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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
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
———基于山东省 B 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
韩庆龄
[ 摘摇 要] 摇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是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济业态,助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
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产业通过“ 市场社会化嵌入冶 的驱动扎根乡村社区,带来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
的优化配置。 在此基础上,市场利益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契合,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内部实现策略性
整合;立足家庭的生计发展合作,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
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弹性产业合作。 这一双层合作体系以产业振兴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孕育出社区可
持续发展、公共性成长和治理资源培育的新路径。 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和多元组织能力建设,是避免合作
异化和产业利益脱嵌于村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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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电子商务等新兴经济产业的发展研究正处于探索丰富阶段,主要围绕服务

“ 三农冶 发展的大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多与农村产业融合和乡村城镇化转型等主题结合,
而对电商等新产业扎根乡土社会过程中的农民参与路径普遍缺乏关注。 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
济产业的生产经营体系,并成为主要的受益群体,是新兴经济产业助力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核心
问题。 探讨新兴经济产业发展中农民主体的组织合作机制及其带给乡村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有重要
意义。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合作是提升农村吸引力和整合乡村要素的重要途径,更是农民主
体参与新兴经济产业、融入市场经济的有效方式。 关于合作问题的研究,西方学者多从经济学视角出
发,以集体行动的展开逻辑为实践载体,探讨追求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动者之间的联合困
境[1] 。 他们基于行动者对个体利益追求的偏好大于共同利益诉求的驱动这一基本假设,主要在公共

品供给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聚焦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难题冶 [2] 。 纵观我国乡土经济发展中农民合
作问题的研究,学者多将其置于社会转型的结构框架中进行阐释,主要形成了以下研究路径。

一是聚焦市场因素对农民合作的影响与重构。 对此基本形成两种判断:一种是农民合作关系
的市场化调适观,认为基于非正式关系的传统民间合作关系,能够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市场化的冲
击 [3]209 - 211 ;另一种是市场化对农民合作的重构观,认为市场行为将会取代传统的农民合作,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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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带来的工具理性正在导致传统帮工合作体系的瓦解 [4] 。 两种观点均指出了市场经济为
驱动的现代性因素对农民合作体系的冲击,前者侧重强调农民合作体系自身的韧性,后者则强调市
场的渗透能力。 市场与农民合作的关系,究其根本反映的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除了上述博
弈性的互动关系,两者在乡土地区亦展现出一定的互嵌性特征,比如有研究发现,依托传统社会关
系网络可建立起“ 社会经济冶 或者“ 团结经济冶 模式 [5] 、分工分业分化基础上进行专业性合作可形成
“ 社会化小农冶 [6] ,这些研究均呈现出经济与社会互嵌背景下农民合作的新形式。

二是聚焦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民合作的互动和互构。 这一方面的研究或从村庄内部组织形态的

角度来反思农民合作的基础和路径,认为通过村庄内部组织结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农民之间的合作
与再组织 [7]194 - 195 ;或从村落共同体研究的传统出发,将农民合作视为对家族、宗族和村落共同体结

构的文化认同塑造的情感性和伦理性行为,而该行为又对村落共同体结构产生强化作用 [8]60 - 64 。
亦有学者认为乡土社会结构和私谊情感的限制使得传统合作很难走向现代之路 [9]765 - 768 。 由此,上
述两个角度的研究构成了结构—功能层面的双向解释路径,前者侧重强调农民合作的组织基础和
结构条件,后者则突出既有结构对农民合作的形塑影响。
三是在乡村振兴和发展现代农业背景下,形成了以各类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民自组织等
为主的农民合作路径研究。 这些组织模式被认为是高效整合乡村要素、实现农民散户对接大市
场 [10] 和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新形式 [11] 。 也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合作模式普遍存在组织形态精英
化、小农户利益难以保证 [12] 、组织合约不稳定 [13] 等诸多问题。 该方面的研究中农民合作被嵌入组
织载体中加以讨论,认为农民合作是组织内部的合作 [14] 。 由此,产业经济发展中农民合作被置换
成农民的组织化问题。 不过,在现实的农村社会,农民合作并不一定是以有形的组织形式出现,农
村存在大量非正式的农民合作形式,农民合作不等于农民合作组织,它是农民自主协调配合以达成
一致目标的行动 [15] 。 简言之,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关联紧密,农民合作虽然不一定
依托有形的组织实体,但是农民合作的达成必然蕴含着一定的组织秩序。

综上所述,乡村社区内部农民群体的有效合作,一直是中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伴随着社
会结构的转型变迁不断展现出新的形态与内涵。 已有研究中市场和组织因素都是影响农民合作的
重要变量,市场因素对农民合作体系建构主要是负面冲击作用,组织因素则发挥正向强化功能。 村
庄发展中的农民合作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扎根村庄生活的社会问题,由此市场因素
和组织结构等要素在村庄关系场域中交相契合,共同构成农民内部合作的基础条件和触发机制,它
们并非单向度对农民合作产生影响抑或能够直接代替农民合作。 同时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合作有多
种丰富形态,不能简化为组织化形态,要放置到现实的具体的乡村情境中来理解。 当前新兴经济产
业发展进程中的新市场空间与村社关系网络、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形塑,正在不断编织建构村落内
部的合作体系,它可以是依托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结构的实体组织行为,也可以表现为借助市场利
益、乡土伦理等社会经济文化要素联结的一致行动。 总之,多元形态的合作模式不能脱离农民的主
体地位,只有农民群体有效合作起来才能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体力量。
区别于已有研究对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的现状阐释和经济意义探讨,以及农民合作研究的市场

论、结构论、组织论解释传统,本研究立足山东省 B 县的实地调研淤,重点探讨以电商产业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体系的生成机制及其对村庄社会的综合影响。 具体
而言,从村庄社会基础出发,挖掘市场社会化嵌入过程中家庭层面和社区全产业链层面农民合作关
淤

笔者分别于 2016 年 3—12 月、2018 年国庆假期以及 2020 年国庆假期在山东省 B 县大湾商圈进行田野调研,重
点关注当地的电商产业发展与农村社区建设。 根据学术匿名原则,已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进行处理。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韩庆龄: 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

· 17·

系的建构机制,剖析在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嵌入中农民主体参与新兴经济产业的有效合作
形式。 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关于农民合作分析的中观解释框架,形成从家庭合作到社区层面
产业合作的连续统,进而反思产业发展中这一双层农民合作体系对村庄内生秩序和发展活力的影
响,挖掘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产业振兴驱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以期推进乡村产业的本地化发展和
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二、案例地区的经验背景
山东省 B 县是与阿里集团合作的农村淘宝试点县,县域范围内产业资源丰富,以草柳编和手

织粗布行业最为突出。 本研究重点以 B 县大湾商圈为表述对象,该商圈以大湾村为核心,辐射周
边十多个村庄,是县域范围内发展最早的电商区域群,商圈内的核心村镇亦是全国淘宝村和淘宝镇
的典型代表。 当地的电商经济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外销出口,二是内销淘宝。 外销出口自 1970 年
代开始一直是当地重要的副业类型,2000 年以来,在外销大户的带动下,大湾商圈的草柳编外销市
场越来越广。 这一时期的外贸出口以蒲编制品为主,当地及周边丰富的蒲草资源提供了原材料的
优势。 家庭妇女根据外销大户要求的产品种类以及自己擅长的编织手法进行灵活选择,农闲时节
参与到编货的过程中,为家庭提供补充性经济收入。

2006 年开始,村内少数大学生在外销出口产品和本地实体店销售地方特产的基础上,利用互

联网平台线上销售手工艺品,大湾商圈出现第一批专职内销的网店商,迅速上升的销量以及良好的
经济收益吸引村庄里的亲缘群体和同辈群体纷纷开设网店。 2008—2014 年当地网店数量剧增,并

逐渐形成产业规模,且随着网店数量的增多,销售的品类也逐渐非富起来,包括屏风、鞋架、储物柜、
竹制小桌子、木质飘窗桌、花架等。 相应地,内销淘宝的规模逐渐超越外销出口,成为村庄电商产业
的主要发展模式。 伴随电商群体的数量增多,相应的生产供货商、销售物流商也齐头跟进。 至

2020 年,大湾商圈有草柳编工艺品实体店 100 多家,“ 淘宝网冶 注册网店 800 多家,“ 天猫网冶 注册商
城店( 旗舰店)30 余家,规模不等的家庭生产作坊百余家,物流商 20 余家,电商逐渐发展成比较成
熟的产业链条。

电商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民个体、家庭甚或家族嵌入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各市场主体之间形
成了多重合作关系。 基于村庄内生产业的电子商务,为农民在本地合作提供了新的利益联结纽带,
农村社区的内部整合与在地化发展开拓出新空间。 本研究在全面了解村庄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主
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对村庄的各类电子商务从业群体进行访谈,力图从村
庄日常生活的视角来探讨新兴经济产业发展中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进而剖
析农民主体实现有效组织合作基础上农村社区高质量发展的一般机制与经验。

三、农民合作体系的建构基础
杨开道先生曾指出中国农村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的有效组织与合作 [16] 。 电商经济在村

庄产供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要素成长过程中,村庄外部的市场力量与乡村内部的多元资源和关系
网络等社会资本有机结合,市场机遇和市场利益与乡土社会文化伦理相互激活,不断推动村庄内部
合作体系的发展建构。
( 一) 外部驱动:“ 市场社会化嵌入冶
波兰尼提出的“ 嵌入性冶 理论将经济学问题纳入到其扎根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解释。 他认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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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即经济并非自足,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

系 [17]70 - 71 。 与此观点类似,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提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
且具有重要的社会范围 [18]40 。 两种观点都呈现出了市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市场对社会的
嵌入关系。 在此影响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中国学者便重视国家、地方性的社
会文化、社会关系网络对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由此本研究用“ 市场社会化嵌入冶 来说明电商产
业发展中市场嵌入村庄社会结构的过程。
电商经济的发展拓展出全国甚至跨境的广阔市场,而市场空间并非乡村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

它需与村民之间的关联纽带相互结合才能促成持续性的经济交往 [8]17 。 在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市
场嵌入现实社会,是地方文化、社会结构和经济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 由此,在新兴电商经济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的社会化嵌入冶 成为推动乡土社会劳动分工、产业合作的直接力量。 按照帕
森斯的结构均衡理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会要求社会系统进行适应性调整,而这个调整和重新
走向均衡的过程则进一步驱动社会的进化和变迁 [19]126 - 127 。 外部市场的社会化嵌入决定了乡土社
会内部系统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是新兴经济产业发展与乡土地域的社会文化伦
理相互激活的过程。 现代市场扎根乡土社会,究其根本是市场拓展的生产和竞争逻辑,不断与家庭
代际之间的相互支持、乡村社区约定俗成的互助传统、道义互惠、乡土信任等传统合作文化的底蕴
碰撞融合和现代性转化的过程,它是一场在乡土结构规约下围绕市场收益最大化和乡土伦理的均
衡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 市场成为激活村庄内部活力,凝聚乡土社会合作力、组织力、团结力的关
键外部驱动。
( 二) 内部整合:乡村资源与关系整合
电商产业发展带来了村庄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 市场的社会化嵌入调动起村庄内部多元资源
要素的活力,传统的手工技术、蒲草苇草等本地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地理区位、乡村的剩余人力
资源等均融进了电商产业的发展进程,在村庄社会和市场经济体系中凝聚出强大的发展资本,合力
塑造出案例地区电商经济的迅速推进。 具体而言,具备手工编织技术的农户成为生产领域的主力
军;承包蒲草苇草的农户则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生产资料;沿街道居住的农户利用便利的交通位
置来发展快递物流;乡村社会各年龄层次和技能层次的群体均能在电商产业链上实现有效就业;等
等。 市场社会化嵌入带来的资源整合,究其根本是市场机遇和市场利益对乡村内生资源的调动整
合,把乡村社区内部原本闲置冗余的资源要素进行重新分配组合,进而纳入到电商产业发展的全产

业链条和市场体系中实现价值,村民亦可在该过程中实现在村发展和在地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目标。
此外,电商产业发展亦带来了村庄社会关系的整合。 市场社会化嵌入村庄的过程中,现代性的
市场利益与村庄社会网络相互激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相互嵌入,使得村庄社区中的经济行为展
现出市场理性竞争中渗透的熟人社会的伦理规约,村庄生产生活中“ 不能只认钱,不认人冶 的处事
和经营之道,使得新兴经济产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之外也呈现出道义经济的特征。 由此,
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是“ 社会人冶 而非完全的“ 经济人冶 ,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并受到社会关
联的影响 [20]29 - 33 。 同时,社会关联不仅是产业合作的背景性和参与性要素,也是其重要的社会产
出,产业合作亦可强化和形塑新的生产型社会关系。 即家庭、家族、村庄内部、跨村村民之间因在电
商产业发展中的共同就业,围绕市场利益纽带形成了重整和新结合,村落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
呈现高频和高密度的互动关联,增益个体资本的同时也形塑出村落社区层面的结构力量。
简言之,“ 市场社会化嵌入冶 带来的资源整合和关系整合,成为推动新兴经济产业发展中农民
合作体系建构的实体抓手和内部动力。 在电商产业拓展的过程中,综合市场力量的内外驱动,乡村
不同行动者依据自身位置而利用不同的资源和策略不断编织构建新的合作网络,形成了密集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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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共同体。

四、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过程
伴随新兴经济产业的发展,市场社会化嵌入乡村社区,村庄的经济网络与社会关联网络互嵌共
生。 在市场利益和市场机会的驱动下,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内部形成策略性整合。 在家庭
合作基础上,依托传统社会关联的非正式合作与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合作,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的均衡中形成社区层面的全产业链合作,由此建构出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体系。
( 一) 家庭内部的生计发展合作
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家庭是一个合作社组织,具有机动性和能够充分利用家
庭资金、劳动力资源和外部机会的创业能力 [21]85 - 86 。 电商产业发展过程中家庭内部的生计发展合
作,包括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内部的合作体系建构,是家庭能动性和市场利益相互嵌合的过程,亦
是围绕家庭发展策略进行内部成员整合和边界调整来高效承接产业机会的体现,构成了村庄整体
合作体系建构的基础积累。
1郾 横向核心家庭中的生计合作模式

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其生命周期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处于不同周期阶段

的农户,依据家庭劳动力的情况进行生计合作的选择,形成家庭能动性和适应性的发展策略。 其

中,家庭结构决定了它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与下限 [22]20 ,进而决定了家庭策略选择中的发展目标。
电子商务带来的市场机遇与家庭发展的结构目标相互契合,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调适出家庭利益最
大化的发展策略,形塑出多元样态的合作体系,构成核心家庭与电商产业发展的亲和性互动。
具体而言,中青年农民家庭以发展型的家庭生计目标为主,而老年家庭处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
萎缩阶段,他们因自身资源限制,以维持型家庭生计为主。 由此,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在
多元家庭内部分类承接,形成了横向核心家庭内部的多元生计合作模式。 其中,年轻群体家庭是电
商产业链上网店和物流经营环节的主体,该群体市场信息灵活且具备较好的网络操作技能,处于电
商产业利益链的上层环节,是村庄电商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中年家庭则是电商产业链上生产环节
的主体,主要包括编工家庭和作坊主家庭两类,该群体劳动力资源充足,编织技能丰富,实体原料市
场的对接能力较强,他们通力合作共同构成了村庄电商产业的生产驱动。 老年家庭中多是夫妻双
方共同从事外销编织或是女性老人从事编织,他们的收益相对较低但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计,且相
对固定的编织技术与灵活的时间安排符合老年人的劳作特点,使其成为外销生产供货的主体。 由
此,电商产业链上的灵活就业机会为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获取货币财富和实现
自我劳动价值的途径,村庄内部形成了相对有序、环环对接的社会分工,即青年家庭从经营环节获
利;中年家庭从生产环节获利,且中青年家庭在电商产业链上的生计选择与其发展型的家庭目标实
现了有效结合;老年家庭则从外销环节获得收益,并与其维持型的家庭生计相互契合。 简言之,不
同生命周期和资源禀赋的农民家庭分类嵌入新兴经济产业的发展链条,家庭发展的活力与产业发
展体系相互激活。
电商产业的发展,使村庄传统的手工业纳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之中,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了劳
动力的市场化整合,不同年龄层次和性别的村庄剩余劳动力依据自身的劳动技能在村实现就业创
业。 可以说,家庭内部的资源和人力整合与村庄电商产业的发展需要实现了策略性相嵌,核心家庭
内部形成了高效紧密的生计发展合作,而这一合作体系的形成实则是多元化的家庭发展需求与电
商产业带来的市场机会相结合的结果,亦是新兴经济产业落地扎根村庄微观结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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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纵向扩展家庭中的代际合作模式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依据事业的大小而定 [23]56 。 在新兴经济

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市场机会和经济利益的联结使得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之间出现了结合发展的
“ 传统复归冶 ,家庭的结构边界围绕产业发展而重新建构,即纵向扩展家庭围绕电商产业形成代际
合作,开放市场中的资源整合带动了大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整合,构成了扩展家庭与电商产业发展
的亲和性互动。
具体来讲,村庄里从事经营环节的电商群体,业务量超越了夫妻合作能够消化的范畴,均需要
规模不等的雇工。 为了支持子代家庭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在华北地区父辈对子代厚重代际伦理的
黏合下,围绕电商产业形成扩大化家庭,核心家庭合作的基础上衍生出纵向扩展家庭之间的代际合
作模式。 它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父代与子代家庭直接合作模式,子代家庭在销售环节从事网店
经营,父代家庭在流通环节帮忙打包发货,通过家庭内部的劳动力配合减少雇工劳动。 二是间接合
作模式,父代通过照顾孙辈、接送放学等劳力投入给子代家庭节余出时间和精力,间接支持子代家
庭在电商产业链上的就业工作。 电商产业发展中的灵活就业机会以及家庭内部照顾孙辈的劳动,
使中老年父母有效参与到了子代家庭的生计发展过程中,成为凝聚和提升子代家庭发展资源的重
要支持。 可以说,电商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代际之间的配合与合力,塑造出新型代际间的小农家
庭合作体系。 同时,扩展家庭的经济合作亦促进了情感交流,在很大程度缓解了社会转型变迁中的
家庭张力,释放了大家庭的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稳定性的结构基础。
综上,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村庄本地市场的发育,村庄资源纳入到了广泛的区域甚或全国市
场体系之中,实体和虚拟市场的双向延展全面调动了村庄内部生产要素的活力,激活了本地范围的
人力、物力资源。 通过家庭化的组织方式实现了核心家庭内部和代际之间的有效合作,小农家庭生
产单位的弹性和活力在市场结构中被激活,有力提升了农民家庭的市场能力,为社区层面的产业合
作打下了结构基础。
( 二) 社区层面的全产业链合作
费孝通先生在对苏南模式的研究中,曾精辟地指出“ 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
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冶 [24]301 - 305 。 可见,家庭合作是社区层面产业合作的基础,只有家庭合作实现
内部合理化分工而实现高效运转时,家庭合作才能嵌入到乡村社区层面的产业链上,进而实现产业
分工中的协同发展。

1郾 依托传统社会关联的非正式合作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原理,产业合作的建构主要依托职业利益和现代契约关系,市场竞争会天然

地带来利益冲突和边界隔阂。 不过,关系建构是中国经商实践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视角下的“ 理

性经济人冶 “ 完全竞争市场冶 等基本假设,在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为主的社会关联结构中,
往往发生偏离。 经济利益与村庄关系网络的黏合是促成产业链上各市场主体产业合作的现实动
力。 电商产业的相关市场主体,包括网店商、生产商、物流商等,因共同嵌于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
条上,彼此之间具有强依赖性,由此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互动与社会交往建构出了区域范围内的电
商圈,并形塑出跨越村庄社区的富有弹性的产业合作体系。
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家庭作坊作为生产商的主体,在原材料备货不足的情况下会相互支
持;作为销售主体的网店商群体内部也会在“ 双十一冶 等大型购物活动后相互交流销售经验;网店
商从生产商拿货时,可以有适当的资金拖欠,待网店商销售资金回笼后再支付欠款,等等。 村庄生
活中,农民的诸多经济行动嵌入具体化的乡土情境和社会关联网络,彼此之间讲究长久的互惠和均
衡,而非一次性的交易和博弈。 即市场的经济利益和乡村社区生活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村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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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自明的行为倾向,他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维持和再生自己的象征利益或社会资
本。 并且,产业链上生产型的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它基于私谊性的血地缘情感关联而又超
越传统伦理,是以产业发展为主轴的关系整合和利益整合,从而使地域社会的关系网络越织越密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私谊性的情感关系对契约理性的侵蚀,形塑出长久稳定的合作预期。
简言之,市场经济的产业体系与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体系形成互嵌共生,实现了村庄利益相关
成员之间有效组织和共享互动。 以社会关联为基础的非正式合作,依托泛化的道义伦理缓和了生
产主义的竞争逻辑,产业链上建立起弹性化的现代契约合作关系,在乡村社区层面建构出生产型共
同体,进而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和发展性社会资本的提升。
2郾 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合作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政府政策的落实、组织规则和规范的生成与

再生产都需要稳定的边界主体,这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新兴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在村庄社会基础层面非正式的合作体系自觉成长的同时,当地在县级政府支持和引导下,相继成立
了电商从业者精英大户组成的电商协会,以及年轻党员群体为主的“ 红色淘宝联盟冶 组织,地方政
府希望借助相对正式的组织化路径实现对商圈范围内分散电商经营的统筹管理,进而凝聚品牌,打
造地方特色产业,实现农民增收。
实地调研发现,农村电商产业尚处在整体电商产业链的末端环节,电商平台与村庄社会之间存
在多重脱嵌。 发轫于民间自发的合作因缺乏充足资源和制度支持,在提升农村电商群体的整体发
展能力方面往往捉襟见肘。 这一背景下,正式组织合作一方面可以吸收国家政策对农村电商发展
的大力支持,通过对接项目资源为电商群体的技能培训以及村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另一
方面行业协会之类的合作组织、党员带头的先进组织,通过输出相对正式的制度规则来形成村庄产
业发展的行业规范,在正式组织层面形成行业自律,对村庄产业运行形成约束和监督能力,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遏制商品同质化带来的互相压价的无序竞争。
但是,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异变,这些正式的合作组织往往是村庄经营大户的集合,它们一方面
作为社区对外宣传的窗口,展现当地电商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是外部资源和利益主要的承接主
体,而大量电商散户的利益诉求难以通过这些正式的组织体系来实现。 可以说,政府引导的正式社
会组织,为了管理的便利和行政工作对接的高效,往往简化电商群体内部的成员多样性,选择少数
精英群体进行组织联合,依靠精英群体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忽视了多元电商散户的利益诉求。
因此,正式的组织合作不能停留在分化成员的顶尖层面,“ 扶大扶强冶 的逻辑要转变成共同发展,才
能在深层次提高农村电商产业的综合发展能力。
( 三) 从家庭到社区:双层合作体系的形成
传统中国家庭承担着生产、抚育等多种功能,但是个体小家庭的力量毕竟有限,出于农业生产
的需求和应对生活风险的考虑,在“ 生于斯,死于斯冶 的相当封闭稳定的乡土社会内部,村民之间往
往围绕着农耕活动和家庭生命周期中婚丧嫁娶等重要事件展开自发的互助帮工、相互合作,超越家
庭层面的家族、村庄经过长期的合作和互动,逐渐成为农民基本家庭认同之上的第二层合作单位。
这为当前新兴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双层合作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传统基础。

家庭和村庄社区是农民生活的基本框架,也是农民市场化行为的现实起点 [25] 。 案例地区的家

庭作坊生产、网店销售、物流运输等产供销各个环节都是分散的小农户自主雇工或家庭成员共同经
营。 他们从家庭劳动力的特征和产业链发展的需要出发,选择合适的产业环节来展开适度规模的
经营活动,根据家庭发展的目标和父子家庭劳动力的资源禀赋形成利益最大化的分工合作。 其中
村庄内部大型的生产商、网店商和物流商都需要雇工,但是雇主和雇工之间不是单纯的市场雇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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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彼此之间往往因生产关系而建构出新的日常性人情交往,工作场所成为“ 泛化的家庭冶 ,以家为
轴,推恩而扩,形塑出长久稳定的合作关联。 由此,新兴经济产业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与高速城镇
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的发展目标相互契合,通过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建构出每个产业环节成熟的发
展样态。 这一方面回应了高速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核心家庭多元化的目标诉求;另
一方面增益了扩展家庭的整体性社会资本,展现出电商产业在家庭层面的扎根融入,为电商产业在
村庄地域社会的落地和顺利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家庭发展合作基础上,依托传统社会关联的非正式合作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合作,每个具
体的产业环节在社区或跨越社区的层面,汇聚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
在社区内部贯通衔接,实现了纵向一体化的有机整合,进而形成区域性电商圈。 在共同的生产体系
和社会关联体系中,村民因为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连接而有效合作,且社区层面全产业链建构过程
中,亦形塑出了农民合作的多元形式,它可以是依托市场利益和道义伦理的产业链上的合作行动,
也可以是依托实体组织体系的内部合作行为。 虽然在每个产业环节同质性的运作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存在分裂性的内部市场竞争,在整体产业链条运转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产供销各个环
节之间的利益脱嵌。 但是,家庭伦理和社区道义的融入,使得扎根乡村社区的产业合作体系无论在
家庭层面还是在跨社区层面,都充满韧性和弹性。
简言之,产业振兴中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是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产业为基础,立足乡土社会
生活秩序的新型合作体系。 它实现了家庭和村庄的边界重构、农民组织能力和市场能力的提升,以
及村庄内部传统资源与外部现代性因素的激活共融,孕育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五、双层合作体系的功能实践
以新兴经济产业为载体的农民合作体系的形成,是城镇化进程中村庄实现自主发展和内生发
展的重要途径,是有效连接乡村振兴进程中“ 产业兴旺冶 与“ 治理有效冶 的关键纽带。 它给村庄社区
带来系统性社会革新的同时,亦探索出一条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社会整合的新模式。
( 一) 经济功能:社区可持续发展
电商产业发展中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给乡村社区带来多元的生计活力,这是农村社区振兴发展
的物质条件,亦是乡村社会留得住人的根本。 虽然电商经济发展带来阶层分化,但它引发的却不是农
村和农民终结的前景。 因为在整个村庄社区中,本地市场与全国市场相打通,生产过程与流通渠道相
统一,形成以横向的夫妻合作和纵向的代际合作为主体的新型生计体系,使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农民
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在电商产业链上都能得到最大化的开发,相应的家庭资源在村庄
就能融入市场体系而有效完成再生产。 可以说,现代电子商务与传统农村产业的结合,创造了一种大
众性的劳动新业态,不同年龄和技术层次的剩余劳动力先在家庭层面实现效益整合,即农民以家庭为
基本单位进行富有主体性的参与合作,进而嵌入社区层面的全产业链而形成产业联合。 农民个体家
庭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整体经济的繁荣,这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 二) 社会功能:社区公共性成长
作为村庄凝聚力和团结力培育和成长的重要途径,学界普遍意识到了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
性

[26]

,但往往忽视了农民群体的分化。 当前政府引导的农民组织和专业合作社等模式的建设,多

是精英农民的联合,普通农户处于弱势失语状态,它们往往带来乡土社会的进一步分化而非村庄公
共性的成长。 反之,设计好的、能吸引社区成员参与的共同活动,往往会强化社区内部支持性的社
会关联,增强群体间的社会团结 [27] 。 电商产业发展中农民合作体系的建构,它是村民主体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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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互动的结果,是在市场利益连接中重塑的村庄社会关联。 密集的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公共
舆论 [28]61 ,在这一关联体系中,农民个体和家庭在产业生活中被重新整合和组织起来,以产业环节
为边界,形成了社区层面成员之间的紧密互动和长期的互惠交换,共同利益的连接激发了集体意识
的再生产。 由此,在社区层面整体的产业链体系中,公共性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地域社会的凝聚
力和团结力亦随之不断增强。 这是乡土社会发展活力的表现,亦是规约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失衡的
软约束机制。
( 三) 政治功能:治理资源培育
合作经济的发展,是电子商务扎根农村社区的根本途径,由此形塑的村庄内部合作资本,也可
以在村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调节作用,成为农村社区发展的内生治理资源。 当前以家庭
作坊为边界的生产型共同体,已经成为村庄新的社会结构单元,是生产与居住一体的村庄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 笔者调研发现,如果作坊内部有比较关心村庄公益事业的村民代表、妇女代表,他们
往往能将工作场合中表达出的村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合理利益诉求传达到村庄层面,也能将村
庄政策、发展规划、公共事件等进行有效的传递。 该背景下,家庭作坊其实扮演了实体性村民自治
小单元的角色。 此外,已有研究发现,电商发展过程中代表行业共同利益的民间团体、行业协会、合
作社组织等,在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纠纷调节、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治理功能 [29] 。 可
见,基于村庄内部的合作资本,使社会道德与职业伦理之间建立紧密关联,依托利益的共享和关联
机制,一则可以培育治理资源,二则亦可从治理层面规范无序的商品价格竞争和经济失序行为。
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合作从来不是单向度地被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所影响和重构,农民合作中
亦孕育着农村社区发展变迁的新动力和新路径。 电子商务等新兴经济产业形塑的合作体系,是村
庄社会兼具功能性和价值性的结构关联。 在市场利益纽带和乡土文化纽带的双向连接下,村庄社
区内部的经济活力、公共性基础、治理资源等多重资本出现激活空间,村庄内部的社会团结亦围绕
产业边界不断拓展和强化,孕育出产业振兴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发型发展之路。

六、结论与讨论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30]22 。 新兴经济产业发展是农村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驱动,在参与新兴经济产业过程中农民有巨大的合作需求和合作能力。 具体
而言,电子商务进村背景下,市场社会化嵌入推动现代性因素与传统村落资源要素之间相互激活转
化,成为形塑村庄新型社会关联的整合力量,使利益相关的农民群体依托家庭、社区、产业链等多元
载体形成低成本的有效合作,推动形成了家庭生计发展合作和社区产业链合作的双层体系。 究其
根本,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的有效达成,一方面是家庭发展目标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与电商产业发
展带来的全国市场机遇相互结合促进的结果,这是产业发展中家庭层面合作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
是村庄传统的血地缘关系体系与现代性市场体系适应性转化的重要表现,这是社区层面生产型共
同体建构的重要根基。 可见,市场因素对农民合作的影响要综合考虑市场与村庄的关系定位,在市
场社会化嵌入村庄、农民主体性有效激活的背景下,它是形塑村庄合作的重要外部因素,而非单纯
的解构因素。
具体而言,双层合作体系是农民以组织合作的方式广泛参与到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表现,它
促使村庄内部分化的农民群体实现本地创业和就业,满足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中各年龄、技能
层次群体的多元化资源需要和就业需要,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 在家庭合作形塑的各产业环
节基础上,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形成纵向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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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合作。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体系建构中,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社区公共性、治理
资源得以生发成长,孕育出内生型发展的转型之路。 可以说,农民群体的有效组织与合作,推动电
商经济等新兴产业与农村社区实现融合发展,这一发展进程不仅形塑了新的社会整合,还开拓出一
种乡村振兴的样板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兴经济产业发展在给村庄社区带来经济社会活力的同时,亦与村落社会原有的发展基础和
运行逻辑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冲突,利益相关者之间亦存在恶性竞争、资源俘获等诸多合作异化的危
机,呈现经济活力与社会失序之间的发展悖论。 由此,加强村庄内部的统筹规划和多元社会组织的
能力建设就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以基层村社组织建设为抓手,重视村社组织在新兴经济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实践,以村
庄为主体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统合单位和基础公共服务的提供平台,增强基层组织与村庄多元社
会组织之间的有机衔接,是促进村庄合作体系优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农村新兴产业的市场体
系,实现乡村社区资源整合和高质量发展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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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amily to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Farmers蒺
Two鄄tier Cooperation System i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n Empirical Survey of the E鄄commerce Industry in County B,
Shandong Province
HAN Qingling
Abstract摇 Two鄄tier cooperation from family to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farmer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emer鄄

ging economic modes and promot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emerging economic industries take root in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drive of “ market socialization embedding冶 , brings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rela鄄

tionship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 of the village. On this basis, market interests a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peasant families, and nuclear families and extended families are strategically integrated. Based on family蒺s develop鄄

ment cooperation, relying on traditional social connections and government鄄guided formal organizations, the various market

entitie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establish vertically integrated and flexible Industry cooperation. This two鄄tier cooperation
system centers o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gesta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ublic growth, and cultivation of governance resources.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蒺s overall planning and multi鄄organiz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which is the key to avoiding the alienation of coop鄄
eration and the de鄄embedding of industrial interests in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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