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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回顾近代历史，朝鲜王朝曾采取锁国政策，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而后朝

鲜半岛于 1909 年被日本强占，日本殖民统治长达 36 年，朝鲜民族在被动的

情形下历经了近代发展阶段。1945 年日本投降后，南北朝鲜各自建国；1950
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停战后仍回到战前的分治状态。

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至 1950 年代初饱经苦难和

贫穷；但是韩国在随后的较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成功崛起

为工业化国家，而且成为国际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外界称之为“汉

江奇迹”。在韩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新村运动”被认为起到了振奋

人民精神的重要作用。

多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新村运动展开了研究和评价。例

如，从韩国近现代史角度重新认识并展开对新村运动的缘起背景及发生动机

的研究；对新村运动的性质与成果的研究，其发展被认为是居民主导的区域

发展，抑或是政府主导的社区发展；此外，对 1970 年代新村运动还曾进行

过深入的政治、社会层面的剖析。不仅如此，还有研究以现时的视角对新村

运动的成果以及是否成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近年来的研究从多个角度进一

步拓宽了认知范畴。例如对新村运动的组织治理（Governance）层面的重新

审视 [1]，新村运动与中国或北朝鲜农村运动案例的比较研究等 ；此外，还有

人将韩国的新村实践看作脱贫和地区发展的一种模式，讨论了将其运用到其

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

实际上，韩国的新村运动至今仍广受国内外关注，各种交流和研讨活动

络绎不绝。本文结合二战后的韩国社会背景状况，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意识

及价值观转变的过程出发，重新审视 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及其意义和启示。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本文将“新村运动”视为由韩国人的传统思维体系衍生出来的现代化

运动 ；即从现代意识角度思考新村运动的本质，进而审视新村运动的内容

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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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 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是在政府施行

重工业政策和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被认为

取得了很大成功，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回

溯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开展情况，认为新村运动是建

立在农村社会结构及传统价值观基础上的全民参与

行动，其本质是以“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意识”

来引领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本文还认为，“新村运动”

曾是推动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某种意义上

“新村运动”仍在继续，需要结合新的情势对其进行

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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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立论，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1）关于韩国人

传统思维体系和现代化运动的既有研究梳理；（2）韩国人的

现代意识与领导人推进新村运动之间的关系；（3）从 1970
年代前后的社会状况审视国家现代化运动演变为新村运动的

过程，其中包括各种项目的推出和延续方式；（4）对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内容和成果加以总体评价，分析其深层次意

义及延续性。

为此，在时间维度上，本文将回溯 1945 年光复后韩国

所经历的混乱期，以及 1960 年代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

层面的变化，进而审视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逐渐发起和达

到鼎盛的过程 ；本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为韩国农村地区。

2  韩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朝鲜半岛的人文历史悠久。1392 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建

立政权，定名为“朝鲜国”，此后李氏朝鲜国在儒教理念下

维持了 500 多年的统治。朝鲜半岛不仅在文化、科技等方面

取得了诸多成就①，而且以顺应自然规律的农业为本，形成

了百姓们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农耕社会。

朝鲜民族在悠久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和价值

观。前者是自然观，崇尚人与环境融合的自然性，亦即太极

阴阳的和谐关系，体现了阴与阳或主体与他人融通一致的认

知；“个体”集合起来便形成了“大韩”，这个用词体现了其

民族气概。这种哲理在韩服、韩食、韩屋等衣食住行文化里

均有所体现 ；传统文化在不断继承和发扬，如今这种文化可

谓已经演变成了“韩流”。后者可以说是儒教观，所谓儒教

观是指将自然规律和秩序转化为社会秩序，珍视万民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社会运营法则；这种价值观渗透进国家统治乃至

村庄、家庭及个人的管理。以农业为生活之本走过来的百姓

们以村庄为单位谋求现实生计 ；就村庄单位而言，形成了很

多氏族村。基于氏族村，互助组、乡约等制度蓬勃发展，相

互扶助而开展农业经营合作。就家庭和社会而言，则以“三

纲五常”为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尤其在 16 世纪以后，“韩屋”被作为实现儒教的场所来营造。

由此可见，韩国人的儒教观是从自然观延伸出来的价值

体系②，长久以来左右着韩国人的精神和生活 ；韩国社会是

以互助、自力更生等韧性和底蕴来持续的。然而，进入朝鲜

国后期，传统思想变得模糊了，由于缺乏接纳外来文化的包

容力，导致国力逐渐衰弱 ；最终，在 19 世纪末期席卷东亚

地区的巨大近代化浪潮面前变得落伍和不堪。

3  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开展情况

3.1  光复后至 1960 年代的韩国社会
为了理解韩国 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有必要先了解光

复以后的 1950—1960 年代出现的几大社会变化。

第一，虽然在日占时期经历了多年殖民统治，但韩国农

村依然维持了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同时也仍保持着以氏

族为核心的乡约、互动组、换工等传统乡村的社会运作和秩

序。这就意味着农村仍具备以村为单位来凝聚力量和寻求变

化的潜力。第二，通过农村土地改革③，农民获得了属于自

己的农地，摆脱了之前的佃农身份和压抑，农村社会也逐渐

趋于稳定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后，显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务

农积极性。第三，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包括水利事业④在内的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当时农村缺乏矿物燃料，取暖和做

饭均使用木材，山林毁坏严重，导致干旱及洪水灾害，反过

来也影响了农耕活动的稳定。1960年代后逐步实施水利事业，

为农村配备了保障生活和稳定耕种的基础设施。第四，随着

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全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

的产业经济不断壮大，就业岗位大幅增加；与此相反，农村

的务农环境变得极不稳定，农村劳力大量向城市迁移，导致

农村人口减少⑤，农户的负债也开始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问

题，政府推出了种种社会事业，实施了诸如“增加农渔民收

入”等农村扶持项目⑥。

实际上，自 1950 年代开始，韩国在局部地区一直在开

展旨在改善农村面貌的扶持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政府的

努力并未取得多少成效。至 1960 年代后期，韩国的农村仍

处于贫困状态，且远落后于城市。

① 朝鲜国时期有韩文的创立、金属活字应用、全世界首艘铁甲船、测雨器的发明等文化与科学领域的成就。

② 这种价值在不同时代的韩国传统社会中体现为风流道、光明思想、天人思想、花郎道、学者（儒）精神、东学思想等多种形式。

③ 韩国的“农村土地改革方案”于 1949 年 6 月 21 日公布，自 1950 年开始正式实施。农村土地改革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农户自力更生和提高农业

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其次，就改革方式而言，采取耕者有田（耕种者要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原则，对有耕

种农田意愿的农民进行有偿分配，田地所有上限为 3 町步（1 町步约合 0.99 hm2）。

④ 光复后，农用水开发事业在美国扶持的军政体制下以水利合作社为实行主体，重点围绕水库修筑而起步。但由于 1946 年岭南地区的严重旱灾，

农用地下水开发和水库筑造暂时搁置，农用水资源开发计划转变为以建设扬水站等能够在短期内见效的设施为主。这种方式不利于解决长期的

用水问题。

⑤ 韩国在建国之初是农业国。1967 年的农村人口仍高达 1 600 万，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但此时农村人口达到顶点，之后持续减少。2015 年的

城市化率为 82.5％。

⑥ 当时因只注重环境改善和经济的增收，而没能重视意识改变和调动农民的参与热情，因此收效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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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村运动的内涵及成效
新村运动始于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的 1970 年 10 月。其标

志事件为政府宣布向全国各个自然村无偿提供水泥，用于改善

村庄环境。之后还出台了若干其他扶持性政策。在政府的激励

下，居民有了自主参与的热情，村庄环境开始有所改善。有学

者认为，最初的无偿提供物资的村庄环境改善扶持政策不但激

发了农民的参与热情，同时也使劳动力得到了有效利用，从而

逐渐形成了新村运动的某种形式、并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 [2]。

事实上，韩国新村运动的各个阶段均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总体框架内展开。可将 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①，第一阶段的目标主要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第三阶

段则是分别着眼于提升乡村的自助发展和自立完善的能力。对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成效可从城乡家庭收入、农村人口构成以

及资金投入的历时性变化来加以定量分析（表 1）并得出判断。

首先是城乡家庭收入变化。1970 年的城市家庭平均收

入为 38.1 万韩元，1977 年达到 140.5 万韩元，增加了近 2.7
倍；而同期农户平均收入增加近 5 倍，从 25.6 万韩元增至

153.3 万韩元。可见农村经济状况得到了大幅改善。尤其在

1974—1977 年间，农村收入超越城镇居民家庭收入，这意

味着新村运动在帮助农村脱贫致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

其次是农村人口变化。1970—1979 年间，农村人口从

1 443.2 万人降至 1 088.3 万人，减少了 354.9 万（24.6%）；

农户数则从 248.3 万户降至 216.2 万户，减少了 32.1 万户

（12.9%）。从中可以看出，即便在农村家庭收入超过城市居

民家庭收入后，农村人口仍在向城市迁移，但农村人口和农

户数仍然维持着较大的总量。某种程度上，新村运动为减缓

农村地区的剧变做出了贡献。

再次是新村运动的投入。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开支相比，

农村居民承担的费用比例一直较高（居民承担费用中包括了

实施政府援助项目的人工折算费用）。从数据来看，1971 年

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开支分别为 27 亿韩元和 14 亿韩元，共 41
亿韩元；居民所承担的费用为 81 亿韩元。到了 1979 年，中

央和地方政府开支分别为 1 258 亿韩元和 1 010 亿韩元，共

2 268 亿韩元；同期居民所承担的费用则高达 3 330 亿韩元。

大致上历年居民承担比例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和的 1.5~2.0
倍，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投资发挥了撬动其他投资及调动居

民参与积极性的良好效果。

最后再谈论一下政府的作用。韩国政府主导新村运动，

不但出台了许多扶持性政策并实施各类援助计划，而且用于

新村运动的资金支援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中央政府的投入从

1971 年的 27 亿韩元增至了 1979 年的 1 258 亿韩元，增幅达

45.6 倍，可见当时政府的坚定决心。与此同时，居民所承担

的费用则从 81 亿韩元增至 3 330 亿韩元，增幅达 40 倍。政

府的政策扶持和投入换来了居民的积极参与及农村面貌的巨

大改善，可以说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的双赢。

4  现代意识与新村运动

4.1  新村运动的现代性与国民精神改变
朝鲜半岛在日占期间，由于社会和思想受到压制，加之

占领者施行的殖民同化政策，本土民族事实上已经无法主导

自身的变化。1945 年迎来光复后，南部存在着左翼、右翼

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在纷争中于 1948 年迎来了韩国政府的

① 三个阶段为：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 年），政府主导发起新村运动并向全国扩散，重点放在生活环境改善领域；自助发展阶段（1974—1976 年），

新村运动向城市地区和工厂等组织推广，这一时期不但要实现经济增收、也要实现国民精神改造，从而也使得新村运动获取了自助发展的内在

动力；自立完善阶段（1977—1979 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走向了广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在项目规模、经济性及区域特色方面也较以往为佳。

出于不同的角度，对阶段划分会有所差异 [3,4]。

表 1  1970 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成效分析

阶段 / 年度 家庭收入变化（单位：万韩元） 农村人口构成变化 资金投入的构成变化（单位：亿韩元）

支援

方向
年度 城市（A） 农村（B） 比值（B/A）

农户总数

（万户）

农村人口

（万人）

户均人口

（人）

中央政

府开支

地方政

府开支

融资及

其他

居民

承担

村均项目经费

（万韩元）

基础

建设

1970 38.1 25.6 67% 248.3 1 443.2 5.80 — — — — —

1971 45.2 35.6 79% 248.2 1 471.2 5.93 27 14 0 81 36.7

1972 51.7 42.9 83% 245.2 1 467.7 5.99 20 13 0 273 137.8

1973 55.0 48.1 87% 245.0 1 464.5 5.98 125 90 0 769 283.9

自助

发展

1974 64.5 67.5 104% 238.1 1 345.9 5.65 121 173 14 987 383.1

1975 85.9 87.3 102% 237.9 1 324.4 5.57 666 579 408 1 696 809.6

1976 115.2 115.6 100% 233.6 1 278.5 5.47 484 396 771 2 274 882.5

自立

完善

1977 140.5 153.3 102% 230.4 1 230.9 5.34 599 723 1 138 3 250 1 276.4

1978 222.4 1 152.7 5.18 654 773 1 957 4 878 1 749.2

1979 216.2 1 088.3 5.03 1 258 1 010 1 984 3 330 2 090.4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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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接着是冷战背景下的 1950 年朝鲜战争，随后是停战

和恢复重建时期。半岛可谓历经混乱和动荡。

1950 年代后期，韩国人开始逐步看到了摆脱过去那种

困苦和压抑的希望；虽然抱有在自由的土地上创建美好家园

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但是人们身处历史遗留下来的混乱社

会环境中，既未能形成向心力，各方积极性也尚难以发挥。

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国家依然处在混沌多变的混乱期，只能

在探索中缓慢前行。

进入 1960 年代以后，韩国人的现代意识和追求浮出了

水面，逐步形成了自主开展社会改造运动的诉求。这一时期，

在政府主导下推出了“祖国现代化建设”方略。随着“经济

发展五年计划”的连续实施，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快速奠

定。精神建设方面，在时任总统朴正熙的倡导下，政府于

1968 年 12 月 5 日颁布了《国民教育宪章》①，以谋求国民

精神的改造和升华。

早期的新村运动曾认为物质环境的改善是现代化的象

征，因此主要在物质层面推进支援，诸如施以水泥和钢筋援

助和施行物质性建设 ；但实际上，以村为单位的合作发展和

居民的现代意识提升才是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的本体价值。

在历经多年动乱和贫困后，这样的运动有助于改变农民的精

神面貌和增进自我发展自信心，进而发挥改变韩国社会面貌

的积极作用。可以说，1970 年代的社会运动增进了国民的

现代意识，人们普遍意识到需要寻求自我改变之道。新村运

动的大规模开展起可谓是现代意识深入人心的外化体现，而

勤勉、自助和合作也正是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与之相对应，

《国民教育宪章》的出台则是为了树立国民的伦理和精神基

础。换言之，以民族复兴作为历史使命开始的精神改造运动

的一部分，便是要把《国民教育宪章》中的概念落实到社会

生活中去，使其生活化。时任总统朴正熙甚至还为之创作了

《新村之歌》②，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新村精神和新村运动。

4.2  延续传统价值与“祖国的现代化运动”
1950 年代初，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经济基础极为

薄弱；要在人均国民收入 60 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85%

的经济社会结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变革，堪称任重道

远。而以 1970 年的新村运动为开端，依靠占国民主体部分

的农民，在实现农村复兴的基础上促进了全国的发展。所以

韩国的新村运动亦被称为是在“勤勉、自助和合作精神”[7]

的基础上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运动”，通过农村地区的生活

环境改善、经济增收，以及意识变革而达成了预定目标。

新村运动是以农村的村庄为单位开始的。韩国的农村村

庄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所谓的“生活”是一个涵盖了地域、

血缘、文化、经济共同体等的综合概念；以村庄为单位维持

传统价值，加之依靠新力量而谋求发展，从而为现代化运动

奠定了社会基础。换言之，新村运动的核心要义“勤勉、自

助和合作精神”与“大韩”所意指的“韩”民族所具有的传

统价值观相通。首先，勤勉精神是指为实现美好生活必须勤劳，

有了勤劳、俭朴和诚实的态度，虚假和掩饰自然会消失无踪。

其次，自助精神源于为过上好日子不依靠他人的理念——靠

自己解决问题并开拓进取；基于自立和自律的主人翁意识，

可以提振信心和使命感，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再次，

合作精神是指为过上好日子大家要必须要齐心协力，它能提

高工作效率和弘扬团队精神，发挥增强相互信任和自信的作

用。因此，勤奋、自助、合作精神是由数个“单个”精神所

相互连接而呈现出来的“一个大的”精神。由此可以说，新

村运动是传统价值投射到“现代情形”之中的具体体现。

新村运动在结构层面被认为是“祖国的现代化运动”，

亦即它与建构现代化所需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现代化③的征

程中需要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社会的现代化重组。其一，现

代产业技术的发展及与之相伴随的产业化所需要的现代“物

质环境”；其二，对国民的现代化教育和实现“启蒙与文明”；

第三，维持现代国家运作所需的治理基础是“制度和政策”。

西方的现代化④使得世界变为产业社会，西方语境的现代化

路径在韩国的现代化运动中也有体现；但韩国的现代化需要

继承和弘扬自身的传统价值，这一目标要在新村运动的推进

中加以落实。

新村运动在实践中涉及多方面的现代化目标，并需要

通过各类具体项目建设来加以逐步实现 ；为此，可以将

① 《国民教育宪章》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每位韩国国民作为韩民族的一员而心存骄傲，要具有清晰的使命意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韩国人民

要为确保韩国的自主独立和追求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宪章以个人伦理、社会伦理、国民伦理的排序展开论述，明确指出国民应当遵守和

实践的规范和道德，并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方向。

② 《新村之歌》的作词、作曲为朴正熙。歌词为：新的一天开始了，咱们快快起床来，去建我们的新农村，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除

旧换新茅草屋，修起村里宽马路，建设绿色的家园，精心维护和改善，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大家齐心协作互助，辛勤挥汗而劳作，

努力增加收入，建设富裕的新农村。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我们大家无比坚强，英勇奋战、辛勤劳作，辛勤劳作、英勇奋战，创建

我们新祖国，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

③ 西方现代化的萌芽要追溯到 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彼时的世界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到以“人”为本，从而建构了基于人类理性的价值观。

西方在工业革命和市民革命以后形成了现代国家；之后，城市、生活空间、社会结构等都转变成了现代化形式。

④ 从西方角度看东方地区，其“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直接或间接与殖民地状况相联系。显然在观念上存在着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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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的各类具体建设项目以现代化的核心范畴——“物

质环境”、“启蒙与文明”、“制度和政策”等来进行分类和

理解（表 2）。
归纳表 2 的分析，在“物质环境”方面，通过将现代工

业技术及成果——水泥和钢筋等运用在公共基础设施和住区

建设中，从而使乡村的物质环境得到了改善；在“启蒙与文

明”方面，诸如成立有助于增进爱乡情结的各类乡村组织，

建设便民服务设施和推进社会福利事业，以及普及适应现代

生活的环境卫生设施等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事业，教育培训

工作在新村运动的支援项目中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重视培

养村干部，以使其在项目的实施和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制

度和政策”方面，包括体制和法制的建设和保障，以及主要

针对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出台诸多支援政策。

由此可见，韩国新村运动中的各建设领域及具体项目

都可归至现代化推进努力的某一范畴 ；在国家现代化发展

的总目标下，通过分阶段和系统化的实施和管理，不但行

动方向和路径明确，而且有利于发挥居民的参与热情。很

大程度上，居民的参与行动和国民的意识转变决定了新村

运动的成功。

5  结论

光复以后的韩国曾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很低

的起点上开始了现代化征程 ；1970 年代与政府的重工业政

策和国家城市化进程同时推进的新村运动，被认为是“取得

了巨大成功”的历史性事件。新村运动的开展有其特定的历

史背景和价值观渊源 ；除了物质性援助和建设改善，新村运

动在精神层面上的努力更不可或缺；以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

观为依托，通过制定《国家教育宪章》等来提升国民精神和

现代意识，从而将新村运动引向了成功。

1970 年代是韩国政治社会环境比较不利的时期，但这

一时期也是集中涌现现代化成果和展现现代化变革的时期。

可以说，新村运动是韩国人基于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意识的

自我觉醒”所开启的“现代化运动”的主要载体 ；其成功也

成为了驱动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新村运动的研究还在延续。对诸如新村运动具体成果

的指标和定量评价、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后的农村发

展——尤其是高龄化农村社区的困境①等问题，均需要持续

关注，并不断开展新的研究和探讨。

感谢张立老师对本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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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着传统村庄景观和秩序的农村随着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而发生变化。若单从生活来看，现代化发展和变化确实带来了便利，但在社会层面也

显现出了一些异化。包括农村居民大幅减少和社区秩序变化而带来的不满等。新时期的农村振兴需要物质和社会层面的多重努力，而非仅仅是

缩小城乡住区的外观差距 [9]。

表 2  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与现代化的范畴和建设项目

现代化

的范畴
建设领域 具体项目

物质

环境

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

• 农村道路工程：建设农村道路系统，偏远地区通路工

程；建设村道、停车场和公交站点等

• 农村水利工程：简易水利设施，包括引水渠建设、湿

地和水塘治理等

• 农村小流域治理工程

• 乡村通信工程：村村通电话，建设移动通信网等

住区建设 • 住区改善工程：改造农村住宅，改善聚落结构等

启蒙与

文明

公用和福利

事业建设

• 乡村组织和公共场所：成立各类乡村组织，设立村民

会馆等公共场所

• 便民服务设施：乡村邮电、商业网点等

• 社会福利事业：乡村幼儿园、托儿所、医疗点等

环境卫生建设 • 改造农村厕所，铺设下水道，建设公共澡堂等

教育事业
• 培养农渔民业生产传承人

• 培训新村领导人

制度和

政策

体制与法制 • 调整和扩充支援机构，出台相关法律等

产业经济领

域的政策

• 农业发展政策：耕地整理，改良作物品种；农机推广，

机械化农业经营，果园和大棚建设，仓储和加工设施

建设，小农户自立试点等

• 农村增收政策：提高粮食价格，开发增收种植业和养

殖业（洋菇、园艺作物及特殊作物；养蚕业、畜牧业等）

• 农业生产协作政策：如公共仓库、公共作业区、公共

饲养棚、公共干燥场、公共堆肥场等共用设施建设

• 农产品销售政策：建设农产品收集拣选场，购置运输

车辆，设置直销连锁店等

• 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治山和绿化工程，林地和苗圃建

设，固沙工程等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