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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_潘家恩★

艰难的回归
——返乡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路

十八载归途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意识到时光的飞逝，更体会

到岁月的力量，它既让坚硬变得可疑，也让模糊变得

清晰。

小时候，城市对我来说，是漫长夜路前方迎面扑

来的璀璨灯光与车水马龙，虽然嘈杂，但对日复一日

的数星少年来说还是别具魅力，星空虽美，可毕竟太

远且过于冰冷。陌生而热闹的都市，给我一个美丽的梦，

指向更为多彩的世界和更有意义的生活。

带着这个美梦，18 年前的我向着远方背起行囊；

也冲着这个梦，铁下心来在家人和师长的不解中，将

绝大多数高考志愿填成农业大学。弹指一挥间，十八

载时光像双向延伸的意义圈，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出走

与离乡，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与回归。

也就是这 18 年，乡村的状况如过山车般，既有新

世纪前后令民间揪心、高层震动的“三农”问题，也

有税赋减免、投入加大后，旧矛盾缓解但新矛盾蕴藏

的淡出与转化，还有城市化浪潮席卷下乡土社会的节

节败退与悲情生存……当然，乡村并不会真正消失，

近年来各种“乡愁热”正让乡村以另一种形象再度进

入公众视野，虽然有些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有些

是资本吸金的噱头掩护，有些是都市中产一厢情愿的

浪漫想象与趣味投射。但不管怎样，再次热起来的“乡

村”毕竟充满着新的可能，就看我们怎么想和怎么做了。

家乡的小镇，有着千年古镇的悠远与价值，可在童

年记忆里，门前布满青苔与岁月印记的石板路或许别有

韵味，但却不利于大人们的粮食运输，也不方便小伙伴

们跃跃欲试的自行车通行，所以当年进行水泥硬化时，包

括我们这些小孩在内都一致欢呼。今天看来，那似乎是

对千年古镇不可逆的景观破坏，但以当年的眼光看，却

是一种很难否定且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需要。

就在一周前，我的家乡竟然登上 CCTV-4 的《记

住乡愁》，当得知这个消息，仍然会十分欣喜且不遗

余力地在微信朋友圈呼朋引伴，似乎那是 18 年来首次

为故乡而自豪。短短 30 分钟的节目激活了关于家乡的

各种记忆，也让自己觉察到，原来十多年来看似归乡

的目光仍然向外，最熟悉的，常常也是最陌生的。

作为“80 后”，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这个时

代的剧烈变化，纠结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纠结，在青春

与暮气混合的奇特氛围中，拥有着自嘲互黑背后的辛

酸与无奈；作为小镇青年，我也曾有过对大都市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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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向往，但却迅速在所谓“小时代”和“小目标”的

碾压下觉知“都市梦 / 逆袭梦”之虚妄；作为乡村建设

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且亲历着乡土的凋零，同

时也感受着土地上的挣扎、不甘与坚韧。

又是一年春节到，再次攀高的城市房价和更为耸

人的连城“霾”伏，继续制造着乡愁土壤。全球范围

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变形，如魔方般重构着

我们的时空图景，穿越城乡且意义独特的假期，给了

你我一个抒发积闷的难得机会。

前年的《博士返乡笔记》和去年的《一个农村儿

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将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百态呈

现出来，并借助文学所特有的温度与力度让新形势下

的乡村困境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十分重要且可贵。

然而，似乎“假期返乡者”和各色“见闻”才是这场“返

乡大戏”的主角，更多的“在乡者”与“返乡实践者”

却不无遗憾地再次沉默，拒绝刻板和偏见的多元化思

考反显得不合时宜。

身处这个因长期“都市中心主义”而“目中无乡”

的时代，需要再度思考的不仅包括乡村怎么了，还应是

城市怎么了，时代怎么了，我们怎么了？

春节综合症

我这里说的，不是节日中常见的暴饮暴食与黑白

颠倒，而是经常发生在乡村建设实践者群体中因春节

返乡而导致的情绪波动。据我粗略地观察，不少身边

同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节后情绪低落、状态不佳甚至

自我怀疑的状况。因为春节回家除亲人团聚、朋友重逢，

更是不同价值观的交汇与碰撞，以及现实财富与生存

状况或明或暗的比较，许多压力变得无法回避：收入、

地位、稳定、体面、尊严……，这些本来就是一线实

践者的心酸处，自然会让大家沮丧。

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情况，或仅与家庭条件、

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地域文化等个人层面相关，后

来发现其实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蕴含值得进一步思

考的空间。

对于大部分乡村建设实践团体来说，你说志同

道合也好，抱团取暖也罢，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经常在

一起，并多在内部共建起彼此认同的基本价值。春节

返乡，不仅让行为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

主流社会的强大力量开始显现，而且凸显出原来还可

春运，期待回家与亲友团聚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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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略的各种落差。举个例子，乡建实践者的衣着常

是朴素的，如果哪天在乡建场合看见他们西装革履，

你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不仅因为朴素的衣着在田间劳

作或与老乡交往时方便，还因为大家都这么穿所形成

的习惯与特定环境。我们的感受本来就常由外部眼光

所决定，既然周围的环境是以简朴为美，过于讲究反

而显得格格不入。

当实践者们春节返乡，虽然一般的乡村困境也

会让我们揪心，但事实上大家本来就在乡村工作，类

似状况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乡和故乡的叠加让问题更

显真切，更大张力其实来自“个体返乡”与“社会去

乡”间的冲突与拉扯。

“春节综合症”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乡村建设实

践者个体意义上的纠结与无奈，不如说是当前日益加

大的城乡冲突与阶层差距在他（她）们身上的具体体现。

只不过春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让返乡实践者

逆流而上的点滴努力集中遭遇到整体性的破坏。

实践者的尴尬也提醒着我们：乡村建设或广义

返乡从来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作最新最美的图

画，“建”的艰辛常常面对着“毁”的剧烈与“弃”

的轻易，真正的建设事业自然会更加艰难，但“难能”

才可贵。也因如此，乡村建设所需要建设的还包括新

的价值、评价坐标和实践者的主体性。亦即，建设性

实践和批判性思考都是返乡的题中之义。

实际上，个体困惑背后的社会困境同样存在于

近年的“返乡书写”中，短暂乡愁一直勾连着更大脉

络：王磊光博士的尴尬与无力，难道不正内在于“中

产蚁族化”的社会事实及知识远离甚至矮化工农的文

化事实？黄灯四姐夫从体面的包工头沦落为灰头土脸

的城中村躲债者，难道能离开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

全球转嫁的宏观背景？个人眼中的乡村图景，其实从

来都是城乡关系和政治经济现实的缩微与镜像。不能

就事论事地把乡村问题仅当作乡村本身的问题，它既

可能是城市的问题，全球的问题，也可能是包括你我

在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问题。

乡衰与城困

前几年雾霾初现，我还很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和现

在的居所而庆幸。可就在今年，北京开完会后急忙赶

回重庆，本想从“霾都”逃往“雾都”，谁知人走霾

也走，它已在山城恭候了。再听新闻，寰宇之内似乎

哪里都很难真正做到风景独好。

雾霾似乎给了我们“同呼吸”的感觉，但却绝

对谈不上“共命运”，发展的受益者和代价承担者许

多时候并不一致，雾霾经济和乡愁经济正异军突起并

充满商机，可就在此时，远方工友之家的同仁们仍在

数九寒天中因雾霾治理的强力行动而抱团取暖……。

有人说，雾霾实际上只是当前生态环境诸多变化的一

方面表现，还有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垃圾围城等

同样严重的危机，前者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关注，只

不过因为它发生在了拥有更大话语权与关注度的一线

都市。

但那些更为弱势的人们和地区，真正的乡村呢？

十多年前，当我们还在河北定州翟城村的时候，虽然

那时雾霾没有现在明显，但土壤板结和水位下降已经

非常严重了。有一次从村里出来开会，晚上到的北京，

眼前景象把已经习惯乡村夜晚的我们震住了：不管是

在寂静的郊区还是繁华的主城，各种有必要没必要的

灯都开得一样夺目，我们终于明白为何村里老停电，

连最重要的浇地用电都要限制，村民们常半夜就爬起

来排队等水浇地，大家视之为常态，我们也已被迫习

惯……，原来如此！

如果从城乡互动的视野看，当前的普遍“乡衰”

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每日都在减少的村庄数量，

即使依然活着，许多村庄的空心状况也已让人痛心疾

首。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乡衰”或在城乡博弈中的“落

败”，我们为何义无反顾又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可

以说，这些构成了“乡愁”与“返乡书写”热的重要土壤。

但又不限于此，如果城市充满希望，城市发展的同时

也能带动乡村发展，城市本身能够承载起我们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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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需求、生态及文化，我们又何需乡愁？

事实上，与“乡衰”同时出现的还包括“城困”，

别看当前城市化进程摧枯拉朽，可却同时携带着以雾

霾、拥堵、高房价、食品不安全等为表现的内在困境，“摊

大饼式”的“都市梦”其实布满裂隙，曾经的“自圆其说”

常常“捉襟见肘”。冷静想想，如果说“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那么“乡村，才能让城市及生活更健康”，

没有乡村的价值和农民的尊严，何来农业与都市的真

正安全？况且城市虽有诸多优势，仍不能满足我们真

正多样的需要。举个例子，自 2008 年我们在北京推动

第一个社会生态农业试验项目“小毛驴市民农园”以来，

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已经遍布全国，农业不

再仅是农民的事，只有真诚的分担才有真正的分享，“农

业进城”与“市民下乡”正作为都市内部的“返乡实践”

而受到普遍欢迎。为何这场创新性实践能获得持续动

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其实有包括文化、生态

等在内的多种需求，日常消费只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一

种需求；而农业和乡村也有除食材生产之外的诸多功

能。当基本物质条件满足后，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样

化的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劳动需要我们，

而是我们需要劳动；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

要乡村。

因为“乡衰”和“城困”的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

让“回不去的乡村”与“留不下的城市”

这一尴尬状态成为了事实，使我们纠结

且徘徊于城乡之间，不断催生流动、短

暂但却挥之不去的乡愁。

从他乡到故乡

面对着“乡衰”与“城困”，迎接

返乡实践的很少会是鲜花和掌声，更多

是难以言表的压力、无奈与尴尬。在乡

村建设实践中，我们常靠“乡建式谎言”

以“曲线返乡”，比如在地点选择上，

先找个父母和同学看不见的地方，毕竟远距离沟通尚

有搪塞与转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才会有“春节综

合症”的累积爆发。

当然，也有直接返乡的同仁，那无疑需要更大

的勇气和毅力。同为“80 后”的慧峰来自江西宜丰，

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了 5 年，当他决定返乡种植生

态水稻后，受到亲戚朋友和家人的强烈反对。刚开始

时几乎天天在责难声中度过，父亲气得不跟他说话，

母亲则天天哭泣。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成为村

庄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

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每过村头的时候他就

害怕，感觉老乡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经过三四个月

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

于获得大家的接纳，而这位返乡者也在此过程中形成

更加平和积极的心态，并学习到在乡土社会与逆境中

生存做事的方法，其所种植的生态水稻借助新媒体和

城乡互助渠道获得不错的收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村民加入他的生态农业实践。

返乡艰辛的例子其实很多，甚至有新闻报道了

河北老父因儿子硕士毕业后返乡种地而喝农药自杀的

悲剧。归乡途中那无形却让人惧怕的高门槛，将无数

“农 N 代”堵在“蚁族”围城之中，上学和进城本

应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可为何却让我们的道路越来

“小毛驴市民农园”深受市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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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窄？与其说那是来自家庭和村庄的不理解、不宽

容，不如说是当前社会诸多不合理关系的集中体现。

“农二代”父母们之所以如此决绝、不近人情，与

其说是他们对乡村与土地的认同不再，不如说恰是

承载着太多城乡分割与不公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极

端的方式对家人的保护与救赎。一般看来，不合时

宜的离城返乡与体力劳作等同于竞争失败与不思进

取，对于世代身处农村并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供子

女考上高校的“农二代”家长来说，“跳出农门、

不要回来、进城改变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完全能够

理解却又让人心酸的合理期待？

也因此，我们的返乡实践多有从“离乡”到“归乡”，

从“走近”到“走进”这两个层面。既可以像慧峰一

样一步到位，也可能分步走，先在异地和他乡做出探

索，积累经验与资源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且看当代

乡村建设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很多人都已经进入第二

阶段，建生在近二十年的他乡实践后终于将乡村建设

引回福建上杭老家，何慧丽老师也已把豫东的兰考试

验扩展到豫西的家乡灵宝。他（她）们的实践虽然曲

折却让人钦佩羡慕 , 借用一位返乡实践者的话——“不

要等到叶落了才归根”，有乡可返其实是一种幸福。

从 2012 年推动“爱故乡

公益实践”以来的 5 年间，

常有朋友问我们，自己就出

生在城市，不是“农二代”（虽

然对很多人来说，再往前推

几代，似乎都要露出乡土胎

记），是否也需要爱故乡？

这让我想起民国和当代乡村

建设实践的重要推动者梁漱

溟先生和温铁军老师，他们

都是生长于京城的“城二代”，

乡村并没有他们的亲人和记

忆，为何他们会去推动乡村

建设？因为乡村是中国的根，是理解过去中国并思

考未来中国所无法绕开的底色与载体。况且，我们

所说的是广义的“故乡”，君不见城市自身也正在

大规模改造升级中面目全非，无论我们来自哪里，

其实很难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动于衷，对

故乡的重新发现与思考，可以理解为每个现代人在

新危机与困境下的应有自觉。

故乡就是脚下的一席热土，无关地面材质。

我们的“田园梦”

认识黄志友的人都知道，他对土地充满深情。

13 年前作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正式录用的第一个

大学生，他的求职要求很简单，只是希望可以来学院

种地，真正的脚踩泥巴、双手劳动。比起种地、养驴、

盖生态厕所、做垃圾分类这些他钟爱的工作，原来的

志友对现代科技有着某种近乎天真的拒绝，他几乎不

用手机，电脑也因“废弃”太久竟然开机冒烟……。

13 年来，他一直坚守乡村建设第一线，并百折不挠

地开拓新领域。2007 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因不可

抗力被迫中止后，他和学院同仁们一起在北京西郊的

我们的“田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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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岭山下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本以为可以

重新回到土地上，可繁重的农场管理，络绎不绝的日

常接待和各种资料的编辑传播，让农业劳动反成为一

种奢侈，手机和键盘取代了铁锹，成为他最主要的劳

动工具。从 2012 年开始，除继续农场管理外，志友

又承担了爱故乡公益实践的创立与推动工作，生性腼

腆的他最日常的工作却是要不厌其烦地与各方面沟通

联络，哪有时间种地……。一天志友忽然说：我终于

想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田园梦”就是帮更多人实现

“田园梦”！

志友的悖论告诉我们，回归不等于逃避或者撤退，

更非自娱自乐与孤芳自赏。真正有力的“田园梦”是

清醒的、也是务实的。十多年前，当大家以城市为唯

一归宿、以石油农业为不二法门时，我们的“田园梦”

是让大家意识到“城市梦”的可疑与裂隙；十多年后，

当“田园”成为另一种众声喧哗的流行时尚与各种利

益的文化包装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警醒大家不忘

初心，并借力打力地促使长期外流的“三要素”（资金、

人才、土地）顺势回流。

真正有根的“田园梦”是批判的，也是包容的。

它不应是有钱有闲者的专属与新的区隔来源，也不是

叶公好龙式的想象性拥抱或对都市旧梦的简单替换，

更不是将狼狈不堪的生活维持下去的点缀与理由。雾

霾天里的“田园梦”当然应有更多的反思与反抗，并

为重新思考城与乡、人与自然、知识分子与工农诸关

系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

志友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返乡并不意味着与城

市做简单的了断，也不是将城市本质化，以“浪漫化

乡村”的办法去消除“浪漫化都市”的恶果，去寻找

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净土”。与其被动地“城乡互

损”或“城乡脱钩”（两者看似不同，却都不同形式

地体现着排斥性），不如以“危”为“机”，在城乡

良性互动中重新想象并创造出真正包容永续的新城市

与新生活。

印第安人的雨

六年前，我们邀请当时已近 80 高龄的韩国自然农

业创始人赵汉珪先生给第一期全国自然农业培训班授

课，老先生一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分别来

自美国的白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求雨，结果白人没有

求到但印第安人求到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出了各种可能性，有人说印度安人会法术，

有人说美国人得罪了天神……，最后老先生说，其实很

简单，因为印第安人一直求到雨来为止。大家哄堂大笑，

可就在此时，我看到这位一辈子历经坎坷进行自然农业

探索的长者眼里却闪着泪花，我也进一步理解了他讲课

中所谈到的所谓“农者之心”。

我常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故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

只是时下并不少见的另一碗励志鸡汤。然而，十多年来，

我和许多返乡同仁们却实实在在地体会着这一笑中带泪

的“简单道理”，就在老先生讲这个故事的“小毛驴市

民农园”，那头“形象代言驴”几年前还作为遭到无数

人嘲笑和挖苦的象征，生态农业也常被当作“不合国情”

而轻易打发，青年返乡当年更被讥为“秀才下乡”。面

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果没有咬紧牙关地坚持，怎么会

有后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横空出世？或者说，谁能

预测到 2008 年会有举国上下震动的“三聚氰胺”事件，

谁能想象“十面霾伏”已经在悄然改变我们对城市的想

象与实际的生活态度……。

既然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既不要

盲目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同时警醒于悲情与自恋，

用真正的平常心做好我们该做的平常事！ E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