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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现代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基于马庄经验

朱志平摇 姚科艳摇 鞠摇 萍
[ 摘摇 要] 摇 文化建设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挥着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
心理的功能。 但嵌入性治理逻辑下乡村文化建设“ 悬浮化冶 ,内生性乡村乡土文化价值失序衰落等困境
制约着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此背景下,马庄村搭建了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的文化建设框架,并以
乡村精英群体充当乡村文化建设中综合利益表达的“ 中间层冶 ,传递国家权威意志,表达乡民意愿,凝聚
乡村文化建设合力。 马庄村在文化转型中采取的具体做法为解决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困境提供新的解决
思路。 因此,文章基于对马庄村这一典型的研究,对乡村文化的转型逻辑及转型成效进行系统性的分
析,为现阶段处于转型期的乡村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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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特别是在乡村社会中,文化发挥着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
行为和心理的功能。 它不仅是乡村文化活动的载体,其蕴含的伦理性价值和地方性规范是依赖着
地缘、血缘、业缘与习俗形成的文化共识,对村民的行为规范有着巨大的心灵约束力,所富含的精神
意义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追求和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精神气象。[1] 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党中央从民族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等角度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
设,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 乡村文化冶 也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多学
科、多领域对乡村文化进行了丰富的研究。 张敏认为在新型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步推
进的今天,大多数乡村文化建设步步衰退,已成为众多乡愁中难以消除的痛。[2] 王燕茹基于当前乡
村文化存在的困境,提出了“ 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冶 的乡村文化建设原则。[3] 李军明指出“ 通过一
定的条件干预实现乡村文化整体性保护是乡村文化重构的理想状态,而达至这一目标的最佳路径
就是采取‘ 文化基因 - 文化事件 - 文化空间爷 的系统性保护措施。冶 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 扬冶 与
“ 弃冶 ,以及对现代文明的“ 吸纳冶 与“ 融合冶 ,达到对乡土文化承继、拓展与创新之目的,为乡土文化
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借鉴。 此外,“ 兴产业、重建设冶 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
的有力举措。 兴产业需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文化为灵魂,以科技为支撑,不断提档升级;重建
设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走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之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充实乡村文化内生动力。
可以看到,当前的研究主要是对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此种研究范式以对于厘
清当前乡村文化的基本事实并为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具体路径提供启发。 但现有的研究视角过
于宏大,无法把握乡村文化的内在规律,也难以挖掘其深层次的转型逻辑。 特别是,缺乏对某一案
例的深入剖析,难以提炼出可供地方借鉴和复制的乡村文化转型路径。 鉴于此,笔者将在现有研究
的基础上,选取徐州马庄村作为个案,采用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从微观视角观察其文化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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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路径。 马庄村一直以来坚持“ 以文化立村,以文化兴村冶 ,用先进的文化带动了乡村的发展,是
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中一个优秀的范本。 本文期冀通过对马庄村这一典型的研究,对乡村文化的
转型逻辑及转型成效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 延续与转型冶 的视角对当代乡村文化的
转型进行总结与展望。

一、当代乡村文化建设困境
观察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逻辑发现,乡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形成了“ 县下唯宗
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造伦理,伦理靠乡绅冶 的文化治理格局。 士绅和宗族作为乡村的内生性权威,
向乡村引入各项资源,出资捐银、造桥铺路,弘扬善行义举,传播优良的道德文化观念。 乡村内生性
权威还充当综合利益表达的“ 中间层冶 ,传达农民的文化诉求,借助中央的权威在乡村社会传播儒
家文化,执行中央意志。 正是通过正式的国家权力和非正式的乡村权威共存并行,营造了欣欣向荣
的文化发展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的文化
建设模式也在不断的变迁与重组。 贺雪峰曾指出:“ 村庄秩序的生成有二元性:一为行政嵌入,二
为村庄内生。冶 [4] 一方面,政府是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的主体,而文化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
府文化资源的输入力度与供给能力关乎乡村文化建设成效。 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不同的文化产品
与文化样态嵌入乡村原有的文化结构,打破了原本乡村社会的原生结构、内在关联等文化基础,并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 这种依靠外在手段,特别是政府行政力推动下介入的文化秩
序即为嵌入性的文化生态。 另一方面,乡村自身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治理系统,以乡村的自组织功
能与历史文化传统为土壤,在乡村场域以道德交往维系和传播构建了“ 精神秩序冶 ,以内生秩序与
规范促使生成“ 自觉秩序冶 ,呈现出一种内生型文化生态。 嵌入型的文化秩序和内生型的文化秩序
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基础结构,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将以此为出发点找寻当前乡村
文化建设困境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嵌入性逻辑下乡村文化建设“ 悬浮化冶 。 提供乡村文化公共服务是乡村文化建设中重要

的环节。 回顾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变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由
一元转向多元,由内部资源整合为主转为外部资源嵌入为主。 国家力量及政府有强大的资源整合
能力,且有合理合法性保障,能有效服务乡村公共文化,以满足农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然而,在当前
“ 乡政村治冶 的治理模式下,在后农业税时期,国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2004 年
实行的“ 清费并税冶 和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实现城乡
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原本国家试图通过取消农业税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向“ 服务型冶 转变,以有效
提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然而,这一愿景并没有实现,反而使两者的关系转变为联系更为松散的
“ 悬浮型冶 。 一方面,地方政府内部关系发生极大的调整和变化,依靠农村税费收取维持运转的地
方基层政府开始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基层政府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在此情
形下,基层政权由过去的“ 汲取型冶 向“ 悬浮型冶 转变。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作为传达民众诉求的“ 中
间层冶 ,往往会为了完成上级行政任务而忽视、敷衍群众声音,导致其丧失其原有的资源整合与动
员能力。 正如有学者指出:“ 基层文化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明显低于对上级执行
使命的承诺,文化责任上行及价值逆向性内在地支撑着体制的行政存在方式。冶 [5] 也就是说,政府
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举办文化活动时,具有强烈的结果主义导向,仅将其作为自身的治理政绩,盲
目追求数量和规模,将文化建设等同于旅游开发,忽略了农民真实的文化诉求。 在将传统文化资源
转换为经济效益时,为追求其商业价值而过度消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异化乡村本土文化的原生意
涵。 致使政府主导嵌入的公共文化服务常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与喜好相脱节。 此外,在乡村文化景
观开发过程中,政府为追求“ 面子工程冶 ,征地、重建,破坏原生的文化样态,甚至侵害了农民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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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造成基层“ 官民冲突冶 频发,长此以往,群众对基层政府信任流失,离间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
的关系,对于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产生消极与抵触心理,缺乏文化活动的参与动力,文化建设失序,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特别是,近年来各级政府以采购的方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文化资源与文
化景观的产业化开发趋势,以机器化的生产模式代替传统手工,在整体上呈现资本“ 俘获冶 文化的
现象,反而对于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等形式缺乏关注,将文化建设与农民彻底割裂,
过度行政化、商业化与市场化成为嵌入性文化建设的显性弊端。 由此反思当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困
境:后农业税时代,基层政府愈发依赖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为在竞争体质中更好的获得认可,实际
上并不能成为农民、农村的行动主体,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与农民原有的旧关系,在公共文化服务的
提供上变为无关紧要。[6] 长此以往,以政府为主要供给主体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难免出现底子薄、
资源少、后劲差和政治内卷化等一系列问题。
二为内生性乡土文化价值的失序衰落。 乡村内在文化价值体系是一种建立在村落历史记忆、
精神文化、生产生活上的文化综合体,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7] 然而,现代化推进了城
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增强了农村文化、城市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互动。 但随之而来的是乡
村文化失序和价值衰落。 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冲击乡村传统的价值理念,传统乡村文化存在和发展
的基础被颠覆,丧失了认同基础。 一方面,农民离土成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中显现的独有特征,乡
村文化建设中农民主体缺失,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后劲,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 根据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8 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82郾 1% ,城镇人口仅占 17郾 9% 。 及
至 2017 年,城镇人口的占比已高达 58郾 52% 。 教育水平较高、思想先进的一批青年农民被现代生
活吸引,离开乡村,抛弃了传统乡土文化,消费城市文化。 事实上,集体的乡村文化活动往往是建立
共同价值的核心载体,例如风俗节庆、庙会祭祖和红白喜事等集中体现了乡村公共生活中的主导性
价值规则。[8] 城市化文化价值理念极大程度的影响着乡村的文化活动,普通村民受市场经济因素
的影响,被利益至上的思想主导,开始逃离不涉及个人或家庭核心利益的传统乡村文化活动。 丧失
农民参与积极性的文化活动难以组织、公共文化活动发生的群体性基础的瓦解又进一步加剧了乡
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式微,甚至是消亡。 另一方面,乡村共同体的建设既是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也
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理想追求。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乡村文化的治理成效:“ 国权不下县,
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冶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治理中,依托共同体建立
的伦理、道德、乡规民约等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凝聚力,获取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手
段。 然而,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乡村社会带来了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但也加大了人口的流动。 农民
对地缘与亲缘的归属感逐步丧失,瓦解了宗族势力,打破了以“ 人情冶 和“ 宗法冶 维系的社会关系骨
架,即乡村的“ 熟人冶 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格局逐步分裂,瓦解了共同体依存的传统社会关系,使乡
土社会逐步向人情冷漠、社会认同感低的“ 陌生人冶 社会转变,村民们互相不熟识,关联度和互动频
率的降低使得对村庄一致的认同感难以形成,农民的共同体意识愈发淡薄。 共同体所内含的社会
化功能被削弱,即共同体对个体的约束力降低。[9] 在此背景下,当现代社会中开放多元的文化涌入
乡村,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渗入传统乡村文化中,裹挟着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的腐朽文化在
乡村生根、传播会使得建立在乡村共同体上的文化认同逐渐丧失。 “ 当追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
一切的生活目标,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时,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就会解体,利益的驱动几
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冶 [10] 利益与物欲充斥着农民的精
神世界,低俗的感官消费和庸俗化的面子竞争愈演愈烈,乡村文化发展的个体基础被侵蚀,乡村文
化的内涵和价值只能逐步走向衰败。
从当前的实践来看,依靠纯粹行政力量直接嵌入乡村社会,会破坏乡村原有的内在结构和社会
关联,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治理秩序,这一新秩序无法真正的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 事实上,乡村
社会有其自有的民间信仰、伦理习俗、村规民约等地方传统意识。 因此,在完善乡村文化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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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需将村庄内生性秩序纳入思考的框架。 当然,仅依靠内生秩序也是不行的,在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文化价值的衰落愈发凸显,缺乏合理合法的制度安排无法强有力的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现代
化转型。 因此,本文将聚焦于马庄村的个案,探索乡村文化现代转型的破解之道。

二、困境的突破:马庄经验
马庄村地处徐州市北郊 25 公里处,西邻 104 国道 7 公里,东靠徐贾快速通道,南濒京杭大运河

2郾 5 公里,距徐州高铁站 18 公里。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全村现有 5 个村民小组,3 个自然村,
现有人口 2 863 人,党员 120 名。 自 1986 年始,马庄村借助国营权台煤矿和一家地方煤矿的优势建

立了运输队,为村里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收入,增加了村民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

1987 年,马庄村借助地下资源丰富的优势兴建了一座年产量 10 万吨中心煤矿,为集体创造了近千
万元的收入。 此后,又先后办了砖瓦厂、化工厂、面粉厂、水泥加工厂、机械厂、仪器厂、塑料加工厂
和化妆品厂等 10 多个企业。 早年的马庄村有良好的集体经济基础,开发的煤矿产业和 10 多家集
体企业也为村民们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 但也因此滋生了不良的社
会风气,愚风昧俗泛滥,打架赌博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村里孟书记评价村民:“ 手里头有点票子就

不安分,农村里又没什么其他娱乐活动,有些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开始赌博消遣时间。冶 不仅如此,
村民生活水平改善之后,攀比之风也席卷了整个村庄,红白事大操大办,谁都不愿“ 落了面子冶 。 此
外,在小农思想的影响下,村民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时常产生矛盾与冲突,特别是有些上了年纪

的村民依旧保留着部分落后的思维观念,造房、安坟都要先请风水先生掌眼,就怕“ 坏了风水冶 。

2016 年贾汪区政府在马庄村开展新农村建设,为美化民居需要拆除旧房,建设统一规制的新房。
小农思想的趋利性引发道德观念的负效应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马庄村的建设和发展。

马庄村文化系统已然显现颓败之走向。 村庄内生的传统文化活动断裂、传统道德失威、人际关

系淡漠、共同体濒临解体,使马庄村的乡村文化建设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 嵌入性冶 文化治理模
式下,文化发展呈现一种以行政部门为主体的“ 自上而下冶 的介入,完全忽视了乡村文化建设中的
“ 农民主体冶 原则,村民对村庄建设与文化活动的开展不积极、不配合。 在此境况下,马庄村将行政

嵌入与内生发展有效整合,将代表国家力量的精英意识与代表乡土原生的“ 草根情节冶 互融互补,
最终走出一条文化强村、文化立村、文化兴村之路。
一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凝聚文化治理合力。 孟庆喜是马庄村的原党委书记,亦是马庄村实现
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借助党员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开拓了一条独特的马庄文化转型之路。 他认
为:“ 一个村庄文化建设的好坏,党员干部是关键,多年来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带头做;要求
群众不做的,党员干部带头禁止;村里号召什么事情,党员干部始终领先在前,走在前,群众才能一
呼百应。冶 在新农村建设期间,孟庆喜书记多次召集党员开会,并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按
照统一规制整修民居;其后发动党员入户走访,对村民思想进行正确引导,动员村民主动抛弃愚风
昧俗,支持马庄村新农村建设。 可以看出以孟庆喜为首的马庄共产党员们不仅自身思想觉悟高,更
在关键关头成为团结和带动群众的一面旗帜,形成一股文化治理合力。 另一方面,党员在建设优秀
乡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实现乡村善治上发挥突出作用。 孟庆喜联合村里党员建立健全了一套规
章制度、工作标准和奖惩办法,包含《 党员干部从政清廉守则》 《 综合治理条例》 《 值班考勤制度》 等
十多项内容。 这些规章制度实、细、严,且能公布于众,受群众监督。 1989 年 2 月 2 日,有一名队长
喝醉了,又哭又喊,根据党支部新修订的《 党员干部从政清廉守则》 规定:“ 凡党员干部酗酒闹事,耽
误工作,造成影响的罚款二百元。 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干部、工作人员一律撤职或除名。冶 这位队长
违反了村规民约,有人来讲情,说是下不为例,但孟庆喜考虑到规章制度不执行,以后说话没人听,
特别是对党员干部更要严。 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表决,经上级同意,撤了职,民众肃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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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11] 以孟庆喜为带头人的马庄党员群体不仅充分发挥了道德模范作用,也将马庄的价值观外化
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良好的自治和法治氛围,为村庄的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是建立精神文化家园,重塑社会道德体系。 1987 年,马庄村兴办了一座中型煤矿,村里逐步

积累了一大笔资金,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滋生了一些不良风气。 “ 那时候啊,家庭和
邻里纠纷不断,常有人酗酒滋事甚至聚众赌博,甚至还会从事一些封建迷信活动。 我就想,人们的
口袋鼓起来了,脑袋却空了,这不能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得把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当成大事,这才
决定成立了马庄乐团。 那时候质疑的、不支持人多啊,觉得管乐团吹不出票子,但我坚信乐团虽然
不能直接吹出票子,但能吹出昂扬的精神、团结的力量!冶1988 年,孟庆喜书记提出了“ 文化立村、文
化兴村冶 战略并组建“ 苏北第一支农民铜管乐队冶 。 孟庆喜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入手抓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建立起村民精神文化家园。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中国农村依然
在努力想办法物质上富起来,但是马庄村已经意识到精神财富的重要性,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引导村
民远离不良嗜好和习俗。 通过社会主义主旋律和特色民俗文化演出,为村民们带来了健康向上的
文娱享受。 进入新时期后,农民乐团以村民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了一系列正能量的节目,演农
村事、讲农家话、道农民情,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将良好的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输送进农民的精神世
界。 此后,马庄村又组建“ 百人锣鼓队冶 和“ 马庄民俗表演团冶 ,组织汉文化展示、神农祭祀表演等活
动,排演舞龙舞狮、旱船跑驴、杨哥唢呐等民俗节目。 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特色乡土
文化,也让低俗庸俗文化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此外,自 1991 年,孟庆喜就开始组织举办周末舞

会,坚持每半月出版一期板报、画廊,每月至少播放两场电影,每季度举办一次文化科学知识讲座,
每年夏季举办乘凉晚会、冬季举办农民运动会,元旦、春节举办联欢会,元宵举办灯会,每逢村民会
议或集体活动都要走场村歌《 马庄之歌》 。 村里人评价孟庆喜书记:“ 老孟这个人最值得我们敬佩
的一点就是坚持。冶 在孟庆喜的不断坚持和努力下,营造了马庄村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文化
氛围。 1998 年,文化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提出要加强文化设施建
设,巩固农村文化阵地;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繁荣逐村文艺创作,为农民提供优
秀的文艺作品;搞好重点文化建设活动,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 而此时,马庄村已经开展了 12 年
的文化建设活动,这一步,马庄村再次走在了时代前面。

三是发挥乡村精英在文化建设中的示范力与协调力。 历代马庄人倡导的“ 立德树人冶 “ 勤俭持

家冶 “ 孝悌忠信冶 等传统美德与现代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在乡村精英们以身作则的示范
中根植于马庄人的思想深处。 “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冶 正如马庄村的道德典范夏
莉,已连续 10 年获得马庄村“ 十佳媳妇冶 的荣誉,她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庭,影响着整个马庄村

的文明风尚。 显然,马庄村充分发挥了社会精英的道德教化作用,将道德典型培养成名人、带头人,
通过其带动作用在马庄村村民间弘扬优秀的传统美德,以此来引领村庄价值取向,引导村民将优秀
的品质外化于行,内化与心,构筑德、善、美的精神文化世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道德精英的
示范引领下,多年来营造的良好婆媳关系更成为马庄村“ 三宝冶 之一。 此外,马庄的乡村精英充分
发挥对乡村事务熟悉和了解的优势,对村庄的各类民事纠纷进行调解。 在孟庆喜工作室下特别成
立了乡贤小分队用于调解邻里纠纷,文明乡风。 徐传贵是马庄乡贤小分队的一名成员。 他是村委
会一名已退休会计,受孟庆喜书记“ 退职不退责冶 思想的影响,现仍在马庄村发挥余热。 如今他不
仅是马庄村委会老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备受村民们敬重的一位好乡贤。 徐传贵因其知识水
平、“ 体面的工作冶 以及热心的形象在村中建立起威信,能受到村民们的信服与认同。 凭借其乡贤
的身份在进行纠纷调解时,民众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和服从,最终有效化解矛盾与冲突,涵育文明
乡风。
解析马庄村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其整体上搭建了政府主导,群众自治的框架。 以马庄村

党委书记孟庆喜为代表的党员群体充当乡村文化建设中综合利益表达的“ 中间层冶 ,既能传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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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意志,又能表达乡民意愿,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正是通过正式的国家权力和非正式的乡村
精英力量共存并行,互相依赖补充,从而缓解了“ 国家权威与农民主体冶 之间的矛盾。 有学者从经
济理性角度将地方精英分为“ 赢利型精英冶 和“ 保护型精英冶 ,而保护型精英正是马庄村文化建设的
主体,他们与普通村民共享共赢实现“ 正和博弈冶 ,是承接“ 政府 - 精英 - 普通村民冶 的桥梁。[12] 正
如杜赞奇指出的,乡村精英们并非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或政治权力,而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与威

望,获得荣耀,其权威或权力主要来自乡村社会的“ 文化关系网络冶 ,而不是国家政权。 也就是说,
嵌入型文化治理“ 悬浮化冶 与内生性乡村文化价值衰落的大背景中,马庄村找寻到乡村精英这一特
殊群体的文化建设功能,在“ 行政主导冶 的体制下,兼顾农民立场,根植于乡土文化深厚土壤,借当
地优秀传统与习俗,垒实文明乡风的基石,筑起村庄精神文明的大厦。 在马庄村的实践中,乡村精
英作为文化产业的建设和开发中的主要引领者,其在传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指引
作用。 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易于调动村内各种社会资源,受基层政权和当地权威认可,
熟知当地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并能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人,他们用村民们能够接受
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使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冶 。淤 以孟庆喜为
代表的马庄精英们,将党建与精神文明创建有机结合;逐渐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文化振
兴之路;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在潜移默化间传播了优良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现代文化,也在集体活
动中缓解了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失落感和边缘感。

三、超越内卷化:乡村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性
中国乡村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而变迁的。 前文描述的是当前乡村文化转型正在遭
遇的困境,即嵌入式治理逻辑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 悬浮化冶 与内生乡村文化价值的失序衰落,
演化的成为一种“ 内卷化冶 的文化模式。 “ 内卷化冶 指某一种文化“ 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
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
杂冶 [13] 中国乡村文化就是一种“ 内卷化冶 的文化。[14] 处于现代化转型困境中的乡村文化就表现为只
维持历史的发展状态,而没有扩张发展的文化。 乡村文化本就有封闭性、稳定性、多样性与复杂性
多重特征。 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催生了以情感和血缘为联结的文化关系网络,养成了农
民封闭的文化心理,也决定了农民对传承千年的乡土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铸就了中国农民朴实淳
厚、勤劳奋进的精神。 但在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乡村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受到严重制约。 特别
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当前乡村文化转型的困境中,乡村文化已然濒临解体的边缘,乡村传统优秀
的文化内容缺乏品质与激情,盲目模仿与跟风,缺乏农民主体性与主体意识;在行政化手段推动的
乡村文化内部乡村社会的信任,存在破碎和消亡的风险。 可以说,乡村文化的“ 内卷化冶 是与现代
化异质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内卷化冶 模式是排除发展的,实际上它是按照既定的方式在内部复杂
精细的变化。 由此看来,目前乡村文化建设正在“ 进化冶 与“ 内卷化冶 二元对立的生态文明发展阶
段,进一步说明当前的乡村文化转型正处于艰难的选择与挣扎阶段。 但可以明确的是,乡村内生文
化价值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乡村生产体与自然间的人文关系表达部
分 [15] ,也是激活农民认同感与参与感的核心。 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必然要
从乡土社会的内部推动,以农民“ 自我导向冶 为发展进程,以构建地域认同和内生文化资源有效利
用为方式,在区域内尊重农民参与的主体性,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豪感和地方认同感。 当然,我国乡
村文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封建残余的糟粕,保守性与封闭性并存的乡土文化养成了大部分农民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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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守旧、安于天命的个性,也为愚风昧俗创造了传播的土壤,衍生出乡村治理和建设中尖锐的
“ 官民冶 矛盾和冲突,正是乡村文化“ 内卷化冶 模式中最显性的特征。 因此,在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
型中,也不能完全脱离“ 嵌入式冶 文化治理的模式。 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动主体,承担着文化
产品资源配置的职能,能赋予其公共性、“ 非竞争性冶 与“ 非排他性冶 的属性,通过一系列管理制度和
治理机制能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形塑公共价值理念。 此外,行政主导模式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以国家认同为出发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构建和农民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构建

国家认同方面的“ 公共性冶 [16] ,是缓解基层矛盾,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这样看来,只有
“ 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才可实现官民之间相得与相补的治理格局冶 [17] 前文提到,在当前乡村治理结
构下,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被削弱、乡村文化建设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等问题依然严峻。 在
国家主导乡村文化建设的框架下,找寻内生性力量、采取内源性举措,凝聚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力
量和灵魂,是现阶段乡村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官民结合的互补形式是我们宝贵的历史
经验,在我国传统“ 双轨政治冶 的治理模式下,士绅以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在乡村场域传播儒家文
化,弘文励教,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在“ 延安文艺冶 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 文化革命冶 和自下而上的
文化诉求传输,最终以艺术活动生活化为手段,采取“ 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冶 ,达成农民对新意识形态
的认同。 从历史经验来看,要想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国家强有力的资源配置、动员能力与
内生乡土文化的传承、重塑都必不可少。 从马庄村的经验来看亦是如此。 笔者总结了马庄村文化
转型中的几点经验,为现阶段处于转型期的乡村地区提供具体的路径选择。
政府主导是基础。 在马庄村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推动。 从孟庆喜出任马庄
村党委书记,介入马庄村文化建设开始,就离不开区政府的政治动员,通过自上而下的体制认可嵌
入乡村的文化治理结构,增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活力,打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文化治理景象。 在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形式下,选拔出一批具有先进文化管理理念的人才,增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效。
此外,政府提供了资金、物质等保障,出资 800 万打造文化礼堂、民俗文化广场、村史博物馆,为当地
村民提供文化活动场地,即通过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完善硬件,改变广大农村地
区基层文化落后的现状。 有一点值得指出,马庄村以党建为核心,利用党员的带动能力,在村内弘
扬和推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肃清乡村
内残留的封建落后思想。 尤其是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在乡村治理中最基本的单元,应当充分发挥
文化建设中的引领和衔接群众的功能。 因此,应当“ 俯下身冶 ,发挥党组织在在乡村文化事业发展
中的作用,是国家对乡村组织与整合的做法,体现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结构优化,也在弥补政
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缺位,使政党的意志真正被底层群众所接受,实现“ 政党下乡冶 到“ 政党在
乡冶 的转变。[18]

精英引导是手段。 乡村精英的个人权威在乡村文化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马克斯·韦伯认

为:“ 权威是组织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建立有序社会的政治基础。冶 权威概念有威望、威信的
含义。 马庄村长期以来采取的乡村精英动员治理模式显然就具有内生权威作用和动员的特征。 上
文中我们提到的徐传贵调解事件和孟庆喜执行《 党员干部从政清廉守则》 事件是乡村精英合理且
有效地运用权威的体现。 当然,乡村精英们之所以在乡村社会拥有好口碑和高威望,不仅仅是因为
其控制和拥有某种资源或地位,更是因为其满足了民众对当地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与本土文化观念
的期待。 因此,马庄精英权威建立的核心是加强培育精英团体和本土村民对当地文化的满足和尊
重。 随着农村物质生产生活富足,精神世界急需得到提升,一味地以经济资产作为农村社会分层标
准是行不通的,提升乡村精英权威,进而提升乡村精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优势,构建出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的,以经济分层为中心,权力、声望、教育、知识、先进文化、美德修养等综合的科学合理
的农村社会分层标准体系 [19] ,有利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此外,乡村精英还是连接农民与国
家的重要角色,其代表着极具地域特征和民族共性的乡村文化和精神,发挥着粘合剂的作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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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村民个人利益和村庄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乡村精英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在
乡村社会长期建立起的威信劝解村民,也在民众和基层政府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乡村社会的
各种意见和声音有了表达的渠道,并促使基层政府加强回应。 在两者的互动中,既快速有效地表达
了村民的文化利益诉求,又合理有序的达成基层政府的文化建设目标。 同时也能借由精英群体传
播积极服务乡村建设的价值观,创造良好乡村文化建设环境,营造和谐社会风气,打造美丽乡村。
农民参与是关键。 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实现现代价值的传播,把村民塑造
成现代公民。[20] 而传承千百年的乡村文化亦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其经过现代化的转化,成为当
代乡村建设中转化村民思维、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因此,要实现乡村文化的现
代化转型,不仅要将乡村文化所蕴含和倡导的和谐共处的道德品质和规范意识传递给村民,提高思
想道德修养,引导民众自觉遵守社会公序良德,实现自我管理;还要立足当代农民的切实需求,将农
民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形式进行现代化“ 包装冶 ,重新建立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更应注重
在乡村文化资源挖掘和传播的时候推广乡村人文精神。 传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现代乡村文化更加开放,更具活力。 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农
民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参与者的主体作用,通过加大宣传,打造乡村文化品牌等方式,唤起群众的文
化建设热情,激发村民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马庄村通过“ 十佳婆媳冶 “ 最美家庭冶 等系列评选活
动和农民乐团的广泛宣传,扩大了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社会效应,促进了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
方面,马庄村每年的系列评选活动成功打造了一个文化品牌,它以传播慈孝文化、德贤文化为主要
目的,受到了广大村民的拥护,吸引了村民积极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庄的荣誉评选活动被

赋予了“ 品牌文化冶 的重要理念,获得荣誉的村民则承载着宣传和推广的责任,作为“ 品牌代言人冶 ,
成为传递“ 马庄文化冶 的重要载体。 另一方面,马庄村农民乐团深入农村、贴近农民,将好人好事编
排成节目,推出了众多独具马庄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村民欢迎的文艺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扩大
影响的宣传教化手段。 对外不断提高优秀乡村文化影响力,凝聚村民共识,振奋集体精神,汇集各
方面力量,推动更广区域的乡村文化发展;对内不断深化主体意识,拓展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形式,
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与积极向上的精英文化相结合,展现村民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激
发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四、结束语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的振兴潮流正在蓬勃的兴起和发展中。 在政府力量
主导下推进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乡村整体规划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民参与下实现的乡村文
化发展和社会重建等等,这都是中国当前正在面临的并且成效突出的一种文化转型,也是一种文化
创新的机遇。 对于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当前正在涌现的新现象,都具有深刻的研究
价值。 本文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以徐州马庄村为观察对象,见微知著,在点滴线索中总结出一条
把握乡村文化转型的路径,即将乡村的内生文化资源与国家力量有效整合,相互作用,在乡村文化
场域产生一种治理合力,生产出符合乡村实际生活且与农民具有实质性联系的文化产品。 需要明
确的是,在文化转型这条道路上,政府主导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外力直接嵌入乡村结构,推进大包大
揽的文化改革。 但同时农民的主体性参与和发挥也是关键因素,只有真正参与其中,才能与外力实
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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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e
———Based on Ma Zhuang蒺s Experience
ZHU Zhiping摇 YAO Keyan摇 JU Ping
Abstract摇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Ma Zhuang蒺s r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other rural areas. Becau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illage蒺s develop鄄
ment, i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cohesion,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makes villagers蒺 self鄄disciplined on their behav鄄

ior and psychology as well. Whereas the suspension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ogic of embedded governance

and the disorderly decline of endogenous rural local cultural value restricts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addition,
Ma Zhuang has built a government鄄led and farmer鄄participated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elite villagers are
considered as the “ middle layer冶 , to consult some problems with the local officers on behalf of villagers蒺 comprehensive in鄄
terests in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e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could be not only carried out suc鄄

cessfully, the wills of the people but also obtained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synergy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might
be consolidated by this framework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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