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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村運動的起因及作用再考察

⊙ 詹德斌

 

國內對韓國新村運動的介紹和研究已有多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

大歷史任務後，人們的視線再次轉向農村，聚焦于近鄰韓國。關於韓國新村運動的文章又開始頻頻見

諸報刊，各級政府則紛紛派遣公務員到韓國考察學習。姑且不論其巨額費用，其實效如何實令人懷

疑。國內「韓國新村風」的形成與學界對新村運動的過度褒揚或介紹不全面有直接關係。本文旨在補

充介紹和評價韓國新村運動發起的原因、實際作用及推行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以此作為中國實施新農

村建設的借鑒。

一 韓國新村運動的起因

國內對韓國新村運動發起原因的看法大體一致，即朴正熙政府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疏導農民的不滿

而採取的措施。實際上，這種看法並不全面。因為新村運動最初並不是一場經過細心研究的、有計劃

的經濟運動。

（一）起源於偶然的美化村莊運動。1969年8月，朴正熙總統在視察廣尚北道災情及恢復生產情況

時，臨時將專列停在一個叫清道郡清道邑新道1裏的村子附近。朴正熙圍繞村子察看了一番。他對該

村整修完好的河渠，通往村裏平坦寬闊的道路和後山鬱鬱蔥蔥的樹林等整潔容貌倍感滿意。聽了村民

的彙報後，朴正熙深受啟發，認為這正是未來農村建設的樣版。次年4月22日，朴正熙總統在「全國

地方長官旱害對策會議」上提出，為讓災民迅速恢復生產自救，需要著手農村再建運動。他號召國民

以自助、自立精神為動力，美化每一個村莊。時稱「美化村莊運動」。1由此可見，新村運動開始不

是有計劃發起的，也不是為了消除兩極分化，而是源於偶然。朴正熙看到了它的效果，所以發展到新

村運動，並總結出「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運動精神。

（二）刺激內需，擺脫生產過剩。朴正熙掌握政權後致力於振興國家經濟，先後將經濟發展重點放在

輕紡工業和重化學工業上。此間，政府通過各種政策積極扶持一批財閥壟斷擴張，其結果是重複建設

和生產過剩。如，水泥是韓國60年代初十分稀缺的物資，然而臨近70年代時，水泥產業卻陷入生產過

剩和出口不旺的雙重不利局面。為緩解過剩帶來的經濟壓力，當時執政的共和黨政府緊急撥款約40億

韓圓買下了這些水泥。2這同朴正熙政府提出美化新村運動並決定無償向全國3萬3267個村莊各分發

335袋水泥不無關係。第二年政府還接著向做得比較好的1萬6千個村子追加獎勵500袋水泥和一噸鋼

筋。趁此機會，政府鼓勵各村自己動手修路、架橋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化村莊運動是政府主導的

一場通過大規模工程建設來刺激內需的運動。

（三）強化統治的工具。朴正熙順水推舟將美化村莊運動擴大到新村運動，又將新村運動從農村推廣

到城市、工廠和學校是有政治目的的，即維持其獨裁統治的「維新政權」。朴正熙當政期間遇到過很

多威脅其政權穩定的政治和安全危機，如中美關係正常化，駐韓美軍減員，石油危機等。在國內，朴



正熙不僅受到反對黨領袖金大中前所未有的挑戰，還有朝鮮的軍事滲透和體制威脅。朝鮮通過「千里

馬運動」使國力迅速增強，而韓國沒能展示出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優勢。朴正熙正好利用新村運動中

的「精神改革運動」為平臺宣傳其政權的合法性，樹立主導意識形態（成長主義、權威主義和反共主

義），並力圖將其轉化為民族精神和文化，以獲得全民的政治性支持和同意。3

朴正熙18年任期中，實施戒嚴、衛戍令和其他各種非常措施時間共105個月。4在這樣一個高壓氛圍

中，情報機關濫用《國家保安法》作為彈壓社會的工具。任何批判性的想法都會被解釋為不健全的嫌

疑→不純嫌疑→左傾嫌疑→容共親朝嫌疑→間諜嫌疑，因而隨時都可能被以間諜罪逮捕。5新村運動

不許有任何違抗朴總統指示的情況出現。如果誰參與運動比較消極，該家就會被稱為「獨立家屋」，

甚至被指責為「赤色分子」。6朴正熙政府將農閒期無所事事的農民動員起來，美化村莊，聽先進事

例報告，接受精神教育，無疑是為了維護其政權的穩定。

二 新村運動的作用

新村運動對韓國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這已是大家的共識。但作用有多大，卻看法不一。國內

曾有文章將韓國「漢江奇跡」、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歸功於新村運動，7這顯然誇大了新村運動

的經濟貢獻。新村運動的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環境改善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方面。

（一）韓國經濟騰飛的功臣是工業化。「漢江奇跡」歷經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65-1973年，以

出口導向的加工貿易政策為主，此間年經濟增長率幾乎達20%；第二個時期是1973-1981年，即經濟發

展重點轉向重化學工業始到石油危機止；最後是1982-1990年，主要是奧運會帶動的大規模投資。漢

江奇跡使韓國人均國民所得由8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人均17600美元，使一個連白糖都無法生產的國

家躍為世界第11大的經濟強國。8

漢江奇跡的實現主要歸功於朴正熙執政後安定的國家秩序，適時的經濟政策調整，難得的發展機遇和

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特別是韓日建交和越南派兵為漢江奇跡的實現打下了雄厚的資本和技術基礎，

成為韓國近現代化的原動力。韓日建交使韓國獲得8億美元的賠償和貸款。對越派兵期間，從越南匯

回的同派兵有關的資金就達8億5760萬美元。由派兵帶動的外國投資（1965-1972）32億8820萬美元，

對美出口由1964年的3600萬美元猛增到1973年的10億2120萬美元。援越期間（1968-72年），美國軍

事援助額躍升到22億8700萬美元，比前一個5年增長了近三倍。美國還轉讓了大量國防工業技術，後

來也都用於民用工業。此間，有相當一批韓國士兵在美國設在越南的企業中接受過專門訓練，後來都

成為工業化和新村運動的骨幹。一批財閥，如韓進和現代也在此時進入越南並發展起來。9

（二）新村運動前後城鄉收入比較。從總體上看，韓國農村已經普遍看不到過去的凋零景象，村舍乾

淨整潔，道路平展通暢，農業生產比較發達，農民有車，生活相對富裕。韓國「三農問題」已經得到

較好解決。

表 1 韓國農民主要經濟指標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

 

表 2 城鄉家庭收入比較(1965-1995) （單位：千韓圓，%）



朴基赫：《韓國農業經濟》，博英社1990年版； 成鎮根：《農的價值和角色》， 乙酉文化社1992年版；農協中央

會：《農協年鑒》1996年。

通過表1可以看出，從1962年始，韓國農民的兩項主要收入就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保持著快速增長。

實施新村運動後，收入增長的趨勢確有加快。表2資料也表明，農民戶均收入同城市戶均收入比由

1970年67.2%速升到1975年的101.6%和1980年的84%。10 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判斷出農民收入增長和

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完全得益于新村運動。

（三）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原因。韓國光復後的初任總統李承晚上台後就開始為提高農民收入制定了

計畫，只是因為政府財源拮据和政局不穩無法推行。朴正熙執政初期也面臨過同樣的問題。他上臺不

久就倡議「再建國民運動」，但沒得到多少農民支援。60年代中後期，政府又開展了第二次農村振興

運動，即實施農漁民所得增大特別事業，在全國各地因地制宜引導農民發展畜牧養殖、海水養殖、養

蠶、種植果實、煙草、蔬菜等事業。農民收入來源開始實現多元化。

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部門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如「統一號水稻」推廣後，單位面積產量由1964年

的每段步（991.3 m2）231公斤提高到1975年的383公斤。11機械化的逐漸普及增加了人均可耕作面

積，彌補了農村人口減少帶來的人力不足問題。在增產的同時，為保障農民收入的提高，政府一直實

行高穀物價格政策。1964年的米價是1960年米價的2.42倍，大麥價格增長了3.11倍。直到此時城鄉收

入基本保持在同一水準。然而從1965-1967年，政府實行了三年的限制糧食價格增長的政策。從上表

1、2中可以看出，此間農民收入迅速減少，城鄉收入差距隨之擴大。政府又不得不恢復高穀物價政

策，從1968-1975年，政府收購穀物的價格平均每年增長24.8%，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了同期城市居

民的收入增長速度。12實際上，不僅穀物價格是這樣，其他農產品價格水準也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

準。如果以2000年100為基準計算，工業產品的價格由1965年的300下降到現在的80～90，相反，同期

農產品的價格由30～40上浮到120～130。13

新村運動期間，農民家庭收入增加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非農收入的比重逐漸擴大。如1962年時，非

農收入只有農業收入的18.9%，1970年增加到24.9%，1980年則猛增到40%（見表1）。非農收入主要

來源於新村運動建設工程出工勞務費、生產特化事業、新村工廠建設和在城市企業工作的家庭成員的

匯款等。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不僅吸納了大量農業人口，還帶動了原材料供給農戶的收入增長。1973-

1979年，農村企業雇傭人數增加4倍，支付工資額約增加55倍，農民戶當增加收入3萬2千圓。14



表 3 韓國農村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網站15

農村人口在相對減少的同時，其絕對數也在快速遞減。這才使得韓國農村舊村莊逐漸消失，戶均耕地

面積進一步擴大，從而收入也相應提高。從韓國新村運動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完

全是工業化帶動的，這一點始終是不能忘記的背景，否則新村運動只能是個空洞的運動。

（四）韓國新村運動的社會作用。新村運動的作用主要不是體現在經濟上，而是其他方面。一是通過

「勤勉、自助、協作」的新村精神教育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國民，特別是農民的潛力，使他們很快適應

工業化社會發展的要求。二是通過新村事業確實改善了農村的居住環境。全國的草頂房都換成了現代

房頂，建設了道路、橋樑、排水設施、水井，通上了電、電話，看上了電視等。新村運動全面鋪開

後，還啟發了全民遵守法律秩序、保護環境和綠化城市、生活垃圾分離清除、形成健康的消費習慣、

共同發展等市民意識。三是對韓國草根民主和地方自治的發展有推動作用。16新村運動通過各種組織

積極動員男女老少參與到如何建設家園的討論中去。特別是新村教育過程中，官民同吃同住，不僅提

高了國民的平等意識，也強化了官員的責任意識，有利於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發展。

新村運動中的農村改良事業到70年代末基本結束。此後，運動主要轉向社會志願服務。全國共有200

萬新村家族深入基層無償幫助鄰里和地域社會。17如今，新一代新村運動領導人努力使新村運動在國

內發揮引領「國家統合」的作用。他們還致力於包裝新村運動，使其進一步商業化和全球化，作為第

二波「韓流」為韓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 新村運動的成功要因與存在的問題

新村運動具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在推行過程中出現過很多的問題，同樣值得注意。

（一）新村運動成功的要因。韓國新村運動是在特定的時代下產生和推行開來的。如果將新村運動推

延到80年代初實施的話，恐怕難以取得同樣的效果。綜合看，新村運動成功推行有以下幾個因素：1.

最高領導人的持續關注；2.政治安定和條件創設，包括資材和資本投入；3.各種企劃力量和組織管

理；4.村民組領導人的能力和獻身精神；5.在外部高速成長的衝擊下，國民一致擁有擺脫貧困的欲求

和參與自助事業的意志；6.地方官吏對新村運動的熱心支援；7.較高的國民教育水準，特別是對新村

運動指導者為主的社會指導層的教育強化。18

確實，新村運動的成功在於農民有擺脫貧困的意志和官民齊心協力的努力，而不是靠天天學習宣傳和

搞形式主義的檢查、報告。朴正熙一直說自己是貧農的兒子。上臺之初他就提出了「重農第一政策」

口號，主要內容是，整頓農漁村的高利債，免除困難農民的土地所得稅，發放營農資金，救護絕糧農

民，制定《農地開墾法》，強化農協，設立里洞組合和農村振興廳，維持農產品的適當價格和銷路

等。朴正熙經常深入田間地頭，親自指導新村運動，甚至在夫人被刺身亡第二天就投入到新村運動中



去。他要求部長、教授和企業家同農民一起吃飯、學習、跑步、討論，接受新村教育，國民深受感

化。

在此基礎上，政府的財政支持則起了決定性作用。從1971-1984年，新村運動共投入物品總量達7兆

2000億韓圓，年均5177億韓圓。其中總額的57%是政府投資，32%由民間團體出資，居民只負擔11%。

從用途上看，生產性投資占22.2％，所得增大占42.8%，居住環境占27.5%，精神啟發占2.8%，城市和

工廠新村運動占4.7%。19有了實實在在的實惠，村民當然更願意參與美化村莊事業。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新村運動的偶發性和政治性註定其展開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朴正熙被害

後，新村運動內在的問題暴露更多。盧泰愚和金泳三政府基本上中斷了對新村運動的投資。

韓國新村運動在推行過程中暴露的主要問題有：1.新村運動政策過於簡單劃一，教育指導上也沒區別

對待，忽視了各個地域的、地理的特殊性。2.政府為鼓勵競爭，有意根據各村的成果將他們劃成三

類，即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礎村。政府對業績好、被評為自立村的，則追加投資。為獲得檢查人員的

好評，業績主義和形式主義隨之泛起。3.過於依賴政府。1970年代的新村運動是政府主導下的一場從

上到下的「官唱民隨」運動。從對各個村子的資金投入、新村教育到各級指導機構的設立都是政府行

為。結果，不僅運動過分依賴政府，還產生了一系列腐敗事件。官僚機構重疊和財政浪費也很嚴

重。4.知識層和指導層參與不足，沒有發揮應有的表率作用。新村運動缺乏綜合計畫，特別是理論研

究滯後和不足。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懷疑和批判新村運動。5.新村運動的基層領導人水準太低。20

從整體上看，韓國農村已得到比較協調發展，但它仍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塊「軟肋」。21朴正熙

政府要求村民全面更換房頂等美化新村事業，超越了當時農民的承受能力，而在「維新體制」下，又

無人膽敢違抗，不少農民因此背上沉重的債務。僅1974年，平均每戶農民的債務就增加了近一倍，且

一直上升。2001年，韓國農民戶當債務達20,375,908韓圓，超過了當年的主營農業收入（表1）。農

村兩極分化也很嚴重。據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統計，2003年處於上位20%的農村家庭年均收入是6217

萬韓圓，處於下位20%低所得家庭年均收入僅503萬韓圓，差距達12.3倍。22

韓國國民對農民和農業的歧視遠未消除。留在農村務農的青年男子婚姻一直是個問題，很多人乾脆拋

棄農村到城市打工。如今留在農村的主要是逐漸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

四 他山之石 如何攻玉

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個國家關注和學習韓國新村運動的經驗，一些志願者也紛紛前往這些國家作現場

指導和培訓。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哪個國家學習新村運動取得成功。那麼中國應該從具有36年歷

史的韓國新村運動中學習什麼，如何學習？

（一）中韓國情與農情比較。上世紀70年代的韓國和目前的中國確實在某些方面具有近似性，但仔細

比較就會發現兩國差異性遠遠超過同質性。從大的方面說，中韓兩國同屬儒家文化圈。歷史上韓國借

鑒了很多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有的甚至延續至今。兩國都山多地少，以米麥為主食，人口

密度高，農業人口比重大，農業主要依賴人力。僅就這些非本質的相似點，還不能下結論說兩國的國

情、農情、文化、習俗和人文如有些學者說的「那麼相近」。23

韓國是個單一民族的半島國家，面積只有中國的1/99。中國有三十多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各地風

俗習慣、地理狀況和經濟形態都不一樣，且地方保護主義非常嚴重。韓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建國後就

實行了土地改革，財產私有。從文化上說，韓國一直以自己是儒家文化的正統為自豪，而且這種文化



一直沒有中斷過。中國歷經大躍進和十年文革，舊的國民性從根本上被破壞，但新的國民性又沒能立

起來。人與人之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新村運動過程中，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也起了重要作用，中

國目前還沒有如此多民間團體。

今天的中國農村在很多方面又優於70年代韓國的農村，如電、電話、廣播電視的普及率很高，鄉村道

路也較發達。中國有農村發展的樣板華西村、大丘莊和江浙粵一帶富裕的農村。中國今天的工業化程

度和教育水準也遠高於70年代的韓國，積累的資本更有利於展開新農村建設。但是，中國的不利因素

也更嚴重。 2005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3255元，當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493元，城鄉居

民人均收入比例高達3.22:1。24不僅城鄉差距這樣，地區差距更具危險性。中國的收入差距之大已經

到了嚴重影響社會安定的地步。中國農村基層官僚腐敗和效率低下的程度也是70年代的韓國公務員想

像不到的。因此，簡單地說「韓國的新村運動非常適合於我國的農村建設與發展」並不妥當。25

（二）學習什麼，怎樣學習。研究韓國新村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擴大視野，對照尋找自身的不足，從而

更理性地研究和實踐中國的新農村建設。

第一，要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中國是個有幾千年歷史的農業大國，擁有豐富的農村建設經驗和教

訓。如二三十年代，傑出的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積極從事鄉村建設和教育工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

動；農村醫療制度；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國內外的鄉村運動理論和實踐都是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基

礎。新農村建設理論研究還必須放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所有涉及三農的

法律、制度和機制，如戶籍制度、教育制度、升學制度、就業制度、農產品定價、分配制度等等，必

須消除妨礙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的條條框框。

第二，要完善基層政權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選出方式和組織結構。如果不能通過有效的方式選出真

正願意和能夠帶領村民發展致富的基層領導人就不可能順利推動新農村建設。基層政府不僅需要切實

精簡，還要拋棄一切官僚體制弊政和形式主義花架子，以保證政令、資金暢通。政府需將農民作為一

個對等主體，組織供給各種農民無法得到的資源，如農業知識技術培訓，衛生健康培訓，公共設施建

設，引進外來資本和資訊等。因為無論農民個體如何自發，這些問題都難以解決。

第三，農村現代化離不開工業化、資訊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韓國新村運動時期統一建設的很多村莊

如今都被拋棄，成為淒涼的無人村。中國要以更長遠的、跨越式的眼光看待農村發展規劃，否則今天

韓國今天農村之痛即中國明日之弊。一位韓國學者曾憂慮地表示：看看韓國70年代的情況，就可以預

測中國學習韓國新村運動10年後的樣子。對於10億農民沒有任何事前準備就實行新農村建設的話，反

而可能是自滅之路。韓國模仿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新政，從而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長，相反也付

出了農村破壞和社會不均衡等代價。中國模仿韓國的新村運動，會取得怎樣的發展，付出怎樣的代

價？26

第四，充足的資金投入和徹底的資金使用監督。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發表的2006年 《農村經

濟綠皮書》指出，推進新農村建設需要調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和固定資產投資結構，增加對農村的投

入，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改善農村生產條件和農

民生活環境。27據統計，2005年，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只有0.5%。中國有能力以工業反哺農

業，關鍵是落到實處，杜絕層層截留和欺上瞞下的形式主義。

曾任朴正熙總統經濟顧問，參與領導新村運動的朴振煥評價說：「新村運動是一場成功的農民運

動。」28如今的中國已經超越了搞運動的時代背景，單純說教不能振興農村經濟。我們必須用經濟手

段，通過新農村建設這個載體，認認真真地實踐和示範。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



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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