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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以冀鲁豫 3 省为例
栾 健，韩一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摘

要

100083）

［目的］ 以冀鲁豫 3 省 45 个地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为实

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绿色农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 文章选取 2004—2016 年冀鲁豫 3 省地市数
据，厘清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演进轨迹和化肥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布格局，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农

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结果］ 2004—2016 年冀鲁豫 3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总体表现为提升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区域差异不断增强；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

特征，从高到低依次为山东、河北、河南，总体排放强度略有下降，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的演进趋势；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且间接溢出大于对该市造成的直接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快速推进会把化肥面源污染“转嫁”给邻近地市。［结论］ 不同地区应合理引导农村劳动
力流动，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过快带来的污染“转嫁”，统筹协调、协同治理化肥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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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1]。在经济快速发展与非农

劳动力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每年仍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2018 年农民工总
量达到 2.88 亿人，比 2017 年增加 184 万人，同比增长 0.6%① 。伴随着农地市场的发育[2] 和工商资本的下
乡[3]，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业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缓解了农业生产“内卷化”问题[4]；农村劳动力的

重新配置也使得家庭劳动力结构得以优化，对农民增收产生长期扩张效应[5]。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却加
剧了化肥的过量施用[6]，造成了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7-8]。过量的化肥施用不仅造成了边际产出的降低和生
产成本的浪费，更引发了土壤酸化和水体富营养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
源[9]。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继续推进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旨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为止已有较多学者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归因进行了探讨与解释。总体来说，化肥面源污染是农资
市场信息不对称[10]、农村劳动力转移[7,8]、种植结构调整[11]、农户风险规避偏好[12]和农业技术采纳[13]等诸多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研究为探讨化肥面源污染的成因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与参考，但多忽略了农村
劳动力转移区域关联性和化肥面源污染空间溢出的客观存在。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角度看，劳动力跨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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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可能对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从化肥面源污染看，邻近地区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种植
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等多方面的相似性使得化肥污染空间溢出成为可能。忽视空间溢出、孤
立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区域内部作用，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不利于对化肥面源污
染归因的准确认识与把握。此外，以往研究多从宏观省际层面[7,11]进行研究，从地市层面进行探讨的相对
较少，而农村劳动力跨市转移更为普遍。冀鲁豫 3 省均是中国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省，也是面源污染排放

较高的省份[14]。文章基于 2004—2016 年冀鲁豫 3 省 4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厘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

演进趋势和化肥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布格局，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冀鲁豫 3 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与已有研究[6-9, 11, 14]相比，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从地市层面探
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优化配置对化肥面源污染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是对已有研究的丰富与
拓展。

1

理论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加剧该市化肥面源污

染。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直接下降，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在自身利润
最大化的目标下，农户纷纷采用相对“廉价”的化肥来实现对劳动力短缺的替代[6]，致使化肥施用量持续
增加，化肥面源污染问题不断加剧。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降低了农业劳动力质量[15]。农村劳动力转

移通常是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剩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人和妇女。农业劳动力质量
的下降不仅加剧了“一炮轰”似的粗放施肥，也增加了先进施肥方式的推广难度。第三，农村劳动力转
移加剧了农村环境保护主体缺失的风险。由于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通常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青
壮年，而留守的老、弱、小和妇女通常文化程度低下，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使得化肥面源污
染的防控更加困难。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有助于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16]，从而降低化肥
施用量[17]，缓解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需
要根据实证研究判断。

图1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机制

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间接溢出加剧邻近地市化肥面源污染。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各地
市间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步完善，劳动力跨市、跨省流动早已成为普遍现象。首先，该市农村劳动力转移
具有示范效应[11]，会吸引邻近地市农村劳动力转入该市，导致邻近地市农业劳动力投入下降，加剧邻近地
市化肥面源污染。其次，该市农村劳动力可能流入邻近地市，带动邻近地市的非农产业发展，扩大非农
产业劳动力需求，诱致邻近地市内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剧邻近地市化肥面源污染。再次，考虑到地
市间农产品贸易和流动，该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加剧对邻近地市的农产品需求。在农业劳动力禀赋
约束下，过量施用化肥成为邻近地市增加农产品供给的一条路径，最终加剧了邻近地市化肥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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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地市化肥面源污染监管力度的差异为化肥面源污染跨市转移提供了条件。

2
2.1

研究方法、指标提取与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在探讨空间溢出效应前，首先应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若检验结果表明存在空间相关性，则应选择

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通常使用 Moran 指数检验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公式为：
n∑∑w ij ( x i - xˉ ) ( x j - x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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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中，xˉ 为样本均值，S 为样本方差，w 为空间权重矩阵第 i 行第 j 列元素。检验存在空间相关性
2

后，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SDM） [18]为：
y = αl n + ρWy + βX + θWX + ε

（2）

式 （2） 中，被解释变量 y 为被解释变量向量；X 为各解释变量向量；W 为空间权重矩阵，选取 0~1 邻

接权重矩阵和 4 阶邻近权重矩阵；Wy 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依赖；WX 表示各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效应；
ln 表示单位列向量； α 为常数项； ε 为随机误差项。由于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依赖和各解释变量的空

间交互效应，该区域的被解释变量会同时受到区域内和区域外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根据 Dall’ Erba
等[19]的研究，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即空间溢出）。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 Dietz[20]提出的 STIRPAT 模型并对其进行拓展，各变量选取和处理过程如下。

被解释变量：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现有统计数据未能直接统计化肥面源污染排放情况，因此选
取总氮 （TN） 和总磷 （TP） 作为化肥面源污染物指标，借鉴清单分析法[21]的思路，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土
地利用类型和化肥施用强度对面源污染影响的差异性，采用单元综合调查评估法[22]对冀鲁豫各地市化肥面
源污染量进行核算。该方法主要评估化肥施用产生的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和排水等途径汇入地表水体引
起的氮、磷污染。具体计算公式为：
E = ∑EU i × ρ i × η i , EI = E/AL

（3）

式 （3） 中，E 为化肥面源污染排放总量，表示总氮 （TN） 和总磷 （TP） 污染排放量之和。EUi 为污
染单元 i 的统计指标数，分别表示氮肥、磷肥和复合肥的施用量，ρ i 表示污染单元 i 的产污系数，具体来说

根据化肥的化学成分计算：氮肥、磷肥和复合肥 （N∶P∶K 养分比例为 1∶1∶1，下同） 的 TN 产污系数
分别为 1、0 和 0.33，TP 产污系数分别为 0、0.44 和 0.15。 η i 是污染单元 i 的流失率，根据史常亮等[7] 的研
究，河北、山东、河南的 TN 流失率分别为 20%、20% 和 10%，TP 流失率分别为 4%、7% 和 7%。EI 为化
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AL 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①。

核心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该研究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从农

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乡村从业人员-农林牧渔从业人员） /乡村从
业人员[23]，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推算法补齐[24]。

控制变量：人口规模，用各地市总人口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农业产值表示。农业经济
发展水平决定了农业生产模式与经营管理方式，对化肥面源污染具有重要影响[9]。化肥施用技术水平，用
单位化肥施用折纯量的有效产出表示，即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单位化肥施用折纯量的比值。农业种植结构，
农业种植结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引入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各类农业政策因素带来的
①考虑到单位耕地面积可能存在复种现象，借鉴史常亮等[7]和侯孟阳等[9]的研究，选取当年实际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而非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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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此外，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将各价值量指标折算为 2004 年不变价格；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

kg/hm2

38.61

13.68

15.85

84.89

人口规模

万人

人均农业 GDP

元

614.10

383.54

124.30

6 923.00

42 536.72

35 479.86

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均值

%

化肥施用技术水平

元/t

农业种植结构

%

标准差

47.16

4 477.01

95 122.88
69.10

10.35

1 537.74

7.85

最小值
18.95

399.58
36.31

最大值
89.64

11 513.06

267 359.70

88.22

选择 2004—2016 年冀鲁豫 45 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化肥施用折纯量 （包括氮肥、磷肥、

钾肥和复合肥施用折纯量）、总人口数、GDP、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5—2017 年的 《河北农村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
鉴》《山东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 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

3
3.1

结果与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演进轨迹

冀鲁豫 3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总体表

现出明显的时序扩张趋势和空间分异特

征 ， 但 转 移 率 增 速 逐 步 放 缓 。 如 图 2，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农村

劳动力转移率的概率密度曲线呈现明显的
右移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均值分别为
0.38、0.46、0.50 和 0.52，表明农村劳动力
转移率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从相对位置

看，各年份概率密度曲线间的相对距离在
逐步缩小，表明到达“刘易斯拐点”[25]后，
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增速有所放缓。从概率

图2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冀鲁豫 3 省农村劳动力
转移概率密度曲线

密度曲线的分布形状看，各年份概率密度曲线逐步由陡峭向平滑转变，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空间差
异在扩大，如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极差由 2004 年的 0.20 提升至 2016 年的 0.28，这种差异的扩大使得
化肥面源污染的空间溢出成为可能。
3.2

化肥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布格局

从省际层面看，冀鲁豫 3 省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高到低依次为山东、

河北、河南，各省内部的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又存在区域异质性。从山东省看，化肥面源污染强度较

高的地市主要集中在山东省中东部，包括烟台、威海、青岛、日照和潍坊等，通常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沿海城市，2016 年烟台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已达到 84.89kg/hm2。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农村劳
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也使得耕地非农化趋势加剧。在农产品需求的刚性约束下，化肥过量施用成为短

期解决农产品产出的有效途径。从河北省看，石家庄、唐山和秦皇岛是化肥面源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市，
2016 年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均超过 55kg/hm2。此类地市多为北京、天津周边地市，劳动力跨省转移较
为明显；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加剧了此类地市化肥面源污染的严重程度。河南省
化肥面源污染严重地区有安阳、新乡、平顶山等，2016 年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均超过 34 kg/hm2，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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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河南省东北部。这些地区多与山东省接壤，间接反映了化肥面源污染具有一定空间相关性。

从演进趋势看，冀鲁豫 3 省总体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略有下降，但表现出由东北部向西南部转移的

演进趋势。从图 3 中各地市的颜色变化可以看出①，污染强度处于第一梯队的地市数量正在减少，但处于

第二、三梯队的地市数量却在增加。污染强度处于第一梯队的地市多位于东北部，如青岛、滨州、潍坊、
承德等，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已经呈现降低趋势，而南阳、信阳、漯河、许昌、信阳等位于西南部的
地市多处于二、三梯队，其化肥面源污染强度出现提升趋势，多数中部地市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变化
不大。因此，如何继续保持东部地市化肥减量增效，遏制西部地区地市化肥面源污染增加趋势，将是未
来冀鲁豫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的重点。

图3

3.3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冀鲁豫 3 省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式 （1） 计算得，2004—2016 年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的 Moran 指数变化区间为[0.350,0.661]，且

均在 1% 水平下显著，表明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存在空间关联性。两种权重矩阵下 SDM 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②如表 2 所示，化肥面源污染的空间依赖系数分别为 0.227 和 0.186，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①为方便各年份化肥面源污染强度对比，使用 2004 年确定的四分位点对后续年份各地市的污染强度进行划分

②分别进行了两种权重下 SDM 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模型设定检验，SDM 退化成 SLM 或 SEM 的 Wald 检验均拒绝原假

设，表明模型设定准确可靠，限于篇幅原因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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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表明该市的化肥面源污染会受到邻近地市化肥面
源污染的影响。多数驱动因素的 WX 项系数显著异

SDM 双向固定效应
（0~1 权重）

变量

于 0，表明化肥面源污染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空
间交互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SDM 的回归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果只能作为各驱动因素作用方向的初步判断，而

人口规模

数是有偏的而无法被解释为边际效应[17]，该回归结
最终结论的得出则需要将各驱动因素影响的总效
SDM 模型的分解结果如表 3 所示。为保证估计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分解结果。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业种植结构

率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间

ρ

接效应和总效应，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表明
该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溢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邻近地市化肥面源污染的促进
作用大于对该市化肥面源污染的促进作用。对比

main

(0.019)

(0.059)

(0.034)

-0.347***

0.804

-0.320

***

***

(0.055)

-0.886***
(0.026)

(0.055)

0.774

-0.296***

***

(0.062)
(0.061)

0.172***

(0.025)

(0.057)

(0.044)

(0.070)

-0.032

(0.087)

0.227***

0.021

0.186***

(0.051)

(0.052)

-2 067.197
-1 971.021

(0.031)

-0.300***

-0.871***

-0.149*

(0.045)

0.141***

0.767***

(0.029)

0.227***

-0.002

Wx

0.048**

(0.038)

0.796***

BIC

-2 058.964
-1 962.788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说内容一致。从影响程度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
化肥面源污染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

Wx

(0.019)

AIC

出加剧该市和邻近地市的化肥面源污染，这与假

SDM 双向固定效应
（4 阶邻近权重）

0.146***

(0.030)

化肥使用技术水平

结果的稳健性，一同列出了两种权重矩阵下 SDM

main

0.044**

(0.034)

人均农业 GDP

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影响和间接溢出。

SDM 模型估计

*

**

***

水平下显著，下同；main 列表示各解释变量在模型中对应的估计结果，
Wx 列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与各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在模型中对应的估计
结果；AIC 和 BIC 分别表示赤池信息量和贝叶斯信息量

以往研究[7-8]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优化配置对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容忽视。
表3
变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人口规模
人均农业 GDP
化肥使用技术水平
农业种植结构

SDM 空间效应的分解

SDM 双向固定效应（0~1 权重）

SDM 双向固定效应（4 阶邻近权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0.054

0.195

0.249

0.056

0.180

0.235***

***

(0.020)

***

(0.052)

(0.020)

(0.059)

(0.065)

(0.032)

-0.206***

0.796***

-0.170***

-0.885***

0.034

(0.028)
(0.024)

-0.011

(0.043)

***

(0.044)

0.784***

(0.033)

***

(0.053)
(0.039)

-0.182

*

(0.106)

0.578***

***

(0.035)

(0.044)

(0.055)

(0.062)

0.758***

-0.185***

0.768***

-0.180***

-0.851***

-0.871***

0.013

-0.858***

-0.193

-0.031

0.021

-0.010

0.626***

(0.056)
(0.039)

*

(0.108)

(0.028)

(0.055)

(0.024)

(0.036)

(0.042)

(0.081)

0.572***
0.588***

(0.059)
(0.037)
(0.089)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在非农比较收益不断提升背景下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做出的决策。随着农村交
通设施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劳动力跨市、跨省转移成本不断降低，在不同地区非农
比较收益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劳动力更偏好于向经济发达城市转移[26]。此类地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会
促进自身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会吸引邻近地市的农村劳动力转入该市，导致邻近地市农业劳动力投
入减小，加剧邻近地市的化肥过量施用，导致污染“转嫁”。在农村劳动力跨省、跨市转移趋势不断增
强[27]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对该市自身的直接影响。
控制变量中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的效益有以下几方面。

（1） 人口规模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均在 1% 水平通过显著

性检验。人口规模的增长会带来农产品需求的刚性增加，在耕地资源禀赋约束下，促进了化肥过量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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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该市的化肥面源污染；间接效应为负，表明该市人口规模对邻近地市化肥面源污染具有负向影响，
可能原因在于，邻近地市向该市的人口迁移使得邻近地市农产品需求得以缓解，降低了邻近地市化肥面
源污染强度，但这种缓解远小于直接效应，因此，从总效应看，人口规模增加仍然是加剧化肥面源污染
的重要因素。
（2） 人均农业 GDP 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总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均在 1% 水平通过
显著性检验。从直接效应看，该市人均农业 GDP 提升对化肥面源污染表现为促进作用，表明农业经济增
长仍未跨越化肥污染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从间接效应看，该市人均农业 GDP 的增加对邻近地市化肥面
源污染具有缓解作用，表明该市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可以缓解邻近地市的农产品供给压力，降低邻近地
市化肥面源污染。由于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因此人均农业 GDP 提升对化肥面源污染的总效应表现为
促进作用。
（3） 化肥施用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表现为抑制作
用，且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间接效应不显著。有机肥替代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可以有效提升化肥施用效率，对化肥面源污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间接效应不显著，
表明化肥施用技术水平提升的扩散效应不明显，可能原因在于，这种扩散效应受不同地市间农民吸收和
消化能力约束[28]。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待完善的背景下，化肥施用技术的溢出效果有限。
（4） 农业种植结构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的结果不稳健。这虽与预期存在偏差，但也在情理之中。
2004—2016 年冀鲁豫 3 省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相对缓慢，尤其在 2010 年之后，粮食平均种植比例始终维持
在 70% 左右，因此种植结构调整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基于 2004—2016 年冀鲁豫 3 省地市级数据，厘清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演进轨迹和化肥面源污染
的时空分布格局，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如下。
（1） 冀鲁豫 3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总体仍表现出明显的时序扩张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空间差异不
断增强。
（2） 化肥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高到低依次为山东、河北、河南，总体排
放强度略有下降，但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的演进趋势。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大于对该市造成的直接影
响，该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快速推进可能将化肥面源污染“转嫁”给邻近地市。
4.2 政策建议
（1） 防治化肥面源污染，不仅要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影响，更要防范其空间溢出效应。不
同地区间应统筹协调、均衡发展，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防止农村劳动力转移过快对邻近地市带来
的负面环境影响。
（2） 制定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时，更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高的地市进行重点防治和技术支持，
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缓解农业劳动力投入减小导致的化肥过量施用。
（3） 积极引导农户向非农兼业户和农业专业户的双向分化，加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推
广科学施肥知识和技能培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绿色农业的协调发展。
此外，该研究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优化配置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评估，未能进行农村
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这也是该文的不足之处，该问题有待于后续进一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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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
——A CASE STUDY OF HEBEI-SHANDONG-HENAN PROVINCES
Luan Jian，Han Yiju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aking 45 cities of Hebei-Shandong-Henan province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o as to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balance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gree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city level in Hebei-Shandong-Henan provinces from 2004 to 2016, it clarified
dynamic evolu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patial Durbin model was estimated to analyze spatial spillover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Hebei-Shandong-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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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s ha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s a whole, whose growth rate had slowed down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was increasing. Emission density of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ad showed spatial
agglomeration,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of which was Shandong, Hebei and Henan. Emission density had
overall slightly declined and showed a dynamic evolution of transfer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southwes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here spatial spillovers were bigger than direct effects to the city itself.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f the city itself would remove its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o its neighbors. Therefore, it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reasonably guide the flow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order to alleviate "pollution transfer" as well
as coordinate to control 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sidering different regions as a whole.
Keywords rural labor transfer；chemical fertiliz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spatial Durbin model；spatial
spillovers；Moran's index


·书评·

英文农业学术论著的翻译要诀
——评 《科技英语翻译教程》
学生翻译水平提供了一套有效解决方案。
全书共 8 个章节，分别是科技英语翻译概论、
科技英语词汇特点与翻译、科技英语词汇特点与
翻译、科技英语语篇衔接特点与翻译、科技论文
标题和摘要的翻译，科技论文正文的翻译、英文
专利文献翻译和科技口译等。该书讲解全面，解
决了许多高校的教学选材问题，同时也更好反映
了当前学术翻译的应用特点。
农业学术论著是比较抽象并且具有概括性的
科学语言，不仅包含大量的农业科技专业词汇，
缩略词、派生词也很多，其语法复杂，其中句式
结构最为明显。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使
高校英语教学针对涉农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

得涉农专业学生对学习学术英语有更加迫切的需

不仅是要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和应用技能，还

求，将英语学习和学术活动进行有机结合是培养

应有开展专业学习、查阅专业文献及从事科研的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农业科研潜力的高层次人才的必

英语能力。同时，高素质的农业应用人才还应了

然选择。而开展学术交流、了解农业先进技术及撰

解国际前沿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因此具备对学术

写学术成果最离不开的英语学习技能就是翻译。

论著的翻译能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李雪、常

农业学术论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名词化

梅 主 编 ， 经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2020 年 5 月 出 版 的

结构使用频繁。有名词和名词的组合，有名词、

《科技英语翻译教程》 一书，系统介绍了提高英语

介词和名词的组合，也有介词和名词的组合。学

翻译水平的原则和方法，不仅为学生奠定了学术

术论文信息量大、信息密度高，并且需要用最简

翻译的理论基础，还通过大量的实战练习以进一

洁的语言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名词化结构既实

步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掌握翻译要诀是每

现了有限篇幅的内容丰富，又实现了言简意赅。

一个农科学生值得重视的问题，该书为提高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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