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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留农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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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将人才留在农村，
对于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家庭农地流转的角度，以“一村一名大学生”人才培养工程为
例，利用江西省 12 县（市、区）2 552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农民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
养工程的“留农”效果，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参加过“一村一名大学生”
人才培养工程的农民其家庭转入农地的概率比没有参加过的高 56.7%，表征农民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能
显著地促进农民其家庭转入农地的概率，提高了“留农务农”的人才培养政策效果。人才培养的留农效果因培
养方式、学历层次和农民年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函授教育方式比远程教育方式高 7.1%、专科教育比本科
教育高 17.9%、低龄组比高龄组高 23%。因此，为提高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留农效果，政府要加大对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的投资和宣传力度；根据不同培养方式、学历层次和农民年龄，制订差异化培养方案；鼓励符合条件
的农民积极提升教育水平，优化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层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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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taying in agricultur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A case study
of “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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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iangxi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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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alent revit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cultivate a “three rural” work team that understands agriculture, loves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nd keeps talents in countryside.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2 552 farmers in 12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of
Jiangxi Province, taking the talent training project of “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OCOV)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by using the Probi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other conditions of the same
condition, the farmland transfer rate of those families with participation in the OCOV is 56.7%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families without participation in the OCOV project, indicating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e OCOV projec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farmland transfer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talent training policy of “staying in agricultur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alent training varies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training method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students’ ages.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 specialized education, and young age group on
farmland transfer were 7.1%, 17.9%, and 23% higher than those of distance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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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group,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train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publicity in talent training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training program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aining method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different farmers’ ages, encourage qualified farmers to
improve their education level actively,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talent training project of 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farmers continuing education; farmland
transfer; staying in agri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要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升农民发
展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空心化、农业劳动力
老龄化现象持续加剧，
“谁来种地”问题成为保障
重要农产品供给的隐形挑战和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话题 [1]。因此，只有加快培育适应
时代需求和农业农村发展新趋势的高素质农民，才
能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需求 [2]。为提高农民
的文化水平、解决乡村人才匮乏的问题，教育部于
2004 年启动了“一村一名大学生”人才培养工程（下
文简称“一村一大”工程）
，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2021 年国家印发的《关于加
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加强乡村
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因此，培养的乡村振兴人才最
终是“留农”
、
还是“离农”
，
能否实现人才培养的“留
农”目标，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探索的问题，
其研究结果对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乡村振
兴人才内生动力、后续制定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政策、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到底是促进农民“留农”还
是“离农”
，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话题。一般来
说，
“留农”意味着农民会选择保留农地或转入农地，
“离农”则更倾向于把农地流转出去。研究者普遍
认为农村教育培训有助于促进农地转入 [3]，通过发
展农村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对于加速
农地转入形成农业规模经营具有重要作用。舒尔茨
认为，教育投资形成的能力不仅能够提高农民获取
和理解市场信息的能力，而且能够提高农民技术模
仿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4]。一方面，有较高教育水平
的农民会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农
业生产经营能力等，同时这些能力的获取又能进一
步引发农民在农地流转市场上的农地需求，促进农
地转入 [5] ；另一方面，教育还能提高农民对农地承
包经营权稳定性的认识，增强农民的农地产权意识，
使得农民更加倾向于地权的稳定 [6]，抑制农地转出，
从而达到“留农”目的。与之相反，有研究者指出，
教育可以降低农民寻找非农工作的成本、提高就业

能力、增加择业机会、刺激农民在农地流转市场上
的农地供给，从而促使其转出农地 [7]，增加农民“离
农”的概率。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
关系，即教育既不能促进农地的转入也不能促进农
地的转出 [8]。
上述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村教育对农民“留
农”或“离农”的影响机理，但是仍存在不足 ：
一是缺乏从教育培训视角分析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的“留农”还是“离农”效果，忽视了不同培养方
式、学历层次和农民年龄在培养效果上的差异。二
是未能充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农民参
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时，存在样
本自选择、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关系等引发的内生
性问题，导致估计的结果出现有偏。基于此，本文
基于家庭农地流转的角度，以“一村一大”工程为
例，利用江西省 12 县（市、区）2 552 份农户问卷
调查数据，采用 Probit 模型从农地转入和转出两个
层面实证分析参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对农民“留农”
或“离农”的效果有何影响，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纠正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再利用
Bioprobit 模型和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解决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期为政府后续出台乡村振
兴人才培养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1 理论分析
我国农村教育主要分为农村正规学历教育和农
村职业技能培训两种类型。农村正规学历教育是指
以基础科学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包括
普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 ；农村职业
技能培训是指对农村劳动者进行以种养殖业技能培
训为主要内容，从而提高其农业劳动技能的农业培
训，主要包括农民工职业培训、实用人才培训、合
作社人员培训、专业大户培训、家庭农场主培训和
农村妇女培训等 [9]。农村正规学历教育和农村职业
技能培训对农地流转的可能影响在于 ：第一，农村
正规学历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其
非农就业能力，有利于农民在非农就业市场上获得
就业机会，进而获取更高的非农就业薪酬。由此，
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农业劳动者劳动时间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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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农民有可能会转出农地 。第二，农村
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和农
业生产经营水平，从而提高其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
生产净收益，进而刺激农民在农地流转市场上转入
农地 [11]。
现有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集结了农村正
规学历教育和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两个方面的共同特
点，是农民个体接受教育的一种重要渠道，为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乡村生产管理和创新创业人才 [12]。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工程通过远程或面授方式将高等教育延至农
村，不仅开设了通识课程，还开设了一些农业种植
技术、养植技术、加工技术、市场营销、社会治理、
农村政策法规等涉农专业课程，有利于提高农民学
员的种植或管理技术水平，解决农业种植难、经营
难等专业问题。其中，通识课程能提升学员综合分
析、独立判断的能力，提升学员的综合素养和社会
资本，帮助农民解决农村纠纷，解说农业政策，赢
得群众尊敬和民心 [13]。
总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作为农民接受高
等教育的一种方式，可以提升农民对农业农村相关
政策的认知度 [14]，有效驱动农村人力资本产出 [15]，
增加农村人才供给，激发农民创业活力。此外，农
民学员通过系统的学习，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农村基层干部执政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16]，有利于促
进农地流转，助推产业振兴。由此可见，农民参加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后产生的农业边际净收益变
动会大于非农就业预期工资变动对农地流转变动所
形成的效应。因此，农民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
程能够促进其家庭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
此外，农民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的不
同培养方式在提升学员知识能力方面也存在显著差
异，与函授教育相比较，远程教育在知识传授上处
于劣势 [17]。函授教育采用集中面授的授课方式有利
于学员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提升农民的
农技水平，而远程授课方式却无法实现互动交流体
验。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农民参加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工程能够提升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其家庭转
入农地，而抑制其家庭农地转出，从而提高学员的
农业经营意愿，但不同培养方式（函授教育和远程
教育）使得农地流转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教育部于 2004 年启动“一村一大”工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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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是以“政府出钱、高校出力、农民受益”的形
式，依托成人教育将高等教育延伸至农村及农民，
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扎根农村、服务农民、发展
农业、带头致富”的乡村实用型“留农”人才队伍，
是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2021 年教育部发
布的乡村教育振兴计划中强调 ：大力培养高素质农
民，将“一村一大”工程正式升级为“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工程”
。因此，
“一村一大”工程成为了乡村
振兴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工程。据教育部网站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一村一大”工程累计全国招
生 87 万人，毕业 55 万人。
江西省是农业大省，也是粮食主产区，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培养高层次高
素质农村实用人才，江西省自 2012 年起启动“一
村一大”工程，培养方式分为函授教育和远程教育，
采取在校学习、弹性学制、农学交替和送教下乡等
方式，就地就近接受职业高等教育，培养对象为具
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农村专业大
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农村专业合作组
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后备干部。该工
程自实施以来，
农民学员的创业意愿 [18]、
留农意愿 [19]
等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推动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
收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基于此，2020 年江西省继续出台《关于纵深
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实施意见》
，将培
养对象扩大到乡村社会服务组织带头人、返乡留乡
农民工和致力于乡村振兴的优秀青年，将培育的层
次从专科、本科提升到研究生。截止到 2020 年底，
江西省累计培养农民大学生 5.7 万名，基本实现全
省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一名农民大学生，是教育部实
施该工程以来执行时间最长、培养人数最多、培养
层次最高、覆盖面较广的省份，为江西省乡村振兴
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因此，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
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典型性。
为了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农民“留农”或“离
农”效果影响，课题组于 2019 年 12 月调研了自
2012 年参加“一村一大”工程的农民，作为实验组；
为了比较，同时调研了未参加的农民，作为对照组，
其调研的方案为 ：按照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层抽取了
江西省 12 个县，
再以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为分层标准，
从 12 个样本县中随机选取 3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
机抽样 3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 10 个未
参加培育工程的农民，作为对照组。共有调查样本
2 805 份，
剔除关键变量缺失与重大逻辑错误的问卷，
实际有效样本 2 552 份，问卷有效率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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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选取
变量的选择、定义和赋值见表 1。具体包括被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 4 类。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地流转，
分为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两个方面，农地转入和农
地转出为离散二进制变量，根据“是否转入或转出
农地”的表述，如果是，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民
是否参加“一村一大”工程，若参加，赋值为 1 ；
若未参加，赋值为 0。2 552 位受访者中有 1 502 位
农民已参加 ，约占总样本的 58.9%，未参加的农户
有 1 050 位，约占 41.1%。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年
限、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家庭人口数、劳
动力人数、非农就业人数、实际耕地面积、网络销
售等是影响农民家庭农地流转的显著因素 [20-21]。基
于现有研究，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个体特征、家庭
特征和区位特征 3 类。
4）工具变量。农民对“一村一大”工程政策
的了解程度（简称为“农民的政策了解程度”
）
。为
应对反向因果问题和保证模型的可识别性，本文拟

Table 1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区位特征

分组变量

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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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工具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其会对农民参加“一
村一大”工程行为产生影响，而对农地流转无影响。
经过对多个变量的分析后，认为农民的政策了解程
度可能影响农民是否参加“一村一大”工程，但并
不直接影响其农地流转。因此，确定农民的政策了
解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2.3 模型选择
为了准确测度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对其
家庭农地流转的影响，本文采取 Probit 模型分析农
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后其家庭是否转入或转出
农地，模型设定为 ：

Y = α1 + α 2 C + α 3 X + ε

（1）

式中 ：Y 为农民家庭是否发生农地流转，C 表示农
民家庭是否参加“一村一大”工程，X 为控制变量，
表示影响农民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其他可能因素，
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区位特征等，ε 表
示难以观察到的其他有可能会对样本造成影响的因
素，即随机误差项。
2.4 内生性处理方法
由于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存在自选择偏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地转入

是 =1，否 =0

0.446

0.497

农地转出

是 =1，否 =0

0.165

0.371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是 =1，否 =0

0.589

0.492

年龄

接受调查时受访者的年龄（岁）

46.971

12.779

性别

男 =1，女 =0

0.757

0.429

受教育水平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前的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1，初中
=2，职业高中和中专 =3，普通高中 =4，大专及以上 =5

3.510

1.644

是否当过村干部

是 =1，否 =0

0.442

0.496

是否是中共党员

是 =1，否 =0

0.458

0.498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是 =1，否 =0

0.650

0.477

家庭人口数

家庭人数（人）

4.796

1.802

是否为村庄第一大姓

是 =1，否 =0

0.417

0.493

劳动力人数

劳动力（人）

2.762

1.348

外出务工人数

外出务工（人）

1.472

1.381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 =1，否 =0

0.164

0.370

是否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

是 =1，否 =0

0.085

0.279

实际耕地面积

实际经营耕地面积（hm2）

0.617

3.280

村庄地形

平原 =1，丘陵 =2，山地 =3

2.222

0.729

村庄到县城的距离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km）

27.105

20.624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1.486

0.322

是否为函授教育学员

是 =1，否 =0

0.317

0.492

是否为远程教育学员

是 =1，否 =0

0.271

0.496

是否为大专教育学员

是 =1，否 =0

0.471

0.491

是否为本科教育学员

是 =1，否 =0

0.118

0.425

农民的政策了解程度

不了解 =1，有点了解 =2，比较了解 =3

1.989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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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是否参加的行为具有内生性，
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为此，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PSM）构造反事实框架来纠正选择性偏误。
基于反事实依据，进一步探究农民参加“一村一大”
工程与其家庭农地流转的因果关系。根据处理变量
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若该农民已参加作为
处理组，未参加的农民为对照组。具体步骤包括 ：
第一步，估计倾向得分值，即根据可观测到的“混
淆”变量，运用 Probit 模型预测农民参加“一村一
大”工程的概率。第二步，使用不同匹配方法，根
据倾向得分值进行匹配，以消除样本的选择性偏误。
第三步，基于匹配样本，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农民
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平均差异，得到因果关系系数，
即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ATT）
，计算方法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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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带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并可参考内生性检验参
数 atanhrho_12 判别变量外生性，如果参数显著异于
0，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此时 CMP 估计结
果更为准确，反之，则表示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可信。
本文将用该方法估计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的
行为方程和农地流转决策方程，前者估计工具变量
对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的影响，并将结果带
入农地流转决策方程，即估计农民参加“一村一大”
工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所不同的是，Bioprobit 模
型是含内生解释变量的有序选择模型，采用的是完
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 ；而 CMP 方法则是可适用
于多种模型、多阶段的混合过程估计。本文同时利
用上述两种方法，不仅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还能够将估计结果相互对照，以判别
实证分析结果的一致性 [26]。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的效果分析

式中 ：Di 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反映个体 i 是否进入
处理组，当 Di=1 时，个体进入处理组，当 Di=0 时，
个体进入控制组。P(Xi) 为倾向得分值，Y1i 和 Y0i 分
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估计结果。
除了选择性偏误之外，本文还可能面临遗漏变
量、反向因果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一些难
以衡量的遗漏变量（如农民的个人经历以及对农村
农地流转的看法等）可能同时影响农民参加“一村
一大”工程和其家庭农地流转，从而产生遗漏变量
问题。其次，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能够促进
其转入农地 ；反之，转入农地的农民也更倾向于参
加“一村一大”工程学习以获得更多的农技知识，
从而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
计结果的有偏或不一致。由于农民参加“一村一
大”工程和农地流转都是离散型变量，Ivprobit 模
型只能解决自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形 [22]，因此，本
文尝试利用 Sajaia [23] 提出的双变量有序 Probit 模型
（Bioprobit 模型）和 Roodman [24] 提出的条件混合过
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方法开展回归
分析，这两种方法均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较为广
泛的应用 [25]。
值得注意的是，Bioprobit 模型和 CMP 方法均
是以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为基础，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通过构建递
归方程组而实现的两（多）阶段回归模型。其估计
过程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寻找外生变量或工具
变量并估计其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第二部分将结

调研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农民家庭转出农地的
样本较少，而转入农地的比例为 44.6%，比转出农
地的比例高 28.1 个百分点（表 1）
。参加“一村一大”
工程的农民其家庭农地转入比例为 69.7%，比未参
加的农民家庭农地转入比例高 61.1 个百分点。参加
工程的农民家庭农地转出比例仅为 16.9%（表 2）
，
略高于未参加工程的农民家庭农地转出比例，说明
农民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
影响较大，而对转出影响相差不大。可见农民参加
“一村一大”工程能够提高其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和
农业生产效率使得农业生产净收益较高，从而刺激
农民在农地流转市场上的转入农地，提高农民“留
农务农”的比例。
从不同培养方式来看，接受函授教育的农民其
家庭农地转入比例为 74.0%，高于远程教育的比例
（66.0%）
。接受函授教育的农民其家庭农地转出比
例为 17.4%，比远程教育略高 1 个百分点。不同培
养方式对其家庭农地转入程度有差异，其中可能原
因是函授教育的线下教学模式相比于远程教育的线
上教育模式更加有利于学员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更有助于提升学员的
农技水平和社会资本等（表 2）
。
从不同学历层次来看，接受本科教育的农民
其家庭农地转入比例为 61.9%，比专科教育的比例
低 9.8 个百分点，不同学历层次对农民其家庭的农
地转入均有促进作用但程度有一定的差距。可能的
原因是接受本科教育的农民有大部分成为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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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加 “一村一大” 工程、不同培养方式及其学历的变量描述性分析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participating in the talent training project of 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and
different training methods and thei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变量

农地转入
农地转出
年龄（岁）
性别

是否参加

培养方式

学历层次

已参加

未参加

远程教育

函授教育

本科教育

专科教育

0.697

0.086

0.660

0.740

0.619

0.717

0.169

0.158

0.164

0.174

0.168

0.169

39.363

57.871

39.860

38.936

37.238

39.897

0.725

0.804

0.731

0.719

0.695

0.732

受教育水平

4.539

2.045

4.289

4.756

5.523

4.292

是否当过村干部

0.598

0.223

0.578

0.616

0.536

0.614

是否是中共党员

0.651

0.182

0.614

0.682

0.646

0.652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0.859

0.350

0.850

0.868

0.871

0.857

家庭人口数（人）

5.024

4.469

5.061

4.993

4.877

5.061

是否为村庄第一大姓

0.462

0.356

0.479

0.446

0.411

0.475

劳动力人数（人）

3.053

2.345

3.048

3.057

2.980

3.071

外出务工人数（人）

1.919

0.832

1.843

1.985

2.033

1.891

是否加入合作社

0.244

0.050

0.218

0.266

0.238

0.245

是否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

0.135

0.011

0.146

0.126

0.134

0.135

实际耕地面积（hm2）

0.828

0.314

0.865

0.796

0.808

0.833

村庄地形
村庄到县城的距离（km）

1.966

2.589

1.935

1.991

1.980

1.962

25.102

29.974

24.629

25.507

25.201

25.07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万元）

1.497

1.470

1.501

1.494

1.452

1.508

农民的政策了解程度

2.428

1.359

2.089

2.719

2.642

2.375

样本数

1 502

1 050

809

693

301

1 201

委”班子成员和后备干部，还有一小部分农民继续
参加该工程的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专项培养计划，
致使本科教育农民的农地转入促进效应低于专科教
育农民，具体结果还有待实证检验。从农地转出而
言，农民参加工程的学历层次为本科教育与专科教
育的家庭农地转出比例差别不大，分别为 17.0% 和
16.9%（表 2）
。
3.2 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
与转出的影响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
程对农民其家庭农地转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3）
。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加过“一村一大”
工程的农民其家庭农地转入的概率比没有参加的高
56.7%，即农民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有助于
促进其家庭农地转入，达到农民学员“留农”的培
养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通过“一村一大”工程既
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又能对农业技能进行培训，
使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将所学的农业知
识付诸于具体实践，从而促进农民转入农地。控制
变量中，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前受教育水平
和从事非农工作对农民家庭农地转入有显著负向影
响。可见，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前受教育水
平越高，意味着其更不愿意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

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和家庭
实际耕地面积、农民是否为村干部等对农民家庭农
地转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
符 [27-28]。劳动力是农民家庭的主要人力资本、耕地
资源是农民的基本固定资产和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
是农民的经营技能，三者都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29-30]。村干部一般都是创业致富能
手和农业产业经营带头人，农民为村干部能明显促
进其家庭的农地转入。因此，有村干部的家庭会增
加农地转入的概率。
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并不能显著促进其
家庭的农地转出（表 3）
，进一步说明农民通过教育
培训提高了“留农务农”的人才培养效果。控制变
量中，农民的年龄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民家庭
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表明，老年人受制
于身体健康等因素不能耕种农地，倾向于转出农地，
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倾向于流转农村农地，其根
本原因是非农收入相对于农业收入的比较优势更加
明显，导致农地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下降 [31]。
3.3 选择性偏误讨论
倾向匹配得分法（PSM）分析结果表明，无论
是采用最小近邻匹配，还是半径匹配、核匹配或是
局部线性匹配，ATT 的测算结果都显示，在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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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农地转入

变量

农地转出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0.567***

0.029

0.026

0.031

年龄

0.001

0.001

0.002**

0.001

性别

0.011

0.183

0.012

0.019

0.007

-0.004

0.007

0.019

0.008

0.019

-0.015**

受教育水平

0.075***

是否当过村干部

边际效应

标准误

是否是中共党员

-0.042**

0.020

-0.002

0.020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0.053**

0.022

0.031

0.020

家庭人口数

-0.003

0.005

0.003

0.005

0.008

0.016

0.009

0.015

0.054***

0.010

-0.018*

-0.065***

0.008

0.017**

0.008

0.022

0.028

0.021

是否大姓
劳动力人数
外出务工人数

0.026

是否加入合作社

0.009

是否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

0.522***

0.114

-0.041

0.028

实际耕地面积

0.018***

0.011

-0.001

0.003

-0.014

村庄地形

0.004**

村庄到县城的距离

-0.32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11

0.003

0.011

0.000

0.003*

0.000

0.023

-0.001

0.023

2 552

观测值

2 55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

Table 4
匹配方法

处理组

表 4 不同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Match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propensity scores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值

近邻匹配

1 502

80

0.592***

0.161

3.674

半径匹配

1 502

301

0.608***

0.053

11.386

核匹配

1 502

301

0.603***

0.052

11.540

局部线性匹配

1 502

302

0.515***

0.124

4.156

注 ：最小近邻匹配均采取有放回的方式 ；半径匹配中，半径选取 0.005。

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农民参加“一村一
大”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4）
。进一步看，最小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
局部线性匹配后测算出来的 ATT 均在 1% 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其中，半径匹配后得出的 ATT 数值最
大为 0.608，核匹配后得出的 ATT 为 0.603，近邻匹
配后得出的 ATT 是 0.592，局部线性匹配后得出的
ATT 数值最小为 0.515。由此可见，
参加“一村一大”
工程的农民其家庭农地转入概率比未参加的显著提
高 51.5%~60.8%。PSM 模型在消除自选择偏差后的
估计结果与二元 Probit 模型估计的 56.7% 相差不大，
说明二元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并不存在明显的选
择性偏误。再次证明，对于农民而言，参加“一村
一大”工程有助于促进其家庭的农地转入。
3.4 内生性分析
上文分析初步表明，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
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考虑到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农民的政策了解程
度作为工具变量。根据表 5 可知，Bioprobit 模型和
CMP 方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民的政策
了解程度对其参加“一村一大”工程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
性条件。
进一步来看，Bioprobit 模型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显示，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后，农民参加“一
村一大”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在 1% 的统计水平
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 CMP 方法呈现出相似
的估计结果，再次证实了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
程有助于促进其家庭农地转入的结论。本文还发现，
采用 Bioprobit 模型和 CMP 方法时得出的内生性检
验参数无法拒绝农民是否参加“一村一大”工程为
外生变量的假设。这表明，本文的基准分析并不存
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表明，农民参加“一村
一大”工程有助于促进其家庭农地转入的结论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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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参加 “一村一大” 工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Impac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talent training project of 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on farmland transfer

Table 5

Bioprobit 模型
变量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农民的政策了解程度

第一阶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

—

2.383***

0.191

—

—

0.696***

0.057

0.070

—

—

0.077

—

—

0.447***
-0.137
—

Wald 卡方值

已控制

0.160

—

—

—

—

—

—
-0.075

已控制
—

—

—

0.125

—

—

837.94***

2 531.51***

2 552

2 552

实可信的。
3.5 异质性分析
为分析参加培养工程对不同类型农民其家庭
农地转入影响的异质性。本文从培养方式、学历层
次和农民年龄三个维度对农民群体进行分组，以期
得到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结论。表 6 展示了基于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无论是按培养
方式分组、学历层次分组还是按年龄分组，农民参
加“一村一大”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结果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1）培养方式。江西省“一村一大”工程以函
授教育方式即“线下授课”和远程教育方式即“线
上授课”两种方式开展。两种方式下农民的培养效
果有所差异，首先，参加函授教育的农民可以直接
与同学和老师互动，这使得农民更容易理解和更快
获得课堂内容。该模式还能提供校园的氛围，以及
在课堂和课间、会议、校园派对、音乐会、集市和
各种文化活动中与许多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远
程教育只能提供聊天室和视频 / 音频会议，意味着
农民和老师之间没有面对面的课堂和办公室互动，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对许多自
律困难的人来说，函授教育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它几
乎没有留给农民拖延的空间。你必须出现在校园和
课堂上，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
也是他们最终成功的原因。而远程教育则无法满足
Table 6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0.447***

已控制

样本量

变量

第二阶段

标准误

已控制

atanhrho_12

第一阶段

系数

控制变量
athrho

CMP 方法
第二阶段

要求 [32] ；如表 6 所示，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函授教育方式和远程教育方式对其家庭的农地转入
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函
授教育方式促进农民家庭农地转入的概率为 50.3%，
比远程教育方式高了 7.1 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参加
“一村一大”工程函授教育模式形成的农技水平较
高，对农民家庭农地转入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
2）学历层次。江西省“一村一大”工程的学
历层次有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专科教育与本科教
育均能促进农民家庭农地转入，但在促进的程度存
在一定的差异（表 6）
。其中，专科教育促进其家庭
农地转入的概率为 53.8%，比本科教育高了 17.9 个
百分点。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工程实施以来，一方
面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就地培养了一大批“留
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农村高级实用人才，大
部分专科教育的农民成为了田间地头的“土专家、
田秀才”
，更倾向于转入土地，成为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 ；另一方面该工程培养的农民成为村两委干部
及后备干部的主要力量，优化了农村基层组织干部
队伍，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治理水平、
为推进农村治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
撑。本科教育的农民大部分成为村“两委”班子成
员和后备干部。因此，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本科教育的农地转入提升效应低于专科教育。
3）年龄分组。不同年龄的农民参加“一村一大”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培养方式

学历层次

农民年龄

函授教育

远程教育

专科教育

本科教育

高龄组

低龄组

0.503***

0.432***

0.538***

0.359***

0.433***

0.66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2

0.345

0.502

0.383

0.353

0.498

0.216

瓦尔德值

810.22***

1 126.69***

1 169.32***

479.18***

676.90***

393.33***

样本量

1 859

1 743

2 250

1 352

1 183

1 358

注 ：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

第2期

189

王佳伟等：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留农效果研究——以“一村一名大学生” 人才培养工程为例

新回归，其结果与表 3 中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农民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表 7）
，达到了农民学员“留农务农”的
培养效果。可见，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本文将因变量进行了替换，重新进行回归。本
文重新将农地转入面积和农地转入率作为因变量，
保持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不变，运用 Tobit 模
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再次印证了农民参加“一村
一大”工程对其家庭农地转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7）
。由此可见，将农地转入面积和农地转入率作为
因变量后，前文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表明本文研究
结论具有稳健性。

工程在农地转入行为上会有较大差别，为了进一步
分析农民年龄异质性影响，将年龄大于等于 47 岁
的农民划分为高龄组，小于 47 岁的农民划分为低
龄组。结果表明，高龄组和低龄组农民家庭农地转
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低龄组农民家庭农地
转入的概率为 66.3%，低龄组比高龄组家庭农地转
入的概率高了 23 个百分点（表 6）
。究其原因，相
比高龄组农民，低龄组农民精力更旺盛，风险偏好
性强，愿意偿试新生事物，通过转入农地进行农业
创业，这也与研究结论相符。
3.6 稳健性检验分析
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替换 Probit 模型的方式重
Table 7
变量
参加“一村一大”工程
控制变量

表 7 稳健性估计结果（变更样本和替换因变量）
Robust estimation results (changed samples and substitution of dependent variables)
Logit 模型

边际效应

农地转入面积

农地转入率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4.072***

0.262

0.581***

0.031

13.899***

3.289

0.557***

已控制

已控制

标准误
0.025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2

0.354

0.005

0.546

样本量

2 552

2 552

2 552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能够显
著促进其家庭农地转入，但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并不
明显。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能提高农民
农业经营的留农行为。农民参加培养工程后，会产
生农业边际净收益大于非农就业工资的预期，促进
其家庭转入农地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从而达到“留
农务农”的政策目的和培养效果。
农民参加“一村一大”工程对其家庭转入农
地的促进效应还会因培养方式、学历层次和农民年
龄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培养方式为
函授教育的农民其家庭转入农地的促进效应明显高
于远程教育培养方式 ；学历层次为专科教育的农民
其家庭转入农地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本科教育 ；低
龄组农民其家庭转入农地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高龄
组。因此，可以对更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青壮年农
民提供线下学历提升的政策扶持，推动农地转入，
从而达到青壮年农民“留农务农”的培养效果。
4.2 政策建议
1）加大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政策宣传力度和
投资力度。政府应在农村加大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
政策支持宣讲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工程的培养
目标、培养对象等，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民积极参与

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之中。加大办学机构支持，将
农民大学生培养与高素质农民培育有机融合，学历
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有机衔接，扩大对农村高等教育
的供给，满足更多农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乡村
振兴打造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2）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
式。充分发挥函授教育和远程教育在乡村人才振兴
中的作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分类培养。在
教育新常态下，对乡村人才的培养要发挥函授教学
线下教学和远程教育线上教学的优势，构建多形式
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
3）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招生指标向青年
农民倾斜。参加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总体上能同时促
进低龄组和高龄组农民家庭的农地转入，但低龄组
的农地转入效应更加明显。要发挥青年农民在农业
经营的主体地位，
提高青年农民“留农务农”的意愿，
要鼓励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招生指标向青年农民倾
斜，提高青年农民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比例。
4）不断优化办学层次结构，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均要包含农业技术类课程
和管理类课程，紧跟国家政策和我国乡村人才培养
的需要，不断优化办学层次结构，推动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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