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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lso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hich opens a new 

chapter of the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great power of the Nineteen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great changes required by the 

times,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ceeds from realistic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push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to a new height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seeking to resolutely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great rejuvenation.The layout is based 

on strategically thinking in a strategically orientedway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start a new journey of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with more pragmatic, open and scientif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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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新篇章。乘十九大东风之

伟力,顺时代要求之巨变,乡村振兴战略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将“三农”发

展推向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谋篇布局,以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深专悟透新时代乡村的发展趋势。因此,

我们要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重逻辑,以更加务实、开放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开启加快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 

1．引言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视域下的理论成果,是密切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发

展状况的产物。该战略以“三农”问题为总抓手,“二十字总要求”为具体内涵,依托“农业

农村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来驱动和跟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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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发展步伐。因此,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乡村振兴战略,把握其现实、

理论、实践的三重逻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足发展。 

2.新时代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逻辑 

2.1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特殊时期提出来的。[1]党和国家基于新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了新的

发展要求即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战略”为核心振兴乡村、把“振兴”作为关键助

力三农,旨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竭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近年来,“我国“三农”问题依

然突出,特别是“三农”和“四化”同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

的“新三农”问题日益突出。”[1]着眼于这一社会现实,该战略着力从“三农”问题出发,强调

以城带农、质量兴农、科技促农,摆脱三农短板标签,推进点到面的全面覆盖,实现农业、农村、

农民从量到质的飞跃以及乡村基本振兴到全面振兴的跨越。这是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深

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现实抉择,通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极大提高乡村发展水平,

缩小城乡差距,这在根本上对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认真

学习和主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思想,对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平衡发

展极其重要,意义重大。”[2] 

2.2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需要 

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使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同向同行。这一发展

进程必须依靠乡村振兴战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中的

重中之重,如何将三者有机结合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引擎,也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命题。乡村振兴战略紧扣这一命题,坚持“两个一

百年”的奋斗目标,根据新时代的战略要求明确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的具体实施路线。这

凸显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党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借力、助力“三农”,形

成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合一的结构,汇集农业发展潜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发挥农村振

兴动力。这是我们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需要,将有效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推

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作为发展契机,落实第一个百年目标,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承接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推动力,使第二个百年目标在“两步走”的进程

中切实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我们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

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3] 

2.3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宗明义的指出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

化,这一转化也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的发展论

述,为乡村振兴战略铺设了时代背景；其次,阐明了新时代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分“两步走”

发展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布局和发展动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战略指导。乡村振兴战略紧紧围绕“三农”

问题,进行农村、农民、农业三重建设,而“三农”思想恰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时代之需、人民之盼。由此可见,这是我们党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选择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指导思想,这一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党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践行以人为本的核心

理念,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融合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切实推进新时代背景下农业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有、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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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时代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 

3.1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战略”为核心振兴乡村,从战略上看,这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

现全局目标的规划,凸显了新时代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从战略层面出

发,必须抓住战略的基本特征。 

战略具有全局性。将“乡村振兴”这一发展目标以“战略”的方式提出来,体现了实现乡

村振兴的发展目标要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作为一个农业、农村、农民“体量”都比较大

的国家,推进“三农”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这一

战略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以全局战略思维引导“农业农村现代化”

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向共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五位一体”布局建设交互促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协同推进,以此指导战略的全局性规划,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乃至我国现代化发展,同时,“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有利

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进农民福祉。”[4] 

战略具有主导性。就方针、政策而言,战略是直接由国家层面提出的统筹全局的方略,占

据主导地位且具有强制性和指导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以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为先导的约

束机制、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动力机制、以优化政策体系为关键的支撑机制、以绿色发

展为核心的引领机制作为突破重点”。[3]从战略上驱动构建完备的乡村机制运行体系,强调了

战略的主导地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国家为实施主体,从全局上对战略进行了规划,并要求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划分合力,将中央政府的各项指令分派给各省、市级、地方政府,通

过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实现由各个分力共同发力,凝聚成最大作用力施力于战略实施。 

3.2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提出的一大推动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战略,

该战略对乡村振兴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发展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这五大要求相互联系构为整体,其基本内涵密切呼应了“五位一体”总布局

的五大建设,以“五位一体”为基础,认识“五大要求”,更能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以

内涵看外延,最优化的将理论化为实践。 

产业兴旺侧重于经济建设。“产业兴旺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有效实施的基础。”[5]

采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式,形成多产业链,滋生其经济效益,实现从单纯的解决温饱

到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的目标,同时响应十九大报告中对四大现代农业体系的完善以及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理念,从不同维度、不同方向和不同问题等方面出发,刺激农村

这片热土发挥更加强劲的作用。 

生态宜居侧重于生态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这要求处理好自

然生态与乡村建设的协调,融合生态环境于乡村建设,打造独特的“自然+现代化”的乡村特色

宜居环境。 

乡风文明侧重于文化建设。随着社会发展滋生的一些不良因素,乡风、乡俗逐渐异化,直

接影响乡村治理发展,而“乡风文明”建设就是抓乡风、乡俗就是要重新让乡风回到淳朴的土

地,唤醒人们的精神追求,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积极“发挥中华文化正能量的作

用”,使广大民众“树立起文化自信”。 [6] 

治理有效侧重于政治建设。从社会治理的管理层面而言,治理的主体更多元化,方式更民

主化,更易汇聚社会治理的有效意见,利于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极大的推动民

主化进程,实行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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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富裕侧重于社会建设。不单从恩格尔系数来评估富裕程度,更要把物质追求与精神追

求结合,即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还要重视丰富精神层面。除此,该战略的生活富裕是基于现实

生活水平出发,而不是两极分化中的富裕,应该是一种和谐的生活富裕。 

4.新时代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逻辑 

4.1 坚持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乡村生态建设平衡有度 

乡村生态建设重在生态环境、抓在绿色发展、谋在质量兴农。必须以尊重和顺应自然为

根本,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贯彻其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新常态,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生态环境建设责任重大且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山水林田湖草必

须系统推进,统筹全局,努力做到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从细出着手、从大出构思,坚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发展形态,渐进与突破相衔接,科学谋划治理进度和发展速度。各乡村应结合实际

需要落实生态保护第一书记责任制,努力解决乡村突出的环境问题,让生态保护与环保农业协

调高效双向互动,构建农业+休闲、农业+康养、农业+文创等现代生态农业体系,推动农业结构

性改革,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打造一批特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链。同时乡村要做到合理分区,

农业布局科学化、规范化,防止脏乱差等不符合生态建设的乱象存在,牢牢掌握绿色发展的生

态理念,将生态环境建设创造性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引擎,并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促

进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 

4.2 坚持文化自信,积极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平正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乡村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三重向度,首要是立足乡村本土优秀文明

成果,增强文化内生魅力；其次是以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为泉源,提升农民精神品质；最后

要完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增强人民幸福指数。达到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美好愿

景。 

文化是乡村历久弥香且独具地方特色的精神食粮,乡村文化建设必须要找准“根”,充分

发掘本地文化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加大对现有乡村优秀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对

本土优秀文化的挖掘和提取,换言之,就是要加大对本地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资源做强做精。

在增强文化内生魅力的同时,让乡村人民的道德观念、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形成共识。乡村振

兴不光物质文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的升华,尤其是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以“三农”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引领,通过教育机制创新、实践锻炼养成、潜移默化引导来强化农民

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挖掘农村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推进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6]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乡村文化建

设既要有保障机制,也要有文化载体,我们通过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体制和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为文化建设保驾护航；再加强本土文化产品开发,让乡村文化找到落脚点,双管齐

下,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度。 

4.3 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乡村经济建设平稳有进 

乡村经济建设关键在精准脱贫,核心在产业兴旺,首要在找准根源。乡村振兴就是农民振

兴,既要靠外部“输血”,也要靠自身“造血”,变“输血”为“造血”根本靠产业发展,这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农民精准脱贫始终要坚持问题、目标和效果为导向,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坚持不懈推动全

面小康社会向纵深发展。那么要达到产业兴旺要求,就必须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使

广大农村地区适应更主动、认识更贴切,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以绿色生

态为依托,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环环相扣。建立合作社+农户+公司、公司+基地+农户、公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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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地等现代农业模式,实现一村一品、一乡一景,一线一招牌。在短时间内依靠外部“输血”

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速度,在长时间中依靠自身优势“造血”来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效益,

而产业兴旺恰巧需要长时间锤炼,因此,让“输血”变为“造血”,是乡村发展的根本策略。同

时必须让产业兴旺在乡村脱贫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没有这个物质载体,乡村脱贫就是一纸空文。

在全面建成小康的过程中,要真抓实干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让农民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和自

豪感。 

4.4 坚持内培外引,积极推进乡村社会建设平安有序 

乡村社会建设要坚持农民的中心立场,破解人才瓶颈制约,以当地农民为根造就乡土人才,

再以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为源形成巨大伟力,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内育外引,聚天下

人才而用之。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充分折射出城乡差距过大、贫富悬殊明显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并且应以新型城市化战

略来引领,以建成“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融合发

展的美丽乡村和实现乡村振兴。”[7]同时要振兴乡村就必将坚持农民的中心立场,培育农业专

业性职业农民,加强与高校合作、与科研院所接轨,定时定点定质开展培训,造就一批本地专业

化队伍。其次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政策、资金等专门性倾斜,创造吸引社会各界人员投身到

乡村建设当中的有利条件,让技术不再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痛点,吸引一支懂农业、爱农民和

喜农村的三农人才队伍。内外发力、群策群力,结合实际状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

让乡村社会建设三年变个样、五年翻新篇、十年创辉煌,形成可持续、长远性和前途性的乡村

发展蓝图,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切实推进乡村社会建设平安有序。 

5.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应时代潮流而涌动,顺历史趋势而发展的有利于盘活农村经济增长的重

要战略,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产物。这一战略“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求,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8]这一战略充分展示出我们党在认识“三农”问题上有了新的飞

跃与质的提升,也是当今新时代国家大的发展背景下中国提升“三农”品质的新方向,更是广大

农村劳动人民期盼的福音和憧憬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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