可将农户生产空间分

内向性特征。市场化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很大程

为两个圈层，即期望空间层和现实空间层。期望空

度上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很

间层主要集中在 0.5km 范围内，而现实空间层则主

强的自主性，农户生产越来越卷入到市场化体系中，

要集中在 1km 范围内。现实空间层是一个动态的不

农户越来越关注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农户生产行

稳定的圈层，随着农户收入的多元化以及农业生产

为的决策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近 10 年来，二程

机会成本的增加，农户生产空间正逐步缩小，现实

镇农户外出务工人数持续增加，农业生产日益萎缩，

空间层不断向期望空间层靠近。访谈中，多数农户

单位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空间逐步扩大，生产空间

表示，2004 年农业税减免以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距离却日益缩小。

的人员越来越少，距离较远、土壤较贫瘠的耕地都

2．区位条件

撂荒了，部分耕地已退耕还林，农户生产活动空间

区位条件限制是二程镇农户生产行为演变的

进一步压缩，正逐步向理想的空间圈层发展。

重要动力因子。尽管二程镇距离省会城市武汉市仅
有 100km，但二程镇所在的红安县却是国家级贫困
县，二程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县又仅是中等，像
大多数欠发达地区一样，二程镇还是一个农业乡
镇，产业结构严重滞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非
常有限。因此，当农村土地经营成本上升时，农户
只有选择外出务工，农户生产方式和生产空间就不
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于二程镇距离主要的市场较
远，相应的产业投资资金匮乏，农户土地的利用价

图3

农户生产活动的期望距离与实际距离

值不能体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长期无法启动，导
致大量土地撂荒。此外，尽管红安县已纳入到城市

四、农户生产行为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

圈，但属于城市圈的外围区域，不能享受对等的政

欠发达地区农户生产行为演变具有特定的规

策和资金倾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缺乏竞争力，不

律和机理，从二程镇农户生产行为空间演变的时空

能有效形成产业集聚，不能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

特征来看，其驱动机制既有农村变革的共性因素，

农户的理性选择就是尽量缩小生产空间，争取更多

也有区域发展的特殊因素。

的时间从事非农行业或外出务工。

1．制度因素

3．社会网络

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约束和均衡，对经济行为

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户生产行为演变过程中具

人可接受策略选择类型的系统化、持续化约束，降

有特殊的意义。调查发现农户生产行为的稀疏化和

低信息成本、履约成本等的博弈均衡策略。[18]我国

空间收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90 年代初，具有一定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制度在农户生产行为时空演变中

冒险精神的农户开始放弃或者减少耕种，外出务工

的显著作用。二程镇与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农户生

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且迅速成为村中先富

产行为受到各种制度的约束，如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起来的少数群体，他们通过翻盖新房向村中其他人

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等等。计划经济时期，受

发出强烈信号。这些少数群体致富后，他们的工作

农村集体生产制度的影响，农户生产活动由基层组

经验和就业渠道开始沿着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传

织决定，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粮食统购统销，

播，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就业路线图。21 世纪初期，

诸多制度将农户紧紧捆绑在土地上。在普遍低效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重心

的农业生产状况下，在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以血缘关系组织的社会关系

上，农户最大限度地扩张生产空间，最大规模地投

网络开始断裂，以业缘关系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开

入劳动力，此时的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典型的封闭性、

始重构。这种重新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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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方便获取就业信息，获取利益机会较大。部

济实力最强的群体，他们也是农村弃耕的主体，农

分农户已经不满足在村中翻盖新居，而是选择在城

户生产空间重组在所难免。最后，农村交通条件的

镇购买新房，基本上放弃了农业生产，直接导致农

改善为农户接触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市场化生产

村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

和专业化生产已初现端倪，为农户生产空间结构重

多的农户开始效仿，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户生

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空间不可避免地开始萎缩。
4．交通条件

五、结论与启示

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农户生产行为变迁产生了重

二程镇农户生产行为演变的时空特征在欠发

要影响。2006 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二程镇全

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

面展开，二程镇境内交通体系日益完善。随着村村

村空间问题已经凸显，新的农村空间秩序正在重

通公路的修建和农户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以及短

构。在此转型阶段，新农村内涵式建设的条件不断

程、长途运输车的开通，农户与外界联系的强度和

成熟。因此，因势利导，优化农村生产发展空间，

密度进一步得到提升，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越

努力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全面促进新农村可持续发

来越多，农户越来越适应市场化生产。交通条件的

展应是未来农村发展的主要战略。

改善为特色农产品流通节约了时间，农户生产空间

一是强化退耕还林，加强生态保护。农户生产

也表现出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农户虽然放弃了部分

行为的空间收缩，减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干扰，

土壤贫瘠的旱地，但集中精力在肥力较好的田地生

这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良好的自然生

产适应市场需要的农产品，种植收益并没有减少。

态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可利用农户生产

也就是说农户生产空间的萎缩，并不意味着农户收

行为空间转型的关键时期，强化退耕还林，加强生

入的减少，弃耕是农户在比较收益过程中的理性选

态保护。不仅可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更重要的是

择。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平台。
二程镇农户生产行为演变显示，欠发达地区农

二是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利用效率。农户的生

户生产行为的演变过程具有特定的内在机理(图 4)。

产空间不断缩小，由此造成了农村土地大量撂荒，

交通条件改善

农村土地经历了由农户的“命根子”到“弃如敝屣”
的过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农村

制度变迁

农户生产行为
时空演变

区位劣势

社会网络更新

经济，而农户生产行为空间收缩，客观上造成了土
地利用价值降低，为农村土地大规模的流转提供了
条件。因此，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利用效率应该是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像二程镇这样的贫困丘陵

图4

农户生产行为演化机理

地区，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农户土地流转，遵循渐进

首先，由于国家宏观制度的变迁，农户获得了

原则，区别对待农村流转土地情况，完善农村土地

相对自由的行为空间，为农户生产行为的演变提供

流转程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了制度环境。其次，区位条件的劣势使得二程镇不

三是鼓励制度创新，建设现代农业。农户生产

能像东部农村地区那样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当地村

空间的收缩，为农村大规模土地流转提供了条件，

民就业，也不能像城市郊区那样发展特色种植业，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更为新农村内涵式

引导农户发家致富。在农村土地边际收益持续下降

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的情况下，外出务工成为农户解决生计问题的首

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农村、农民分

选，直接导致了农户生产方式和生产空间格局的巨

享改革的成果，让农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大变化。再次，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增强了农户

对于二程镇这样的贫困丘陵地区而言，建设现代农

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外出务工者逐渐成为村中经

业之路还很漫长，需要因地制宜，鼓励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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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释：

①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开弦弓村 1968 年每个劳动力耕
作 2.5 亩土地，而按当时的条件，每个劳动力可以承担 5
亩(0.33 hm2)(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兰州：敦

柴彦威．城市空间与消费者行为[M]．南京：东南大学
出版社，2010．

业迈进的有效路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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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9]

柴彦威，塔

娜．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近期进展[J]．干

旱区地理，2011，34(1)：1-11．
[10] 柴彦威．行为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地域研究
与开发，2005，24(2)：1-5．

煌出版社，2000)。本文依据这个数据并考虑到二程镇的

[11] 李小建．农户地理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地理环境(丘陵地区)，通过访问多名农户，估计平均每个

[12] 李玉勤．杂粮种植农户生产行为分析——以山西省谷

劳动力应该可以耕作 4.5 亩左右(0.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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