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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乡土中国
——— 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
李远行
［摘

李慈航

要］ 乡土中国概念是基于南宋至 1840 年期间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表述。乡土中国的基本结构

单元是村落社区，其本质特征是社区性。乡土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主要体现为小农经济、
村落社区、家国政治和儒家文化。村落社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深刻形塑了中国社会转
型的样态与路径。原子化、强制经济、国家政权建设等是村落社区解体后的社会结构状态和因应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则体现在再原子化、市场经济以及后国家政权建设等方面。当下乡村面临的急迫问题是
欠发展问题，而欠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原子化，即乡村失序。因此，必须另辟蹊径促进乡村可持续性发
展———以社区重构建构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乡土重建本质上就是社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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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土中国概念，最早出现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随笔录《乡土中国 》 ，是费先生对中国传统社

会的一种类型学（ 理想型） 阐述。严格意义上讲，“中国 ”是 1840 年鸦片战争后逐渐形成的民族国
家概念，之前所谓的“中国”，更多地使用大秦、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表述。 而在传统中央帝国
的观念中，国家是一个由中心和边陲构成的皇权影响力系统，所谓“天下 ”是指皇权影响力所延至
的范围，即中央之国。乡土则是指南宋以后尤其在明清成形的一种基本社会结构 ，是一个群的单
位，也叫村落社区或村落共同体。“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为政治”“血缘和地缘 ”
“无讼”等等，无不是传统村落社区的特征。 乡土本色也非指乡下人离不开土地，而是指一种基于
农业生产方式形塑的社区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上具有鲜明特色———村落社区、小农经
济、家国政治和儒家文化。其实，在费先生集集出版《乡土中国 》的 1947 年，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
100 年，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商品经济、党政、民族国家建构、工业化、城市化等等
接踵而至。传统村落社区（ 乡土） 早已分崩离析，作为乡土本色的社区性也已模糊不清，所以不能
先入为主地把乡土认定为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基本结构 。 因为一旦做了这种定性，会影响我
们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大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社会 。
《乡土中国》一书出版至今已 70 多年，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伴随着社会学
学科的取消和重建。《乡土中国》不只是社会学专业的必读书，也在其它学科和整个社会理论界产
生重要影响，甚至渗透至人们的日常话语。正因为该著作影响巨大，对其误读的可能性也大，乃至
形成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本是问题层面的“三农中国”“新乡土中国 ”被放大成中国社会的总体
性标签，导致相关社会理论研究沉迷于局部和片段而疏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内在逻辑的梳理 。
如此，既限制了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野 ，也矮化了问题意识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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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落社区、小农经济、家国政治与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如果从乡土性来理解的话 ，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形态表现出何种样态？
（ 一） 村落社区
村落古已有之，而村落社区形成较晚。社会学的社会史分期与历史学不同 ，秦是一个重要的节
点。秦统一之前的殷、商、周代虽然也有天子一说，但是诸国分列，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此谓“封
建社会”。封建一词出自于《诗· 商颂 · 殷武》：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 毛传： “封，大也 ”。 郑玄
笺： “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 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 简言之，王者以爵土分
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在封建社会时期，土地采邑制、长子继承制和贵族身份制等制
度设置，一方面削弱了天子的权威，诸侯纷争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增进了诸侯国的整体性，诸侯国类
似一个部落。中国的封建社会有 （ 贵 ） 族制无村 （ 专 ） 制，村落受族制规约，循依附关系纳入部落
整体。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柳宗元《封建论》） 。秦代形成的国家共同体是一种集权式垂直化
社会结构，以编户齐民的形式试图形成一竿子插到底的“家国一体 ”式强力结构，实现社会统治。
［2］

在村落中，族制让位于村制，这时的村落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制权力支配的松散群体

。 然而，这种

集权式垂直化统治模式受制于农耕社会生产积累少 、风险高等因素，只能靠横征暴敛来支撑，因而
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汉代至北宋的国家和社会则多具有半封建半专制性质 ，以降低统治成本。
每个朝代基本遵循着“儒表法里 ”的政治传统，对于村落社区往往是双管齐下。 例如，汉代的村落
往往是由里、社、单构成的。里为行政单位，社是祭祀单位，单是民政组织。俞伟超将汉代的村落性
质归纳如下： （ 1） 政教、政社合一的一元化体系； （ 2） 合法性自上而下； （ 3） 形式上模拟官场； （ 4） 非
［3］

宗族的宗族设置

。类似的设置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4］。

南宋是另一个重要的节点。金人入侵导致中原地区很多人往南方迁徙 。而南方主要是原住民
的地盘，他们去了以后要开拓疆界，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必须靠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来应对生产 、
生活、防卫等问题，村落自主性增强，村落社区渐具雏形。 一方面，官僚统治的正式设置止于县，形
成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 另一方面，随着村落自主性增强，社区功能逐渐完善，形成村落社区的
内生权力中心。
南宋以来的“双中心结构”使村落社区得以进一步发展，权力无力直达基层社会的官僚系统需
要有序的基层社区自治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于是以共同记忆、公共储备、乡村教育为纽带的村
［5］

落社区得以发展

。同时，保甲制或其他的国家非正式统治形式也一直存在 ，成为国家和村落社

区之间联系的纽带。
村落社区在明清时期臻于成熟，表现为以耕地为生产、生活基础，以命运共生、整体亲和为乡土
生活秩序，形成生活保障、仪式、信仰、风俗习惯、道德等社会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当然，明清时期
的村落社区既存在协作也存在张力 ，村落的协同生活既表现出一定的秩序 ，也表现为因紧张关系而
［6］

不断进行的调节和秩序重构

。

（ 二） 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可能是学界歧义最多的一个概念 。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取向不同，界定随
之不同，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但是也有一些共识，例如分散性 （ 家庭为单位 ） 、规模小 （ 土地零碎 ） 、
自足性（ 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纳税 ） 。 受中国当下仍在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影响，对其评价也呈两极分化： 褒扬者认为小农经济更绿色，更具有可持续性； 贬抑者认为小
农经济没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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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来看，秦以前是诸侯经济，土地分封和采邑制区别于后来的所谓土地私有制，作为小
农经济要件的家庭没有独立性，因而根本就谈不上小农经济。秦汉至北宋，土地私有和土地分封兼
有，虽然出现了家庭生产单位，由于单个的家庭（ 无论是自有土地还是租佃 ） 很难做到自给自足，实
际上也并非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 。小农经济本质上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人们在一定生
产条件限制下为了生存而选择的一种经济形式 。这也是南宋以后村落社区兴起的经济基础 。为什
么采用村落社区这种群的方式？ 人们对社区的理解一般强调它是一个按照血缘 、地缘、业缘等构成
的社会空间，而不去解释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在农耕社会当中，单个家庭是没有办法做到独立存
在的，不仅是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无法自给自足 ，而且无法化解风险问题，作为生活单位的家庭
大多处于水深齐颈的状态，稍有风浪就会遭致灭顶之灾。 应对风险之道就是抱团取暖形成聚落。
光有聚落还不行，这个聚落一定要能够起到抗风险作用 ，要想具有抗风险作用就要有公共储备用以
纾困解难。其实中国的绝大多数传统村落当中都有公地 、公田。 村落社区越发达的地方，公地、公
田的比例越大。无论公地、公田采取何种利用或耕作方式，其收入都是作为公共储备解决村落社区
保障的。因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并非家庭 ，而是村落社区。
如此，在当下中国语境中为小农经济正名就是个伪问题 。 如果将小农经济仅仅理解成家庭经
济和土地规模小的话，以此推定，现在西欧、北欧国家很多的家庭经济也是小农经济岂不是荒谬 。
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是与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同的经济形态 。 市场经济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
的经济形态是农户经济。小农经济为自给自足而生产，农户经济则从事商品生产，是市场经济形态
之一。农户经济与土地规模大小也无直接关联 ，按照家庭经营田亩数区分所谓“大农”“中农”“小
［7］

农” 没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制度设置和市场完备度才是理论和政策探究的问题 。
（ 三） 家国政治
秦以前的政治形态主要体现为封建制度，即共主分封，封臣立国。 共主与封臣之间是契约关
系，封臣与国民之间是依附与保护关系 ，本质上靠道德规则维持相互关系。 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有
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道家却占据着主流地位。 在“礼乐崩坏 ”的情况下出现的儒学，反映了对有
序社会重建的努力。法家思想的崛起则是伴随诸国纷争兴起的 ，是封建制度式微的反映。
秦统一后，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统治的问题 。 封建制度的道德规则显然难以支撑这
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秩序 。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制度规则设置是为了
超越原来由于分封立国带来的多样性 、差异性的需要，也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政权建
设。所以，建立一个一竿子插到底的中央集权制度 （ 郡县制 ） 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这也是秦始皇
反儒、坑儒的根本原因。
汉、唐至北宋是半集权—半封建制度，代表国家政权的皇权系统遭到来自封臣和臣民两方面的
挑战，最终在南宋结束了这种政治模式 ，转而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从秦代李斯与王绾的关于
“郡县—封建”孰优孰劣之辩，到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以及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封建利弊之议 ，也
反映了这一政治制度变迁的逻辑 。
南宋至明清家国政治的社会结构基础主要体现在家庭 、村落社区和地方性社会三个单元的秩
序上，并体现在与三个结构单元相对应的伦理 、道德和文化规则上。
首先，家庭之外无伦理。伦理规则是在家里面培育出来的，所谓“三纲 ”确立的是一种上下位
关系。“三纲”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确立家庭成员上下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君为臣纲 ”则
是“家”的扩展化秩序，是国的“家”的伦理规则。
其次，村落之外无道德。村落社区是由家构成的，家与家之间并非上下位关系，用以调节不同
家庭之间关系的规则是“五常”，即所谓“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则。所以村落社区是道德的母
体，伦理和道德只有在家或共同体的范围内才真正发挥作用 ，在一个熟人社会之外的伦理道德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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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意义的。
最后，地方之外无文化。文化本质上体现为一整套由风俗、习惯、信仰等构成的惯习，用以调节
不同的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整合村落社区之间的不同需求，形成地方性社会认同和内生秩序。
围绕皇权形成的国家官僚系统，一般止于县。因为县再往下走，统治成本将会几何级增大。所
以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统治者往往允许甚至鼓励村落社区发挥自治功能 ，形成内生秩序。在
地方性社会之外则由官僚系统来解决秩序问题 ，如此形成乡土中国的双中心结构———以皇权为中
心的官僚系统和以自治为中心的村落社区 。这也是“皇权不下县”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 四） 儒家文化
明清的时候为什么尊儒？ 明清时期儒学得以复兴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系 。明清时期形成了
非常典型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和以村落社区自治为中心的双中心结构 ，国家统治和乡村自
治都很强。儒学获得了新的生长点。国家与村落社区之间需要连接的纽带。 这方面，朱熹做得比
较好，做乡约的时候，将伦理道德、文化价值、规范等，在村落社区与国家之间做了有效的链接。 中
国近代化为什么要反儒？ 这与清王朝衰落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相关联。 中国近代化属于受外
来刺激引发的被动反应，其主要受国家政权建设和商品化双重力量驱动 。 而这两股力量都与地方
［8］

社区共同体相冲突，所以在观念和行动层面出现反儒、反传统，在社会结构层面导致社区解体

。

综上，乡土中国是基于南宋以来至 1840 年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表述，而村落社
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深刻形塑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样态与路径 。

二、原子化、强制经济、国家政权建设与转型社会
1840 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 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大清帝国来说无疑是一场侵
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五口通
商章程》《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 》，以及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 》等不平等条
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割地赔款破坏了帝国属地权，领事裁判权削弱了皇权政治权
威，商品经济输入侵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而导致村落社区解体 。由此，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开
端，触发了中国社会转型之旅。
（ 一） 原子化
鸦片战争后商品经济的输入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原子化 。所谓原子化是
指村落社区这一社会结构基本单元解体后的失序状态 。
经济学界定商品经济的时候主要基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这两个基本条件 ，将商品经济的历史
溯源至原始社会后期。如此界定商品经济会削弱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异质性 。商品经济的本质
特征不是体现在交换环节，即商人、商业，而是体现在商品生产环节。 所谓“重商主义 ”是指重视基
于商人、商业的交换（ 包括长途贸易 ） 活动，而非商品生产活动。 自然经济中也有交换活动。 商品
经济是商品生产，目的是寻求利润而非自给自足，因而是一种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生产才是商品经
济的本质特征。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相关联的 。 在欧洲，与自然经济相
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封建制庄园结构 ，与商品经济相匹配的是现代个体化社会结构。 社会化生产
的商品经济使村落社区利益外部化 ，社区成员利益外部化导致社区功能丧失 ，功能丧失导致村落失
序，村落失序导致丛林化，独尊丛林法则。
失去了村落社区这一极，原来建构于官僚系统和村落社区之上的双中心结构平衡也被打破 ，整
个官僚系统也随之失灵，陷入一盘散沙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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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强制经济
［9］
强制经济是对马克思超经济强制 （ super-economic power） 概念 的借用。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

是一个普遍依附的时代。这时的财产关系是政治和社会的附属物，而非经济形态本身。 超经济强
制包括自然血缘关系、自然地缘关系、人身依附奴役关系、政治和行政强制、军事和暴力强迫关系等
等，任何一种社会，只要超经济强制占据主导地位，都会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无论这种制度与其
它制度有何不同。鸦片战争后商品经济的输入在客观层面导致中国村落社区结构解体 ，但是经济
形态并没有演化为市场经济，呈现有商品经济无市场经济的格局 。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导致失序，虽
然削弱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依附性 ，却强化了政治、军事和暴力的强制关系。
首先是士绅劣质化。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中是村落社区乃至地方性社会的权威 ，起着维持村
落社区秩序和协调官僚政治系统与地方性社会之间关系的双重作用 ，其权威来源于村落社区和地
方性社会。由于其行为受社区道德规范的约束 ，更愿意扮演庇护者的角色。但是，士绅也是商品经
济利益外部化的天然受益者，其之前享有的权威更容易转化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社会资本 ，通过
商品生产或依附政治军事暴力实现利益最大化 ，由庇护者转化为代理人。
其次，暴力私有化。在传统社会中，暴力实施主体主要有两个： 国家和社区，两者都具有公共
性。然而，在皇权政治权威受到削弱和村落社区权威退场的情况下 ，暴力成为暴力自身的权威来
源，从而为强权（ 军阀、政客或政党 ） 所捕获，成为强权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阻断了商
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政治之途 。
清末的豪强（ “土豪劣绅”） 经济、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 ”经济以及后来计划经济都是强制经
济的表现形态。
（ 三） 国家政权建设
1840 年以后是地方势力崛起，民国前后更是军阀割据。 军阀割据其实就是丛林状态，社会也
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社会转型与欧洲社会转型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欧洲社会转型是源于封建
庄园的解体，失去保护的农民也同时失去了依附 ，并得到相对自由的城市的庇护。尔后国家和社会
分离确立的法治秩序使之在离开庄园后没有陷入原子化状态而是个体化 。中国则同时出现社区解
体和政府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重建国家政权一途 。这与秦如出一辙： 通过国家政权建设建立中
央集权体制形成秩序，解决一盘散沙状态。国共两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点上基本相同 ，只是方式
不一样： 国民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共产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均分了土地 ，也使土地私有化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工业化不仅是
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国防建设的需要，这些都需要资本积累。土地私有化使工业化所亟
需的资本积累成本增大； 在社会方面，由于土地买卖又出现的土地集中现象导致新的社会分化，引
发社会失序风险。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必然会危及政权基础 ，所以通过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和
在城市建立单位这种途径将国家政权一直延伸到社会最底层 ，最终完成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政权建
设的历史使命。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都是“政社合一”的单位，本质上是国家共同体。

三、再原子化、市场经济、后国家政权建设与改革开放
国家政权建设建立起来的国家共同体虽然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秩序建构 ，其付出的成本也是高
昂的。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工业化是共时态完成的 ： 工业化需要国家政权建设保证资本积累和
秩序稳定； 国家政权建设需要工业化提供物质保障 。城市实行单位制与乡村实行公社制是在这种
历史情境下不得已的制度选择，如此才能确保社会运行秩序和工业化在低水平上的平衡。 单位制
和公社制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 ，从而降低了行政成本，但是经济效率低，导致国民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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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所以，在形成基本的工业体系迈进工业化门槛之后 ，如何提高效率、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一
个迫切问题。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适应工业化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资
本和市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 。
（ 一） 再原子化
中国的改革发源于农村，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其归结于某个村庄 （ 小岗或者华西 ）
则不太准确。现在一般默认小岗村为改革开放的典范，小岗村实行的“大包干 ”，用三句话概括就
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可以看出这其实就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内的一种技
术性的改进。多劳多得、按劳分配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只不过在人民公社里受左的意识
形态影响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小岗只是把这个分配原则给它落实了，根本没有碰触人民公社体制。
小岗大包干取得成效的两个前提就是必须保留人民公社体制和不能有市场经济 。所以只能解决温
饱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 所谓“一朝迈过了温饱线，二十年跨不进致富门 ”即是其现实脚本。
小岗村的大包干举措变成体制内设置的时候 ，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
调“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但在实践过程中，演变成有“分”无“统 ”，有“单干 ”无“合作 ”，有“家庭 ”
无“集体”。这不仅导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而且导致广大乡村再一次陷入原子化状态 。
［10］
反观费孝通先生总结的“苏南模式” 可以发现苏南乡村解决发展问题的成功经验： 第一，走

工业化之路。由于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 ，工业化是城市的特权，乡村连手工业都遭
到围剿，苏南农村办工业从轻工业产品生产入手 ，既满足了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也开辟了乡村办
工业的先河，与中国从农业社会真正迈入工业社会的进程相一致 ； 第二，保留了村社组织。 乡镇企
业的主体是村办企业，村里有组织就有管理，有管理就有秩序，有秩序才会有发展； 第三，有集体运
作机制。有集体运作机制就能够形成集体行动和公共资源积累 ，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够办企业，使
“离土不离乡”成为现实。虽然苏南模式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因为市场化改造退出了
历史舞台，却开辟了中国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蹊径 ———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 如果没有苏南模
式，今天的苏南会否与中国其它地区一样陷入原子化的困境 ？ 判断是否改革的核心标准是是否符
合生产力发展，比较证明，苏南模式才具有真正的改革意义。
（ 二） 市场经济
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市场经济，其本质是自由和法治却是共识。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充分发挥市
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现资源的配置。区别于强制经济的依附性和自然经济的自然性 ，
市场经济更具反身性： 市场运作机制抽离于个人经验，风险与机遇并存。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
动的当事人，称为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众（ 消费者） 和企业（ 厂商） 身上，市场经济主体为了充分
展现自己的利益，全面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与价值 ，还要求公平。 市场经济是工业化之果，
是与社会化生产相匹配的经济形态 ： 工业化带来的商品丰富性和多样化使人们通过市场选择生产
或消费成为可能，社会化生产则摆脱了自给自足和经济依附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小农经济和强制经济，分别是对村落社区和原子化状态的应对 ，但是其历史情境都是基于前工
业社会这一前提条件。一旦迈进工业化门槛，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公社解体，国家
政权退守乡镇，形式上是政权后撤，本质上是为市场经济腾空间。在国家共同体内，政、经、社合一，
有集体无个体，有法制无自由，有平等无公平，有特权无权利等等。 工业化和社会化生产会加剧社
会分化，但是也是人类生产活动满足自身需求最有效的路径 。 工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需要市场调节
资源配置才能获得效率，所以市场只能在国家共同体之外才能形成 。
中国农村的市场化特征体现为阶段性和渐进性 。从阶段性来看，早期主要以生产生活资料自
由交换为特征，带动农村集市逐渐繁荣，虽然体现计划经济的票证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除了那些
国家专营的货品外，人们可以通过集市贸易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充 ； 中期体现为“双轨制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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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制价格之外多了一个市场价格的选择； 最后一个阶段是废除“双轨制 ”，农民生产和生活被纳
入统一的市场。从渐进性来看，早期农民融入市场受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制约 ，只能参与农产品和手
工业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后期多了一个出卖劳动力市场，但是，受身份制的制约，一直没能成为真正
的市场主体。
（ 三） 后国家政权建设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由于生产单位退缩至家庭，导致乡村原子化： 国家和村落社区的权威
同时离场，既无“政”，也无“社 ”，只有“家庭 ”。 乡村原子化不同于个体化，个体化是“社会 ”的产
物，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无论是被逐出领地的依附农还是圈起地养羊的领主，都成为了市场的
主体———要么转变为产业工人，要么转身为农场主或企业家。 原子化则是基于下述情境： 一方面，
国家政权撤离乡村社区，乡村秩序的外部力量失能，同时造成由国家政权扶植的原有村落社区权威
失去合法性； 另一方面，家庭成为基本的结构单位，村落社区解体，失去形成道德秩序的结构基础，
导致村落社区的丛林化，弱肉强食，自生自灭。 所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带来的经济红利触及天花板，止于温饱，缺乏发展，并且乡村失序问题开始凸显。
村民自治制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推行的 。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产生于广西宜州一个偏远
的山村原合寨生产大队的一个生产队 ———果作屯。果作屯搞村民自治的最初意图非常简单，就是
治安联防。随着分田到户，原生产队的约束力逐渐减弱，赌博、偷盗、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等行为日益
严重，所以屯里成立了村委会，领导成员通过村民选举产生，制订“封山公约 ”和“村规民约 ”，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其他村庄开始仿效，不久便在整个合寨行政村乃至更大的地域推开。 可以看出，村
民自治制度设置源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 ，村民为应对村庄公共事务缺位而自发成立的自组织形
［11］

式，
是对国家行政权力收缩之后权力真空导致乡村失序以及集体行动的匮乏的自救行为

。 这种

乡村社会秩序主要来自于乡村社会的内部权威 ，乡村作为行动主体参与了社会秩序的建构 ，并重新
进入了乡村基层社会的互动结构 。由此，乡村社会秩序得以重新建立，大体上实现了乡村社会的稳
定。乡村内部权威的复苏，在非市场化的条件下，与国家在乡村基层 （ 乡镇、行政村 ） 的权威发生冲
突是必然的，所以，国家很快将其体制化，赋予其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从而导致乡村社会秩序的再
国家化。这种再国家化是以实现所谓乡村民主为价值偏好 ，结果却是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价值 ，而
且进一步消解了乡村尚在复苏中的内生秩序资源 ，导致乡村进一步原子化。

四、城乡连续统建构、权利下乡与乡土重建
当下乡村面临的急迫问题是欠发展问题，而欠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原子化，即乡村失序。21 世
纪以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新农村建设、美好乡村建设、扶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八大以来
更是试图通过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党建这种国家政权再建设的方式建构乡村秩序 ，乡村和农民生活
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是问题也很明显，即投入大，成本高，在乡村秩序方面也只是实现了一定
程度的稳定。因此，必须另辟蹊径促进乡村可持续性发展 ———以社区 （ 乡土 ） 重构建构中国乡村社
会秩序。
（ 一） 建构城乡连续统
城乡连续统是指由城、乡两极构成的社会系统，两极之间包含诸多节点，例如都市—城市群
落—中、小城市—小城镇社区—基层集市社区—村落社区等。其中每个节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既有城市性，又有乡村性，既是一种纵向历时性系统，又是一种网络化共时性系统，从而构成一
个自洽的社会网络系统。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城乡连续统的断裂，城乡关系严重失衡。 乡
村各种资源持续单向流入城镇、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 ”等因素导致乡村持续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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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上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秩序的消解 。 乡村秩序的载体 （ 社区 ） 是建构新型城乡关系
的微观基础。
社区建设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整体性建设，是人的生产、生活的系统性社会
空间的重塑。乡土重建既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也不是“乡村让生活更美好 ”，而是关涉社会
成员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变迁以及促进现代性的发育 。 城乡连续统的建构对于消解城市 （ 中心 ） —
乡村（ 边缘） 的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建构新型城乡关系具有关键作用。
第一，村庄不死，只是凋零。虽然城镇化意味着许多村庄将会消失 ，但村庄作为一种人们生产、
生活的社会形态并不会消亡。从互动论的视角看，社会系统是主体互动的结果。 城乡连续统上的
重要节点是一个个具有自觉和自主行动能力 （ 主体性 ） 的单位，城市群落、小城镇和村社等作为不
同的社会空间载体在互动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 。城乡均衡关系是建立在城市群落、小城镇
和村社等主体互动基础上的。失去其中任何一个，城乡关系将无从谈起。 单极主体只能意味着支
配和依附。从互动论的视角观察各个节点可以发现，乡村主体性的消解是导致城乡连续统断裂
（ 沦为“中心—边缘”结构） 的根本原因，城乡连续统建构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如何重构社会空间的主
体性。社会空间主体性的载体（ 如城市群落、小城镇、村社等普遍呈现为社区形式 ） 是建构新型城
乡关系的微观基础，而社区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通过主体建构，从根本上改变
城乡分治分离的非均衡状态，最终形成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的社会系统 。
第二，城乡均衡发展———破除城市中心主义偏好，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联动。 从类型学视角
看，城乡是一个连续统。视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村社等节点为整个社会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从
区别于城乡二元思维的整体性社会观对节点进行功能角色定位 。 城乡二元思维无论是持城“高 ”
乡“低”（ 城市本位） ，还是持乡“根”城“末”（ 乡村本位 ） 的观点，都是从城乡对立的价值预设出发，
割裂了城乡之间的连续性。以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研究城乡关系 ，要么表现为城市中心主义偏好，要
么流于浪漫主义的反发展窠臼。在实践中更有可能导致对调整城乡关系具体政策的歧义。 因此，
从类型学视角将城乡看作一个整体 ，是城乡关系研究和城乡关系政策制定 、执行的基本思维方式。
（ 二） 赋权： 从“文字下乡”“法制下乡”“文化下乡”到“权（ 权力） 利（ 福利） 下乡”
民国时期就有“文字下乡 ”运动，起到一点扫盲效果，农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法律下
乡”试图解决乡土秩序问题，既没有解决乡村的公平公正问题，也没有解决乡村的秩序问题。“文
化下乡”更有意思了，就是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结果是观赏的人还没有张罗的人多。 实际上我
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到权（ 权力） 利（ 福利 ） 下乡。 农民有权力才会有组织，有组织才会有秩序； 农
村有福利才会有保障，有保障才会有发展。而无论是权力还是福利下乡都不是原子化的乡村能够
承接的。从乡村主位来看，体制、制度、政策、规划的设置属于宏观层面，其发挥作用有赖于微观基
础。如果乡村缺乏自觉和自主行动的主体性 ，外部力量和资源的注入将失去承接之手 ，不仅无益于
乡村发展，甚至造成更多的纷扰。因此，必须在乡村主体性建构的意义上定位乡土重建，乡土重建
就是社区重构。
第一，以城乡连续统思维加强城乡整体性规划 。城镇化是现代化潮流，大量自然村落消亡是必
然趋势，也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联动发展的条件 。以城乡连续统思维进行整体规划，有利于确认小城
镇、村社等建设节点，避免大水漫灌带来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 。
第二，外部资源注入以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为核心任务 。 温饱 （ 生存 ） 问题解决后，发展问题
凸显出来，而发展的前提是安全。贫困问题可以通过救助形式加以解决 ，而发展问题则以更具持续
性的社会保障为前提。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所带来的外部资源注入定位须将救助与发展两个目标
区分开来，即贫困问题通过救助加以解决，发展问题通过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应对 。
第三，培育社区内生秩序。一般的社会组织，大多是人们实现自身某种利益的行动单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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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独特的利益诉求。而社区反映的是共同体生活的意义 ，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与政权组织不会发
生冲突。当下的基层组织建设依靠国家政权下沉解决乡村秩序问题成本太高 。 如此，不如将村落
秩序形成交由社区建设主导，社区建构过程也是秩序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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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recognition of Ｒ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LI Yuanxing
Abstract

LI Ci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ncept of rural China and combs

its historical log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China i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1840． The basic structural unit of rural China is village community，whos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is community． Ｒural China is mainly embodied i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village community，family-state politics
and Confucian culture at the economic，social，political and cultural levels． As the basic structural un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village community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 pattern and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tomization
is the state of social structure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Compulsory economy and the state-making ar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has been reflected in re-atomization，market economy and the
post-state making． At present，the urgent problem facing the countryside is underdevelopment，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underdevelopment is atomization，that is，rural disorder． Therefore，we must find a new wa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order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by means of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The essenc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s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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