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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村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梁润冰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法政系，广东佛山，５２８２２５）

摘要：构建和谐村落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环节，但由于农村经济的特性，以及农村发展中长期
存在的偏差，中国村落的发展不尽人意，面临种种困境。要构建和谐村落，需要结合村落的地方特色，借鉴国外农
村建设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寻求一条建设和谐村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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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产出的增加，而且伴随着产出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

关键时期，中央作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作为一个

置（投入结构）的优化”，…目的是持续改善人们的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

生活条件或防止生活条件的恶化。因此，要构建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建新村”，而是新

谐村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增长速度、

形势下农村工作目标、任务和思路的创新发展，是中

效率、质量和资源的持续性、环境的承受力相结合，

央关于“三农”工作一系列重要部署的逻辑延伸。

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其根基就是构建一个和谐村落。

１．２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１和谐村落的内涵

和谐村落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只有在农村社会取得全

所谓村落是根据地缘、血缘关系，为满足一定生

面发展的基础上，整个农村才能得到持续发展。但

产需要和生活需要而出现的村民自然聚居群落。村

由于以往重增长，轻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致

落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机构，是社会最基层的

使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

组织细胞。它为村民提供了共同应对外部世界，共

展，特别是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如基础教育、公共卫

同约束内部人的基础。村落建设足建设社会主义新

生服务、社会保障事业。因此，构建和谐村落就应该

农村行之有效的好形式，好方法，它通过文化的纽

将社会公正理念融人农村经济发展，使所有村民共

带，建立起村民认同感，增强村民的凝聚力，使中国

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

共产党对农村政策的传导机制在基层能够比较畅

富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

通，防止在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面长期出现管理盲

１．３生态发展的和谐性

点；它用民主化的机制，民主化的参与来唤醒农村社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会的认同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用共同利益激发、激活

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是要统筹人和自然的

农村民间的活力和潜力。

和谐发展。农村作为人、自然、社会相统一的生态系

而和谐村落是指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统，必须协调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

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

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因

调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各尽所能、各

此，农村建没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生态效

得其所的社会。其核心理念主要为：

益，从制度和发展模式两方面来加强对资源、自然的

１．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保护和循环利用，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

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村落的基础，其“不仅足

农村生态系统的和谐性。
１．４政治发展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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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的治理足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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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方式。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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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理体制，改变了建国以来农村组织经济化的进

息不通畅，农产品买卖风险增大，市场频频出现阶段

程，标志着农村组织政治化的展开，但由于政府在农

性的“追涨杀跌”现象，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

村治理中存在“缺位”、“越位”、“错位”问题，致使

段，单个的农民难以在销售过程中确保自己的利益，

农村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中国农村建设的重

市场的风险常常被转嫁到农民身上。

心应在基层，大力发展民主政治，扩大农民权利，积

２．２行为边界的交叉性

极引导农民参与村务的决策和管理，促进农村和谐

行为边界，是为规范行为主体活动，而界定其行

与稳定。

为的活动范围，即是指行为主体能够做什么，不能够

１．５农民发展的现代性

做什么，给予一个明晰和确定的范围。清晰、明确的

农村的现代化需要具有现代化因素的农民来推

行为边界，有利于规范行为主体的活动范围，避免行

动。构建和谐村落的目标就是“促进农民的全面发

为主体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模糊、冲突；从而促进行为

展”。因此，构建和谐村落就应该树立“以人为本”

主体自身发展。在农村，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和社会

的理念，发展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和能

分工的发展，村庄的行政边界、经济边界和社会边界

力；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没和民主法制建设，倡导新

不再清晰，不同乡村地区组织形式也日益复杂化和

风尚，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和现代精神，推动农民从

多样化，其行为边界往往相互交叉、重合，中国２０世

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实现农民素质知识化，现代

纪８０年代农村改革中确立“乡政村治”的治理格

化。

局，由于乡村自治权力的边界模糊，乡镇政府的行政

２

中国构建和谐村落的困难
建没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立足于城乡统筹发展，

权常常干预村的自治权，导致政务与村务不分，而村
支部、村委会和村落的民间组织的行为边界模糊，交
叉，容易引发村落的冲突、矛盾，不仅不利于村落发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

展，反而使乡村在治理过程中更加混乱。

而村落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载体，其发展状况直

２．３集体行动的非理性

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效。由于农村经济的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排他性和独享性

性，以及农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偏差，中国村落的发

的价值观，配合着工具理性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农民

展不尽人意，面临种种困难。

的行为模式，形成了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自我观；农

２．１农村经济的脆弱性

民个人理性的增强，致使传统共生互惠的村落利益

农业是弱质产业，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一遇

关系网络迅速解体，形成了主要以利益为导向的交

天灾人祸，小农经济极易破产。２００４年，中国农业

往形式，组织和个人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村落分化

取得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好成绩，粮食总产

日益加剧。在市场竞争态势下，村落内行为主体为

量超额完成国家既定目标，农民增收幅度达６．８％，

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组织整体利益的实现，必

但这主要依赖于政策扶持和有利的气候条件，科技

然构成各种竞争的博弈框架，从而导致“囚徒困

含量十分有限，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因而，实

境”，引发社会冲突，影响村落整合。

行农村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条有效

２．４乡村话语权的缺失

途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

话语“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也会构

展便是农村工业化的很好例证。但随着市场经济发

成一种权力关系，即话语权”１２ Ｊ。传统的乡村是血

展，乡镇企业面对日益增强的市场竞争压力，其制度

缘和地缘融合体，社会成员的关系表现为由近及远，

区位优势已经逐渐发生变化，相对城市经济而言，乡

由亲及疏的网络状态。这种关系网络在在农村的经

镇企业区位有效性压力越来越大，发展面临着困境；

济、政治、社会生活中起得重要的作用，不同身份的

同时，农产品流通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虽经过多年

人根据其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话

的市场化改革，个体户、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农产品

语权。在村落中，某些能人、精英因其身份、财产、人

加工企业、银行等各个环节已经基本上按市场规律

际关系网络等方面占据优势，在村落的“公共空间”

运作。但由于行业组织化程度不高，配套改革滞后，

握有更大的话语权，支配、影响着村落公共资源的占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管理机制缺位，市场信

有、分配，而多数村民处于弱势，被排斥于许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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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村落

村民个人理性整合为集体理性。社会资本作为卅重

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进而未能形成一个村级重大事

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自然产物州引，是“处于一个共

项的民主决策机制，不足以形成对损害公众利益和

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

集体利益行为的有效制约，影响村落的整体凝聚力。

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

２．５村落文化的边缘化

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

村落文化是村民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

行为规范”【４ Ｊ，它足沟通个人和制度，实现个人理性

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传承和现实生活在村

与社会理性和谐，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重要因素。

民内心的反映。它具有全方位性和系统性，使村落

因此，应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民主政治，扩

从物质到精神，从以个人为载体的习俗到以社区族

大农民的公民权利，有意识地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

群为媒介的活动，结构性地构建起来，形成一种强大

改善农村的非制度性参与渠道，使乡村社会网络进

的文化力量。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化、

一步扩展，直至全体村民，同时，向村落公共空间注

工业化、城市化３种力量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就业

入公共资源，调动村民关注并参与村落的共同性话

方式与原有社会、文化基础产生断裂式移位，加之乡

题，形成有利于村落良性发展的舆论监督机制，实现

村社会的分散性和经济文化的落后，在以城市为中

村落的和谐发展。

心的都市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村落传统文化日益边

３．３科学界定边界，构建多中心治理网络

缘化，村民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人格分

“农村民主治理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逐步走向

裂，价值冲突，从而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主体心理基

以民主、自治、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和稳定为

础，致使乡村因缺乏文化支撑而出现社会涣散，整合

要素的农村善治”【５ Ｊ，而要实现农村善治，使农村获

乏力，影响了村落的和谐发展。

得全面的、持续的发展，“靠的是地方社群的自主治

３

中国和谐村落构建的有效路径

理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的多层次的
制度框架”【６Ｊ。针对中国农村治理中边界模糊，交

构建和谐村落足一个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

叉现状，应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农村治理主体的行为

需要我们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地特色，有

边界，明确职责，着力整合村落治理权威的多元结

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目前，我们应在加大农村投

构，使村落治理权威既有合理的分工，又能形成统一

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协调城乡发展的基础

的合力，进而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网络。

上，着重发展以下几方面：

３．４分化与整合，促进村落文化和谐发展

３．１

发展农村新经济，提升农村竞争力

村民是村落的主体，也是村落和谐的核心，实现

农村竞争力足农村为自身发展进行资源优化配

村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构建和谐村落的根本目

置的能力，是市场化、国际化条件下农村综合生产力

的。文化作为影响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其

水平的集中体现。根据比较优势和要素资源禀赋原

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实现。现在，中国

理，要提升农村竞争力，就必须正确认识农村经济发

农村正发生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村民受各种思

展现状，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出发点确定

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合理的发展路径。在中国，发展农村经济，不是农业

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种

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简单化，其关键应是结合

分化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足正当的，是构建和谐村落

地方特色，可借鉴日本的一村一品战略，调动农民发

的基础，因为只有村民充分而平等地享有权利，这种

展经济的积极性，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寻求一种新

分化或多元化才得以存在，村落才得以发展。在文

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断地将农村潜在优势转化为现

化分化进程中，也应注重文化的开放与兼容，着眼于

实的发展优势并不断地转化或回避劣势，提升农村

现代与传统的整合，实现现代精神与传统美德、现代

竞争力。

制度与传统风俗相结合，构建新农村文化，培育新型

３．２发展社会资本。破除“囚徒困境”

农民，实现村落的和谐发展。

构建和谐村落，实现村级民主治理关键在于将

（下转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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