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春天，我将在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的演

讲记录整理成文，反套 2011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

号，题为“乡村让城市更美好”。在文章的结尾，我提

出一个设想：以“城乡结合度”这个新的指标，取代

“城市化率”，来衡量中国及其他类似地区的社会进

步。这里想进一步说明，“城乡结合度”大致是什么

意思。

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的共存与平衡

这是体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被动卷入以

“西式现代化”①为标准的全球化、几经颠簸之后，势

必形成的一种重新构想社会进步的冲动。“类似中国

这样”的意思是：

第一，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的累积比较丰

厚，有富于韧性的社会和精神传统，走老路的惯性也

比较大。这样的社会，不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无

论多么强劲——一下子打散，即便有心改弦易辙，大

轮廓还是会长期维持，变形缓慢。

第二，较晚展开全面的西式现代化，走不了安

全地消灭旧式乡村的“发展”之路：这样的道路，只

属于那些相对占得全球化的先机、能将自己的“发

展”成本转嫁给后来者的社会，即便“明治维新”以

后的日本，其农业和乡村的现代转型，一定程度上

也是靠了台湾和韩国殖民地的贡献才完成的。像

中国这样体量甚大、卷入较迟的社会，没有条件走

这样的道路。②

第三，因此，在承受西式全球化的社会代价方

面，负担尤重。越是在较晚的阶段卷入其中，要承

受的全球化成本，就越不可能只是来自社会内部，

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来自那些占先机者的转

嫁。例如近 30 多年的中国大陆，无论“世界工厂”

式的社会和生态损害，还是城市化对广大乡村的持

续抽血和区别利用，都不只是本土因素作祟的结

果，而是同时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剧烈调整的

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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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上述概括大体不错，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

早晚得明白一个事实：不能照着那些西式全球化的

占先机者的“发展”图景，来构想我们自己的社会进

步，即便那图景甚多可取之处，也只有局部参考的意

义，何况其根本处的幼稚和短视，例如在人类与自然

关系上的唯我独尊和对无止境的物质繁荣的迷信，

已经暴露得如此分明。

最近30年来，中国官民的主流意见，一直是将城

市看成先进之地、视乡村为落后景象的，因此，一波

波推进城市化、撑大城市吞咽乡村的胃口，成为实际

的国策。即便这几年有所调整，开始“新农村建设”

了，目前看到的情形，也多是一排排楼房、大街和商

铺，依然在变相改造城镇。电视和文告里，衮衮诸公

宣传城镇化宏图的时候，更是屡屡引欧美日韩为前

例，一点都不掩饰其师法“西洋”的思路。

可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断地戳破这张宏

图。乡村太大、农民太多了，城市的大嘴撑到裂了，

也只能吞下一小部分乡村，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

——他们可是决心离开乡村、要当城里人的——依

然被户籍制度和楼价政策挡在城外，即便有一些退

而求其次，返回县城和乡镇圆进城之梦，却因为当

地难以充分就业，还是得掉头往大城市去博生计：

依然进退两难。城市独大的局面一旦形成，乡村的

萧条便不可阻挡③，城市仗着独大之势造出的那点

繁荣，又远不能抵消乡村萧条的冲击，这结果，就是

在大都市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同时，整个社会在

结构上头重脚轻、日渐失衡。在那些占了全球化

先机的地方，社会有可能以城市吃掉乡村的方式

求取发展。所谓“城市吃掉乡村”，是指城市将乡村

彻底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包括用工业化的方式彻底

改造农业，变农民为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基本

无异的农业工人），而非指将乡村全部改变为城

区。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地方也如法炮制，却多半要

酿就深远广泛的社会危机，尽管也能演出局部的繁

荣。

事情很清楚了，我们只能从脚下的实况出发，来

构想自己的社会进步的图景：并非只有城市才美好，

城市更不可能吃掉乡村，在中国这样的大地上，城乡

必须共存，只有在这个共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

平衡、可以持续的进步之势。

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
新指标的“城乡结合度”

可是，在今天这个西式全球化已经大体完成的

世界上，“城乡共存”从哪里入手？几乎所有东西都

在加速度地互相关联、渗透和融合，“共存”不可能再

以你我隔离、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展开，甚至都不大

可能继续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了。最近 20年，

类似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那样等级森严的阶层和

地域分隔，又在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层面，近乎肆无

忌惮地重新膨胀，不仅簇生于物质空间，也同步弥漫

于精神空间。最近因为移民问题而在欧洲和美国愈

演愈烈的强化边境隔离的政府行为、全球各地城市

的所谓“绅士化区域（Gentralized area）”与各式贫民

窟的新的分隔，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各种势不两立的

敌我意识的再度激化，都是这方面的显例。“地球村”

式的“文明”的弱肉强食似乎难以为继，以邻为壑式

的野蛮正在卷土重来。

因此，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

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

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

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

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

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

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

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城乡各有怎样的优长和短劣

呢？先说城市的优长：首先是人来人往、五方杂处，

哪一天城市嫌贫爱富、设卡拒人了，它的一大半诱人

之处，都会随之萎缩。例如从饮食到思维的丰富多

样、各种规模效应（包括提供给平民子弟的机会比较

多）、较高程度的流动性（这构成刺激各方面吐故纳

新的关键条件）等都是建立在门户开放、五方杂处的

基础上的。其次是地处要津、八方辐辏，虽然这并非

全因自然，有许多并且越来越多都是人为造就，例如

出自政府的规划建设和大资本的商业布局。但交通

枢纽的位置一旦确立，就会收获各种有形无形的惯

性汇聚，为上述的人来人往，奠定空间和物质基础。

再就是文化和精神蕴积，以及与之配合的各种建筑、

机构和人身条件，尽管这些年日趋浇薄，它们还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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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维持着，合力赋予城市一颗相对开阔的灵魂。

至于另外那些一望而知的好处：公共资源的集中、服

务业的发达、升官发财的空间大、警察脸上的凶气少

…… 其实都并非专属于城市，而是来自政府配置资源

时的偏向，或者资本持续投注的视线，一旦这些转向

别处，它们都会紧跟而去，一天都不肯多留的。

再说乡村，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今日中

国的乡村，至少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趋于荒敝、

乏善可陈。不过，乡村的两个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基

本形态，却因此得到保留：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卧

于山河田野之间，保持着深嵌于自然世界的归属感，

至少不会如玻璃墙面的都市高楼那样，令人以为可

以完全存活于人造世界。其二，若干在长期自耕农

式的生活中养成的精神遗传：从容而模糊的时间感、

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对熟人群体的亲近习惯，以及

对许多“界限”的缺乏敏感……也以日趋破碎的形

态，继续存活于乡人的言行举止中。

在西式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这样的乡村，与其

他“前现代”的社会类型一样，当然是缺乏竞争力的，

它的许多年代悠久的内容，也因此凸显贫瘠和狭隘，

甚至拽着另一些本身并不如此的内容，一并承受衰

亡之运。所以，今天来讲乡村的优长，势必有一部

分，是并非指向现实，而取自过去的状况。不过，随

着西式现代化的破绽日益深巨，事情的另外一面也

明显起来：“现代”极可能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偶然

状况，许多“前现代”状况对未来的意义，多半比“现

代”更为长远。因此，我们看乡村的眼光也在改变，

越来越能从实存的乡村，从那些 20年前一定嗤之以

鼻的“落后”景况中，发现别样的含义。即如上述乡

村的两个基本形态，是否就明显蕴含了可供救治城

市病的多样的药素，完全当得起优长之称？

不用说，上述这些概述多半粗糙主观，一定有许

多远较我精当的描述，能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城乡

各自的优长。我所以勉力这么做，只是想强调，所谓

“良性的城乡结合”，是真正的——而非一般想当然

的——城乡优长的结合，因为今天实际存在的城乡

关系，总体上几乎相反，不是优长与优长融汇，而是

短劣与短劣沆瀣。

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居空间为例：绝大多数已

经城市化的空间，都一心要将原有的乡村因素消灭

干净，用水泥覆盖地面，将天空越收越窄，居民日益

习惯于四面墙壁，以小单位计算时间…… 虽然在雾

霾等城市问题的教育下，知道城市“有病”甚至开始

眺望乡村了，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从乡村把大树挖进

城来，或者节假日去“农家乐”乐一回，城市对乡村优

长的理解和学习，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非常多

的乡村虽然远离城市，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城市里

形成的主流规矩，地里的出产继续卖不出好价钱，被

城市赶出来的污染企业，却蜂拥到山野间来扎营，除

了低俗的电视节目和粗陋的消费趣味，真正有意思

的城市文化，乡村人几乎接触不到。

更糟的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它正在全国各地

——从都市边缘到县、镇，甚至许多位处平原的大村

中——快速蔓延。虽然是城乡结合度最高的空间，

却主要是混杂了城乡各自的短劣因素：唯钱是命的

价值观、随地吐痰的习惯、急功近利的欲望、对权势

的艳羡和畏惧、一味模仿都市的建筑和生活趣味

…… 正是这些东西搅在一起，使“城乡结合部”成了

中国土地上最“脏乱差”的空间。这不奇怪，城市唯

我独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城外当成垃圾场和排泄

区，乡村一无所有，只求攀上城市的边角分一杯羹。

城乡不平等的这两种后果聚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脏

乱差。从这个角度看，“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也许

比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触目对比，更能凸现城乡

失衡的不可接受。因此，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

标的“城乡结合度”，恰恰与现在这样的“城乡结合

部”相反，是要建设一种平衡互助的城乡关系，遏制

其疯长，进而以融汇了城乡各自的真正优长的新空

间，完全取代它。

这并非突发奇想，至少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早

期④，许多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有过类似但气魄和视野

更为宽大的思考。譬如章士钊 1920年代提出的“农

国”论，就明确阐述了一种以“农”为名的建国原则：

根据自身条件而非觊觎他国资源确定的“发展”图

景；为了满足本地人民需求而非以国际商战牟利展

开的经济系统，既容纳贫富差异又不断缩小其差别

的社会政治……这样立基于“农”之精神的现代规

划，在城乡关系上，势必是谋求平衡互补，不接受小

大悬殊的畸形态势的。从 1910年代到1940年代，哪

怕战乱频繁，大体上沿着类似“农国”的方向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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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乡村和社会建设运动，依然东西南北、前赴后

继⑤，给后人留下非常丰富的城乡结合的得失经验。

我们今天构想新的城乡关系，并非两手空空。

和前人奋斗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大是大非，反而更为

分明：置身于如此明显的全球危机，身经目睹这么严

重的城乡失衡，继续像当年批驳“农国”论的年轻人

那样迷信西式的“现代化”，应该是更难了吧？如果

这么说大致不错，如何将反思转化为行动，实地探索

新的城乡结合的道路，就是我们刻不容缓、着力要做

的事情了。

探索新的城乡结合——以崇明为例

怎么做？我想以崇明为例，稍稍具体地说一点。

上海是幸运的，尽管150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的

领头羊，也最早饱尝这狂潮的苦水，但今天，其他后进

者纷纷赶上，有些还超过它，淹得更深、无法回头了，

它却还有较大的余地，可以后退一步、转换方向，尝试

良性的城乡结合：这余地，主要就是崇明。

崇明虽是上海的属地，却因其交通不便，一直保

存着阡陌交错、屋树相伴的乡村格局，沿其西北江岸

围垦出来的农田，更是大块展开，近乎一眼望不到

边。这长期以来令崇明人自惭的“落后”面貌，如今

却成了上海市郊硕果仅存的优长之况：稀疏的人地

比例、绿天绿地的植被系统、四通八达的活水网、干

净而高氧的空气、活跃自在的鸟群……⑥

另一方面，也因为是上海的属地，半个世纪以

来，崇明分沾了不少大城市的优长。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是优良的道路系统，不但路面齐整、纵横相宜，

而且高树夹道、浓荫蔽天，令行人心旷神怡。更重要

的，是一种新的自我定位：乡土景况并非只是落后之

相，它反而可以成为跃入先进之境的难得条件。从

市政府对“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的坚持，到岛内外有

心人对崇明如何“生态”的各式各样的介入，十几年

来，这样的定位逐渐明确，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开始

这样谈论江岸对过的“上海”了：“钞票是多的，但空

气不好，吃不到好东西……”与其他物质性的辐射相

比，对于这样的乡土自豪感的启发和激励，无疑是都

市上海给予崇明的最优良的贡献。可以说，在这四

季分明的大岛上，城乡各自优长的结合，并非只是未

来的理想，已经有一部分，就是现实了。

当然，崇明并非化外之地，这些年席卷全国的各

种城乡短劣的沆瀣，在这里也相当触目：经济停滞与

流行意识联手作祟，促使青壮年纷纷去上海谋生，一

到晚上，许多村镇都是灯光零落，见不到几个年轻

人。虽然开始明白蓝天绿野也值钱，多数官民最向

往的，恐怕还是旧式的都市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购物中心不夜城…… 长期的贫困和闭塞，更造成一

种求小利不算大账的短视和狭隘心态，这表现在行

政管理上，就是听任各种蚕食林地、破坏生态的地产

项目蜂拥而起⑦，令人禁不住疑心：它们是如何拿到

许可证的？遍布全岛的各式建筑废墟，则与这些新

项目构成尖锐的对比，提醒人们注意：崇明依然有可

能被搞成一处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

城市化是一种近乎不可逆的人为之事，如果搞

过了头，或者走歪了，要想原地转身，多半代价太重，

社会承受不了。上海幸亏有崇明，那种水泥森林、灭

绝乡村式的城市化，还没有吞掉这个岛，它的面积又

足够大，如果大家意识到该走一条城乡共存、优长结

合、社会均衡进步——而非GDP导向的经济独大的

新道路，那就正可以在崇明试点：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说崇明是上海求取未来的余地之所在。当然，

另一个可能同样存在，如果我们继续糊涂、继续短

视、继续满足于旧式都市的“繁荣”，那随着隧桥地铁

之类的相继开通，用不了多久，崇明就会完全沦为

“小上海”：中心区一样光鲜奢华，边缘区一样脏乱

差，一样承受城乡失衡的压力，一样不知道接下来怎

么办…… 一旦搞到这一步，上海作为一个整体，也就

和其他一线城市一样，没什么余地了。

因此，今天的崇明正站在两叉路口，它的选择，

同时意味着决定整个上海的未来。不用说，继续走

老路是容易的，把譬如当年“浦东开发”的那一套搬

来就行了，事实上，城桥镇的新城就是这么造起来

的。开新路就难了，困难一定很多，也无法快速出

“政绩”。但是，恰恰是这个难，清楚地提示了应该选

择哪一边，我们都知道，下滑容易上行难！

如果决定走新路，具体怎么走？请容我不避门

外汉式的自以为是，列出如下这几条：在目前这样的

行政集权的体制下，政府怎么做是关键，实际上，崇

明之所以还能保持目前这样的绿天绿地，很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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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上海市政府坚持了“以生态立岛”的方

针。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将这个还相当空洞的方针，

具体化为切实的措施：如何细化宏观规划，明确各部

分的具体目标和实施途径？如何安排一个分阶段的

长期的财政支持计划？既然崇明是在给上海乃至全

国的许多类似的城乡地区实验一条着眼于社会的长

期发展和进步——而非短期经济利益的道路，上海

乃至中央政府的充分的财政支持，就是一个必要条

件。如何设定与上述宏观规划密切配套的官员考核

机制，以此引导官场风气的整体转变？如何在目前

许多官员思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差这个现实状况

下，从岛内外选擢高水平、想作为的官员和非官员来

任事？

另一个同样迫切要做的，是教育。事情都得人

干，这“人”不只是少数精英，也是千千万万百姓：官员

和专家不合格，事情当然做不好，但光是这些人合格

了，事情也还是很难办。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如下的

这些事项能否充分展开、长期坚持，是真正的关键所

在：分别针对各类——从官员到村民——人员的不同

方式的生态教育，从基层开始全面展开的聚焦崇明的

史地教育，培养生态建设人才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网，与

海外在城乡和社会生态方面走在前面的实践和研究者

的广泛交流…… 尤其重要的是百姓的直接参与，他们

在其中拥有充分发言权，其参与决策权的程度在各类

集体建设活动中日益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这类活动

的教育功能，是比一般的课程和讲座更大的。

再下来，就是上海对崇明的反哺了：大学、医院、

邮局、影剧院、音乐厅、免费Wifi系统、政府的其他公

共服务设施…… 一旦这些城市生活的优良条件，都

逐步充分地落户崇明，“崇明”这个词的涵义就会显

著地改变：不再只是一个生态条件尚好的乡村地方

的名字，而是开始代表“一座绿天绿地、真正先进的

城市”了。

这一定会促引更多岛外的牟利者跃跃欲试，要

趁机来赚一票。这几十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改善

基础设施，当地百姓却得益不多，反而是各种有钱有

权有关系的外来人大获红利。这样的令人痛心切齿

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太多了，在崇明，类似的状况也

已经不少。因此，上述这些优质生活的硬件建设，必

须更明确地服务于新的宗旨：崇明要的是健康、均衡

和民主⑧，是不紧张和有文化，是低消费和高享受，与

所谓“做大蛋糕”的许诺相比，公平分享更重要！树

立某种据说是公共的长远的发展目标，以此要求弱

势者为之牺牲其现实利益，同时作为交换，许诺其未

来会得到补偿：这样的论述，正是“西式现代化”过程

中各类强势者借以营私的常用手段，这些年我们听

惯了的“只有做大蛋糕，弱者才能多分”的论述，正是

其变种之一。只要公平分享的宗旨能落实为具体的

行政规则，只要这些规则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些一

心牟利的势力就多半得收敛手脚、另觅他途，各类真

正有心于生态建设的人士，包括离乡他居的前崇明

人，反而会从各地——大部分自然是城市——持续

地移居和返回崇明：这样的有理想、能作为的奋斗

者，正是城市所能反哺的最宝贵的乳汁。

当然，未来的崇明不能只以高质量的大学和医

院取胜，它还得有自己的非城市的法宝，其中堪称基

础的，是高质量的绿色农业。在生态技术、财政政

策、流通渠道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进步的合力推动

下，尽快使绿色农业覆盖全岛，一面向市场提供真正

优质美味——而非如美国式肉鸡那样胖大鲜亮，但

营养粗劣、味同嚼蜡的农产品，一面令务农者获得相

等——至多略低于都市个人收入中位线的回报，以

此形成食物生产的良性循环。必须明白，哪一天乡

村人靠务农获得不低于城里人的收入了，哪一天城

里人的营养摄入和食品安全才真能有保障。在我看

来，崇明是有条件在这一方面做出示范。

这其实也就是创设新的经济模式的问题了。目

前通行的经济系统，无论外观怎么变，基本逻辑是一

以贯之的：依据日趋单一的标准，追求持续的增长，

以此来组织整个系统的运行。一百多年来，这个资

本主义的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如果你说：“对于一个

社会的经济来说，是否增长并非关键”，我们中间有

几个人不觉得惊诧？当然，最近这些年情况开始改

变，吃多了畸形增长的苦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

思，类似“综合生活质量”这样的新指标，逐渐清晰起

来：工作时间、兴趣程度、思维状态、人际关系、生活

节奏、人生意义、审美感觉…… 当这些经济生活中实

际存在的因素开始被意识到、被越来越明确地放到

“年收入”旁边一起端详的时候，新的经济模式的创

造，就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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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探索新的经济模式，一定同时意味着重

新定义什么是“经济”、重新安放“经济”在人生中的位

置，新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和新的文化相伴而成的。

这里没有篇幅展开来讲，只说一句，我们对经济和人

生这类更大范围的对象的反思越是展开得比较充分，

新的开阔的精神视野和人生理想在社会上越是蓬勃

开展，前述那些相对具体的目标就越可能早日达成，

譬如，消费者越愿意为优质的农产品多付钱。

最后列三件具体的须做之事。一是以极大的力

度，保护崇明现有的大树。崇明没有山岭，也少天然

湖河，地理环境本来是相当一般的，之所以现在让人

觉得有乡野风光，主要就是靠了1950~1980年代植下

的那些树：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它们大多高达二三十

米、粗过一人环抱。可是，恕我直言，本地官民对这

些大树的珍爱之心，经常显得非常稀薄，大树被成排

砍伐的事情，我就目睹了好多次。如此自伤根基的

愚蠢行为，绝对不能继续下去了，建议尽快普查现有

的大树，登记造册，明确每一棵的养护责任，定期核

查，明奖重惩，凡管辖范围内有大树枯毁的，官员一

并领监管不力之罚。

二是刹住地面水泥化的趋势。旧式城市化的恶

相之一，就是广铺水泥地面，在利索地消除泥泞的同

时，阻隔土地与阳光雨水的互动，造成土壤板结、人

绝地气。虽然在目前阶段，因了技术的限制，有些地

面——例如交通干道还是不得不铺水泥，但大量其

他类型的地面，如非干道的路面、商业建筑的周围，

乃至私宅的院落，明明可以用其他方式消除泥泞的，

现在都一律铺设水泥，人土两伤，这就不应该了。这

样的趋势，在崇明同样明显，水泥路面的蔓延就相当

放肆。我当然知道，浇水泥是又快捷又便宜，弄那些

砖来一块一块铺，工艺繁琐、费用昂贵！可是，我们

究竟怎么看待土地？又如何计算得失？如果能懂一

点人地互相依存的道理，明白许多无形之事——例

如空气和人的视觉感受——远比眼前这点实利更重

要，我们何至于不肯多费一点时间精力、多花几块

钱？倘说现在还不能指望人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政

府理性的政策和行政干预，就是必须的了：绝不能把

崇明的建筑地面，都搞成明晃晃的水泥地！

三是建设覆盖全岛的电动化交通系统。崇明地

方大，不能如厦门的鼓浪屿那样禁绝汽车，但像现在

这样汽车越开越多，废气弥漫，对生活环境的破坏又

太大：交通的电动化，似乎就是唯一的选项了。崇明

的地理空间和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为

此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具体怎么做，那是见仁见智，

要多方——尤其是本地居民——商议、多番试验和

调整才行的，但大的目标和分阶段的时间表，却需要

尽早确定，而且现在就着手来做，因为这牵涉到许多

方面，并非可以一蹴而就。⑨但我要说，惟其是一处

城区和乡村深度互嵌的地方，因此要创造城乡各自

优长能全面结合的局面。崇明的电动化交通系统的

早日建成，意义尤其重大，它不但能令本地居民长远

受益，更能在“何为真正先进的社会生活”这类关乎

大方向的问题上，给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提供一个

鲜明的启示。

注释：

① 这里须做一点粗略的解释：我不相信人类有所谓

共同的历史进步的规律，也不觉得分处世界各地的

人类社会，都会自发地走上主要由资本主义推动的

所谓“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因此，用主要是基于欧洲

经验而形成的“现代”及其派生概念（如“现代化”和

“现代性”）来描述18世纪以后全球各地的社会变化，

本来并不恰当。但因为最近300年来，借助殖民主义

和帝国主义等等方式，最初在西欧形成的“现代”和

“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及其扩张势能，又确实如大潮

一般，逐渐席卷全球，形成我们今日置身的所谓“全球

化”的局势，在这个意义上，用“现代”之类概念来概括

非西欧地区因被动卷入这个“全球化”而形成的社会

变化，又具有某种便利性，只要我们清楚，被如此概括

的上述变化，往往依各地自然、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

的差异，而有极大的分别，即便试图用“现代”之类概

念来凸显其共同点，也必须同时明白：对许多非西欧

社会来说，“现代”之类概念的涵义，往往是完全不同

的。正是基于如上看法，我虽仍用“现代”之类的词

来描述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却同时要

加上“西式”之类的形容词，以避免涵义的混淆。

② 自从中国大陆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升至全球

第二，一种“中国正在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中心

部位、不再是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了”的判断，在全球

逐渐传开。正是因为有此种判断，这十年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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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的国际扩张，才引起一些尖锐批评。但我觉

得，上述判断其实相当片面。时至今日，西式全球化

已经丧失了带动“边缘”或“后进”地区——以先后相

继的方式——共同“发展”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

别地区即便机缘凑合，在 GDP 意义上的经济方面快

速“崛起”，也一定同时在若干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

方面付出难以偿还的代价，且这代价的深重程度，往

往与其GDP式的“崛起”速度成正比。以生态污染为

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欧洲、澳洲和日本

等地都经历过“先污染再治理”的阶段，但今天的依

然面积广大的“后发”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显然再

演不了同样的剧目。因此，尽管今天中国大陆资本

和企业的“进军海外”，确有资本主义式扩张的鲜明

色彩，但如果因此以为中国正在快速摆脱西式全球

化的“后来者”的被动境遇和孱弱状况，那是一厢情

愿了。

③ 近年来，部分沿海和临近都市的乡村地区的经济

状况的改善（例如农民开始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地

方政府改善基本设施），引发了一种认为“乡村处在

历史最好状况的”的判断。我对这个判断有两点补

充：第一，如果把广大内陆地区的状况考虑在内（许

多地方——例如安徽有些地方——农民的养老保险

金就低得不可思议），或者注意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的

区别，恐怕很难在整体上说乡村处在历史最好水平，

除非这个比较的对象是大灾荒地区和战争年代，或

者1950~1970年代那样的普遍贫困的时期。第二，只

从货币收入的角度去判断乡村/农民的状况是不够的

（尽管货币收入是关键指标之一），乡村/农民在整个

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基本位置，是

至少同样重要的依据，而在我看来，今日乡村/农民的

上述结构位置，如果对比19世纪的状况，是难以支撑

类似“处在历史最好水平”这样的乐观判断的。

④ 本文所谓“中国的现代早期”，大致指19世纪晚期

至1940年代。如此界定的依据，见王晓明：《〈中国现

代思想文选〉序》，王晓明、周展安编，《中国现代思想

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即使在抗战正酣的1940年代上半叶，发端于1920

年代中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仍有一部分在大后方继

续展开。至于中共主导的各式“土地改革”运动，更是

贯穿于整个战争时期，这些运动虽多出于政治和战争

动员的功利意图，但其客观效果却有令农民自重的一

面，因此也可纳入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视野来看。

⑥ 虽然这20年陆续有外省农民来崇明务农做工，但

本地户籍人口中，却有极大一个部分在市区就业居

住，因此实际人地比例并没有明显增大；1950~1980

年代，除了大量围垦土地，还栽下了大批行道树和人

造林，这些如今高竖于路边的成排的大树，构成了崇

明岛植被系统的最宝贵的部分；也是在1950~1980年

代，崇明建成了俗称“26纵+1横圈”的主干河网，其中

每一条都通长江；不单东西两端和南北江岸的许多

部分，因围布大片湿地，成了大批候鸟往返于西伯利

亚—澳洲途中的落脚之地，崇明全岛的田间村中，也

都有无数鸟雀栖息，那些废弃的农场宿舍和工厂区，

更成了鸟类聚居、屎（蛋）壳遍地的天堂。

⑦ 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蚕食崇明唯一的大型人工

林的那些新的地产项目：别墅区、大型会所、度假村

…… 这片杉树林是1950 年代由原建设公社组织、在

围垦地上栽种的，随后在此基础上组建国营林场，

1980 年代将其北部改建成森林公园，南部则分给几

个度假村式的建筑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林地的实际

面积已经不断缩小；最近15年，上述地产项目的蚕食

更加剧了这个缩小的趋势。尽管政府开始在其北面

扩建 5000 亩林地，但那些六七十年树龄的杉树的大

面积毁坏，显然绝非短时间可以弥补。

⑧ 如果将“生态”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所针

对的，就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格

局是贫富悬殊、弱肉强食，这个社会不可能形成人与自

然的平衡关系，“民主”是“生态健康”的一大前提。

⑨ 即其中有三个方面是现在就可以着手的：一是完

成岛内所有公交车辆（包括各类出租车）的电动化；

二是通过管理和财政政策（牌照、税收、补助等），和

足够的充电设施的建设，引导居民将各类自用车辆

电动化；三是仿效国内许多旅游景区的做法，建设若

干大型的接驳站，将来自岛外的非电动车挡在入岛

的进口处。目前较为困难的，是大型载物车辆的电

动化，但以目前电池技术的快速进步，这类车辆的电

动化应该不会太久。

编辑 阮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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