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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该文基
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以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为例,着力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组织
化的发展空间问题,以期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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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的快速转型时

组织化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对农民组织

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多

化的现状、必要性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对农民组织化

元复合、矛盾交织、全方位的社会深度转型时期。 伴

的载体,即各种农民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涉及到政

随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对提高农民组织化

的变迁,农村治理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革:在经

程度的对策性研究多侧重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

济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

设上。 总而言之,对农民组织化理论依据的研究主

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态,中

要侧重于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的角度进行论

国乡村社会走向了利益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从社会

述,而纯粹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却很少。

体制上说,各种农民组织开始出现,个体农户在自主

本文基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以北部湾经济区农民

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农民组

组织化为例,着力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

织正在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治理形态。 在当前

型期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问题。

中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国内

1摇 农民组织化的社会学理论依据

学者已经指出,改革开放迄今,中国农村组织体系的
实质性进展并不十分理想。 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

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政权组织与市场经济组

的合作经济组织和自上而下延伸至农村的群团组

织而言的,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

织,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

组织化形式,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要依

要。[1]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

托。 中共十七大报告归结的社会组织是指政党、政

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

府、企业之外的各类社会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

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

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

式。 针对中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

区活动团队,其指代范围与学术界研究的“ 非营利

散以及农民群体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
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
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2] 综观当今学术界对于农民

组织( NPO) 冶 、“ 非政府组织( NGO) 冶 、“ 第三部门冶 、
“ 志愿组织冶 、“ 民间组织冶 等相比较,虽然具体含义
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广义的层面上是一致的。 近年
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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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继续探讨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等问题之外,还针

会的系统结构之一的农民组织承载着维护农民的政

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展开具体研究。 如所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等方面的功能,农民组织

谓农民组织,“ 主要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是农

化是农民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农民社会

民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组织的,但参与主体主要

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形势,是农民组织功能的有

由农民构成,目标在于实现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或

效表达。

完成某种社会保障功能而组建的民间社团。冶

[4]

而

对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近年来解决
“ 三农冶 问题和新农村建设出路思考的焦点,“ 提高

1. 2摇 社会交换理论与农民组织化

社会交换理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美国进

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学理论。 这一

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

理论直接借用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交换概念并将其

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 尽管总地说来提高中

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社会活动中,把社会交换作为各

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

种社会关系的表达,这一理论还认为分析、理解人际

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这个问题的人,都无一例

间大多数行为的最佳方法是将行为当作一种有形或

外地坚定认为,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

无形的商品和服务来交换。 农民组织是农民群体组

程度。冶 [5] “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回应其关键问题,

即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改变其弱势群体地位,提
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表达利
益的能力。冶 [6] 对于农民组织化的涵义,从不同的学
科角度进行理解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从社会学的
角度阐述,笔者认为,农民组织化是指社会成员中的
农民以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在社会运行中的组织
存在方式,是农民群体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推进社
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态和行动过程。 可以看
出,农民组织化是静态与动态相连的范畴,它既有静
态的内容,又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静态的农民组织化
内容包括农民组织的现状、模式选择、类型属性和制
约因素等;动态的农民组织化过程包括农民从传统
走向现代的过程、农民组织的历史变迁、农民组织化
的国际比较、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测量、农民组织的未
来景象和发展走向等。 对于农民组织化,还可以从
以下几种社会学学理依据进行深度分析。

建起来的为农村发展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是联结
国家、社会、市场与农户的枢纽。 农民组织化就是农
民通过农民组织这种形式拓展和扩大农民社会交换
的行为和能力的过程,而这也是农民组织通过社会
交换保障农民利益、服务农村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
过程。
1. 3摇 理性选择理论与农民组织化

理性选择理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有影

响的派别,这一理论发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
设,认为人以理性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其
效用最大化,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
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其关注的基本问
题是对社会秩序的重新说明,它试图解释的是在各
类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之下,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
的。 如科尔曼就指出“ 人与社会作为两种独立而又
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 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

1. 1摇 功能主义理论与农民组织化

统) ,怎样共存。冶

功能主义理论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有广

重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有多种社会整合形式对社会

泛影响的理论流派,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一

成员和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整合,以理性、合法的方

理论把社会跟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社会是由

式,满足他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

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系统,各个部分都

需求。 农民要参加哪种类型的农民组织,是农民根

在系统中承担一定的作用或功能,功能分析的主要

据自身条件和利益追求进行的理性选择,农民组织

任务就是解决系统的功能需要问题。 社会是以共同

化就是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

的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

农民群体以利益机制为手段,将农业产前、产中、产

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每个子系统都具有特定的作

后诸环节的经济资源组合成各种不同层级生产关系

用,任何一个系统要素都不可替代其他系统要素所

的经营实体,以实现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

承载的组织功能。 农民组织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一

协调过程,是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改变农

起共同承载起社会运行的历史使命,而作为构成社

村面貌等理性选择的过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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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摇 风险社会理论与农民组织化

组织才会具有发展的生命力。 如北海市合浦县家禽

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 以来, “ 风险社会冶

发组织成立的,从 1987 年成立之始的 7 名会员发展

的基本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化已经从简

户,涉及合浦 13 个乡镇以及钦州等周边地区,辐射

自 1986 年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贝克发表 《 风

协会是广西最早按民间组织管理规定依法登记、自

已经成为人们认识 20 世纪末叶以来人类社会走向

壮大为现今的 716 名会员,扶持了养鸡户 1 300 多

单现代化阶段进入晚期现代化阶段。 风险社会的生
成同全球化的推进是同一个过程,全球化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世界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 从金融风险到
环境破坏,从核危机到社会失范,从流行性疾病到个
人的存在性焦虑,从全球恐怖主义到日常的饮食安

带动会员 3 000 多户,会员每年为市场提供优质鸡
肉 1 500 多万羽,成为会员家庭增收的重要经济来
源。

2. 1. 2摇 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
组织化程度

全,人类所有行动都被卷入到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农村产业结构

生产之中,风险成了当代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环境。

调整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单家独户的农户生产与大

农民组织化是农民在“ 风险社会冶 的进程中设法推

市场相脱节的矛盾已经日渐凸显,农民组织化有效

进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农业市场化的过程。 面对

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北部湾经济区各类农民组织通

入世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完备的经济组织,中国

过对农户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把散居的农

农民面临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等等带来的挑战,单

户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带入统一

靠一家一户高成本、低效率的分散经营,将难以抵御

的大市场,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 如玉

外来风险压力的冲击,这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

林市福绵区良平水果合作社与广西重点农业龙头企

度,解决好“ 小农户冶 与“ 大市场冶 日益尖锐的矛盾,

业———宝中宝畜牧有限公司合作,建起 “ 正桂香土

搞好“ 小生产冶 与“ 大市场冶 的对接,努力实现农民组
织形式和组建方式的多样化、利益联结机制的多元

鸡冶 养殖基地 600 多亩,投资 500 多万元,由公司提
供种苗、技术、饲料,保价回收,农民提供土地、劳动

化。

力并缴纳一定数量的风险抵押金,按照标准化生产

2摇 从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看中国农民组

要求进行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织化的现实境况

摇 摇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北部湾顶端的中心位

2. 1. 3摇 农民组织化的发展,增强了农民抵御风险的
能力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的发展,使农民组织化

置,主要包括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玉

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明显提高,增强了农民驾驭

林市、崇左市所辖区域范围,该经济区是中国西部大

市场和有效地减小市场风险的能力,保护了农民的

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既

利益。 如北海市浦北县勒山村农民合作经济协会采

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

取协会+基地+农户( 会员) 和资金股份制形式合作,

战略地位突出。 特别是 2008 年初, 中国批准实施

实行农户分散种植,农产品统一经营,协会运作公司

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战略。 在大好形势下深入探

的水果流通人员重新整合,2006 年收购荔枝达 100

《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化的经营方式,将村中原有的经营规模小、竞争力弱

讨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路径

万公斤,纯收入 19. 5 万元。

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 基于上述思考,
课题组成员多次深入到北部湾经济区对农民组织化
发展现状进行了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

2. 1. 4摇 农民组织化的发展,为探索农村组织合作提
供了发展模式借鉴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究。

模式,这些农民组织的发展模式可以给其他地区农

2. 1摇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的功能效应

民组织的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和经验借鉴。 一是政府

2. 1. 1摇 农民组织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引导型农民组织模式。 有的农民组织由政府相关部

农民收入问题是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推进新农

门牵头成立,如农业局、水产畜牧局、水利局等部门

村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农民真正获得了实惠,农民

积极发动成立本行业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会员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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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户又有专业技术人员。 如防城港市首家农机专

专业技术;有的即便勉强牵头成立了农民组织,也因

业合作社上思县中惠农机专业合作社就是在市、县

其缺乏扎扎实实为会员办实事的精神,使农民组织

两级农机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以及当地农户自愿加入

缺乏凝聚力和生机。 三是少数主管部门干部只注重

原则的基础上注册成立的。 二是能人大户带动型农

眼前利益,把上级给不给钱和给多少钱作为建立农

民组织。 有的农民组织以农村经济能人为发起人而

民组织的前提条件,忽视了农民组织成立发展后带

成立,以镇、村、屯为范围,由农户自愿组成。 如南宁

来的潜在效益。

市隆安县那桐镇定江村卢义贞成立金穗农工贸有限

2. 2. 2摇 农民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高

公司后,牵头创办了金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民

首先,从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现有的农

会员 730 多户,社员户均增收 6 000 多元,并辐射带

民组织机制来看,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

动周边乡镇 1. 65 万农户集约化种植香蕉、甘蔗、木

险共担的管理机制,有的是经济合同型的订单合作,

薯。 三是龙头企业主导型。 有的农民组织以当地

有的是服务型合作,还有的是政府领办型的合作,其

种、养的龙头企业为核心,采用“ 公司+协会+农户冶

组织管理还不尽完善。 其次,从农民组织的运作程

的模式带领种、养户用订单形式组织而成。 如桂平

序来看,真正按照程序规范运作的还不是很多,特别

市现代农业协会,由公司建立“ 公司+协会+农户冶 生

是对各类农民组织的发起者来说,由于目前还缺乏

产经营相连的运作机制,会员可以与协会( 公司) 签

有效的监管机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规范操作,

订合同,采取以资金( 劳力) 入股或者以土地入股的

习惯于少数人说了算,不能取信于组织内的成员;对

方式参与协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是村民自办型农

广大农民组织的会员来说,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还

民组织。 村民根据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不断

不高,主动性还不够,忽视自身权利的行使。

发展的要求,为了保护本村、本屯村民的共同利益,

2. 2. 3摇 农民组织的规模小、部门协调不够

提高市场谈判地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加村民的

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多数农村组织存在会员人数

经济收入,村民共同发起组建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经

少、缺资金、缺场所、缺专职人员的现象,农民组织的

济组织。 如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瓦塘乡香江村满村屯

综合实力不强,有的存在好则合、遇险则散的临时观

农民为管好全村的果树,提高水果产量,增加收入,

念,一旦遇到风险挫折,就难以应对和维持,极少数

自发组织成立水果协会。

农民组织甚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 另外,一

2. 2摇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的发展困境

个农民组织的成立和管理要牵涉到多个部门,但各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依托沿边区位和资源优

个部门往往只强调本部门的重要性,存在协调不够、

势,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为当地农民

多头管理的现象,造成培育和发展农民组织的标准

增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

不同、界定不一。

是,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程度还有很大的生长

2. 2. 4摇 政府对农民组织化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够

空间,制约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

虽说农民组织按照“ 民办、民管、民受益冶 的原

几个方面:

则成立,但是大部分农民组织都是在政府部门的介

2. 2. 1摇 对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入和牵头下完成的,个别农民组织的负责人还由有

很多农民组织都是一种新型的联合、组织农民

关部门或乡镇领导担任,由于其自身工作任务重,很

的方式,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民组织的发起者,甚至少

难全心顾及农民组织的发展,造成有的农民组织成

数主管部门领导,对农民组织化的意义、作用以及发

立时轰轰烈烈,成立后就冷冷清清的现象,农民组织

展前景的认识还不是十分到位。 一是部分参加农民

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制约当前北部湾经济区农民

组织的农民,有依靠组织的习惯,在合作时只想赢不

组织发展的新问题。

能输,若农民组织能够带来明显的利益就加入,若农

3摇 完善和健全组织功能,培育和拓展中国农

民组织在面临困境时就想脱离农民组织,也就是说
只能利益共享,不能风险共担。 二是有些农民组织
中的专业大户和能人缺乏奉献精神,对领头组建的
农民组织顾虑重重,怕操心费力,担心泄露了自己的

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

摇 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新农村建设事业的
推进,如何培育和拓展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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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 根据对北部

过产业关联效应创造新的产业发展需求,把产业向

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调研,笔者认为,培育和

产前、产后延伸,建立一批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

拓展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的路径选择主要

效益可观的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经济技术部门以

有:

及农户结合起来,从技术物资、资金和信息等方面为

3. 1摇 整合资源,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基地提供有效服务。 同时,通过基地的集中经营,统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一管理,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农业的综合效益,

的有效方式,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载体,是促进

引导农民联合起来,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路子,不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业和农

断扩大区域经济网,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力和组织

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要认真贯彻落实《 农

化程度。

民专业合作社法》 ,根据当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

3. 3摇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为农民组织化发展注入

合作社,加强规范管理,发挥带动作用,加快提高社

摇 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一直是贯穿中国

业,多元化多渠道组建以股份制为重点的农民专业
员( 农户) 的收入水平。 一是以产业协会为依托组

新的活力

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基本经

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该类合作社是农户在自愿、平

营制度改革、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和

等、互利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适应农产品专业

财税等体制改革、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等,都是紧

化、规模化生产的要求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它以技

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来设计和实施

术性、专业性、合作性为特点,内联农户、生产基地,

的。 农民组织化的发展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确立农

外联市场、龙头企业,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

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

系列服务,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共同加工生产和

加强市场与农户之间的联结,通过改革农产品流通

进入市场,加强了企业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合

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对农村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

作。 二是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用,形成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产地市场与异地市

社。 该类合作社承担着带领农民调结构、闯市场、促

场、季节性市场与常年性市场、专业批发市场与综合

发展、奔小康的重任,具有政治、组织和政策等方面

性农贸市场紧密结合的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多

的优势。 能够把支部的组织领导、政策引导和发动

主体的市场建设新格局,健全和完善仓储、保鲜、运

群众的优势同专业合作社的技术、信息、市场、资金

输、检测、信息服务等功能,增强市场的集聚和辐射

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支部抓合作社、合作社带

能力,畅通农民进市场的渠道,不断增强农民组织开

农户,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

拓和占领市场的能力。

度。 三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领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3. 4摇 立足国际视野,使农民组织化发展融入、适应

社。 该类合作社主要通过经济能人组织、带头,提供
有偿服务,农民在田间地头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对引
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市场、疏通产销环节等方面将

全球化发展趋势

摇 摇 当今世界呈现全球化、区域化、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各国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加强对话

发挥较大的作用。 四是以龙头企业为纽带组建农民

和合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寻求发展的根本战略,服

专业合作社。 通过龙头企业生产基地,探索以土地

务国家周边战略、资源和能源战略,创造和谐国际关

入股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五是以基层供销部门

系,创造和谐国际环境,已经成为 21 世纪中国对外

牵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充分发挥基层供销社的

开放的重要战略。 同时,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区域经

服务优势,引导农民组建流通型的专业合作社。

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

3. 2摇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示范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新的国际经济社

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农产品、建立基地或提供良

会发展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程度就必须要

种、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与农户结成“ 互惠互利、风

加大农民组织开放开发的力度。 北部湾经济区的农

险共担、利益均沾冶 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农业产业

民组织可结合北部湾经济区的资源优势、传统产业

化经营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民组织化发展要

和特色产业优势,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东盟国

把围绕基地发展加强服务组织和服务设施建设,通

家农民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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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为农民组织的发展赢取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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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velopment Space for Farmer Organization in China
Mo Guanghui, Zhu Hui
( Guangxi University, Nanjing Guangxi Province53000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a, the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rural organi鄄

zations in China has undergone profound alteration. Based on sociological theory, taking farmer organization in Bei鄄
bu Bay Economic Area for example,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the issues concerning development space for farmer or鄄

g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to better boost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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