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乡建 一波三折

温铁军在《 读书 》 二○○一年第三期的《 百
年中国

一波四折 》 这一研究提纲中， 通过以百

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
为主线， 从“ 收益 — 成本 ” 角度指出其对“ 小农 ”
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 努力摆脱意识形态
化下“ 左 — 右 ” 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 为重新理
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如 果 继 续 这 样 的 整 体 性 视 野， 并 以“ 三 农 ”
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 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
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 是否可能将百年历
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
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 如何打破历史与
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 通过“ 跳出乡
建看乡建 ”， 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
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 某种意义上“ 没有乡建派
的乡村建设”？

潘家恩

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
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 近代以来以工业
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 既产生出再度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 百年轮回 ” 经验过程，
又派生了由“ 三农 ” 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 同时
也孕育着“ 乡村建设 ” 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
众改良实践。 但正如梁漱溟在《 乡村建设理论 》
中所强调 ：
“ 乡村建设， 实非建设乡村， 而意在整
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
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 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
实践与微观做法， 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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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 自强运动 ”， 体现着被压迫
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
然而随着甲午以来“ 体用说 ” 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 则产生
着更为整体性的“ 西化 / 现代化 ” 动力 — 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
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 虽然主张各异， 却共存着“ 都市本位、
工业优先、 从三农提取剩余、 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 ” 等特点， 上层
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地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
所指 ：
“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
动的破坏乡村， 殆十倍之不止 …… 一部中国近百年史， 从头到尾就
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乡村建设理论》，一九三七年）
其具体表现为 ：乡村经济中的“ 生产力三要素 ” 多形式外流、
乡土社会低成本稳态治理秩序随之解体、“ 乡 / 土 ” 成为问题与必须
克服的目标对象， 外加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制度代价向发展中国家弱
势群体和资源环境递次转嫁这一宏观国际背景， 共同产生着“ 乡土
社会整体性衰败 ” 的普遍效果。 从而促使乡村“ 自毁 ” 之社会基础
的进一步形成， 遂使得乡村建设内在于因中西碰撞而剧烈变动之近
现代进程。
一九○四年， 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被聘为定县劝学所学
董， 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 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 他和他的
儿子米迪刚等人一起， 积极兴办新式教育、 制定村规民约、 成立自
治组织和发展乡村经济。正是这些本地乡绅自发创造的“翟城试验”，
直接孕育了随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所主持的“ 定县试验 ”。 如果说这个起于传统良绅结合“ 海归 ”
子弟的地方自治与乡村“ 自救 ” 实践是在村一级开始萌芽的， 那么
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其家乡南通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县一级
探索， 正是这些二十世纪初叶不同范围内自发的建设性实践，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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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年乡村建设的萌芽与先声。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近现代乡村社
会“劣绅化”进程中，“良绅”以建设性实践进行反抗与博弈的事实
存在， 而其所遭遇的困境张力及随后的整体式微也反证着传统乡土
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除乡土社会稳态基础的进一步破坏，
还伴随着“五四”之后“多元救国论”的兴起与落地。“一战”爆发
所出现西化思潮反思的现实基础，“到民间去”、“实验主义”等则纷
纷成为时代趋势与社会氛围。
在此脉络背景下， 一批名家使乡村建设进入公众视野。 其中既
包括常被作为乡村建设代表人物而提及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生活
教育创立和践行者陶行知， 以及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方
现代性进行反思与另类探寻的“ 最后儒家 ” 梁漱溟 ；还包括近年来
日益被重视的更多乡村建设实践者， 比如 ：通过地方割据条件下的
“和平红利”以完成建设，同时创造出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
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开拓者卢作孚 ；在战乱频仍、 土匪乱世与
地方割据环境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 河南村治
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 ；于一九二五年提出“ 大职业教育主
义”，主张与一切教育界、职业界联络，由此进一步面向社会并推进
农村改进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 ；一九二○年毁家兴学，
一九二八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的民众教育家高践四 ；辛亥革
命先驱、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旨在分期实现“三民主义”，以
革除差役整顿警政、 设立民团肃清土劣、 清理丁粮改革赋税、 破除
迷信倡导文明等系列建设实践的福建营前模范村创办人黄展云。 毛
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所起草的《 全国农协对
于农运之新规划 》 第四节中还专门提出“ 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此外， 教育家黄质夫、 王拱璧、 周方分别在贵州、 河南、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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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 ；除农学、 教育学和社会学知识
分子外， 诸如作家孙伏园、 戏剧家熊佛西、 医学家陈志潜、 美学家
张竞生等专业人士及来自乡村底层的民间思想家王凤仪等人都以不
同形式参与着广义的乡村建设。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 当时
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六百多个， 先后设立的各种
试验区达一千多处， 实际呈现着“ 群体性 ” 与“ 多样化 ” 的特点。
虽然出发点、 学科、 经历、 政治立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但他
们都以“ 救民 ” 为目标而扎根大地， 尽管负重潜行却润物无声且生
生不息。
而当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 因为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
转嫁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导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外部环境发生
着剧烈变化， 而内部环境则随着白银危机的爆发和保甲制的强制推
行而导致乡村社会中劣绅当道、 兵匪横行， 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维持乡村良性治理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础同时受到摧毁性破坏。 此
时的乡村，剩下更多的只是“干柴烈火”，社会改良空间进一步萎缩。
然而， 广义的乡村建设却从未停止或消失， 只是在不同阶段以
不同形式曲折展开。 此时的乡村建设， 在目标、 内容、 方式和重点
上发生着一定变化。 一方面， 面对救亡压力， 多数乡建实践从“ 救
民 ” 向“ 救国 ” 转型， 并以宣传动员、 政治调停、 人才培养等方式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抗战救国。 另一方面， 抗战大后方的乡村建设和
平民教育学者们，开始探索“国统区”的减租减息和合作社建设（二
○一二年十一月由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意外发现的近四百卷晏阳初及中华平民
教育促进会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华西试验区〔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完整档案，
其中包括乡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国统区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实践，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该批档案影印版将由西南师范大学于二○一六年正式出版）， 中国

共产党则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更为成功地开展包括合作社、经济建设、
农业改良、 民众文艺、 乡村调解等内容的乡村建设（《延安乡村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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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四卷本，孙晓忠、高明编，上海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 在回归乡土

脉络的过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实际上相互融合与彼此影响。
相对于民国时期第一波乡村建设来说， 一九四九年土地革命对
底层社会全面动员， 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
化改造。 这虽然让“ 乡建派 ” 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 却
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 而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
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
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
水利建设、 互助合作， 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 妇女解放、 尊严劳动
等的强调。
到了集体化阶段， 由于随之伴生的国家力量全面进入“ 三农 ”
以获取剩余投入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 乡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
业化的优先需求而与乡建初衷背离， 即便如此， 乡村建设也无声地
存在于因千差万别而难以充分集权的广大乡土社会， 草根民众为稳
定乡村、维护传统仍然做出了艰辛努力。
进入八十年代， 由于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 仅靠推
行“ 大包干 ” 并不能根本解决“ 三农 ” 发展与基层治理问题。 于是
在追求工业化和摸着西方石头过现代化大河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于
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七年自上而下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中
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十年历程》，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从内容上看 ， 其与五十年代土地入股的初级社和

六十年代恢复小队核算的“ 三自一包 ” 等两次“ 体制内改良 ” 几乎
雷同 ；从过程上看， 知识分子下乡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方式， 及其在
广大农村开展的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也一脉相承。其间的复杂关系，
正如沟口雄三有别于主流叙述对梁漱溟、 毛泽东差异之过度强调，
而指出他们“ 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
互对立的， 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 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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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另一个“五四”》）。
如前所述， 乡村建设贯穿于百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既可能因危机缓解或激进程度突破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而转为“ 隐
性 ”， 也可能因现实需求的再度严峻而集中“ 显化 ”。 当历史进入新
的千年， 当中国以举世瞩目的“ 和平发展 ” 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
虽然这与民国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形象完全相反， 但第三波乡村建
设改良运动却在世纪之交再次兴起于民间社会， 并刻意实践着前辈
“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原则而持续至今。它起于三大资本全面过剩
和“ 三农 ” 问题进入中央决策， 兴于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 转
型于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而对乡土社会造成大规模
破坏。 对比起来， 由于中国已更为彻底进入全球化体系， 导致更多
成本向乡土社会与资源环境转嫁。 因此， 上层精英、 中产群体与下
层大众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和复杂。
如果说“三农”问题之关键在于“三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
大规模净流出农村， 那么尝试面对且缓解此困境的乡村建设， 虽然
内容形式多样， 如何让纷纷外流的“ 三要素 ” 及有利于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各种资源逆向回流则为实质。为此，乡村建设以试验、培训、
研究、推广为方式，不断往返于“现代—传统”、
“城—乡”、
“政府—
民间 ”、“ 知识分子 — 民众 ”、“ 理论 — 实践 ” 之间的广泛地带。 在实
践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重新认识， 进而发掘且创造出更为丰富多
样的可能性。
具体说来， 当下正在持续进行的第三波乡村建设以“ 人民生计
为本、 互助合作为纲、 多元文化为根 ” 为基本原则 ；以城乡一体为
新的分析单位与建设对象 ；以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基本方针 ；以
城乡互助与包容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 ；以“ 学生下乡 教育
支农 ”、“ 农民合作 改善治理 ”、“ 农业生态 城乡融合 ”、“ 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 ”、“ 社会参与 文化复兴 ” 五大工作为基本形式 ；以促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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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外流的“ 三要素 ” 及其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回流乡土
中国，促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条件下的民生安全为最终目标。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做观察， 是否乡村建设只是
发生在中国的个别与例外？ 乡村建设与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另类实
践 （Alternative） 彼此呼应， 不管是尝试摆脱殖民主义多重压迫与话
语束缚的广大第三世界民众， 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不可持续
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实践者， 实际上都在各自条件与现实空
间中， 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 ；都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
霸权格局下， 在限制中寻找并创造“ 新可能性 ” 努力。 由此共同构
成了乡村建设的世界性光谱与全球性视野。 虽然其对地方化与本土
性的强调使其经常淹没于国家与全球脉络主导下的大叙述中， 但其
对草根弱势群体、 生态环境、 多元文化和第三世界来说， 却具有独
特的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建设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之始终， 其根植乡土大地， 却
不拘泥于现实田园 ；始发于乡愁乡恋 ， 却在贴地潜行中不断提高改
变自我的自觉性。 一方面， 在危机状况下积极回应着城乡二元结构
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下不同形式的“ 三农 ” 问题 ；另一方面， 这种建
设性改良延续着大众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史，同时基于对“老中国”
的再认识， 对平民、 知识、 知识分子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处境进
行着动态的发现与自觉。
若摈弃“好人好事”与“成王败寇”的简单化评价，则可认识到：
所谓百年乡建， 乃是这个原住民人口大国的“ 三农 ” 因外部环境的
变化和“ 激进 ” 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价， 勇于担当的知识
分子、 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 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
约束下， 寻找非西方中心主义掌控之主流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持续努
力，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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