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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

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

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

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

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

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

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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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农民都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也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
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边界逐步开放，

大量农民从乡村流向城市，以求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口外流使乡村社会的发展

与治理主体都发生了改变，也深刻影响着原有的社会秩序与运行模式，给乡村社会

带来了巨大冲击，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流动让农民长期处在城乡二元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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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民之间的交往度降低，陌生感增强，乡村呈现出半熟人社会［1］、无主体熟人社

会［2］等特征，人口流动带来观念改变、传统习惯规则失效和正式制度规则难以落地，

村庄秩序动荡问题凸显［3］，尤其是共识生产机制的破坏和认同行动单位的内缩，加

速了村落结构的离散化和村庄秩序的消解［4］，甚至出现了混混治村、乡村治理灰色

化等诸多问题，乡村治理的内卷化问题突出［5］。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从治理主体的

培育［6］、治理资源的输入［7］以及治理机制的建设［8］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已有的研究认识到农村人口快速流动给村庄文化、农民行为和村庄秩序带来的

冲击，也从不同层面梳理了当前的治理困局，并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对策建议。但已

有研究对乡村秩序变迁的机理缺乏深入探讨，对人口流动、秩序变迁与村庄治理的

关联性研究不足，对乡村社会的内在资源挖掘还不充分，对策建议设计多从宏观环

境出发，与农村实际及农民需要贴合不够紧密。可以说，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根植

于熟人社会［9］，由此生成了适应熟人社会的治理原则、规范和机制。而人口流动带

来的关系疏离化、陌生化，让“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村庄治

理机制与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格局，以至于出现了诸多的治理难题。在村庄巨变

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应对人口流动背景下主体缺失、秩序变迁以及基础改变下的

乡村治理问题，构建起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河

南 G 村为个案，探讨农民流动背景下的秩序变迁，剖析流动对乡村社会基础的影响，

探讨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
河南 G 村属于平原地区，下辖 3 个自然村，1348 户，6750 人( 其中农业人口 5800

人) 。G 村共有耕地 10823 亩，人均耕地 1． 6 亩，是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收入主要由

务工和务农构成。1983 年以前，国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即使已经流入城市的

农村人口也要进行遣返［10］。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G 村的

人口流动较少，农民大多以务农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农业税不断加重，种地不

仅难以获得更多的收入，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为生计所迫，农民逐渐开始

外出务工，务工不仅不用交纳农业税，而且收入相对较高。G 村的劳动力也开始大

量外流，到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有些农户甚至完全抛弃土地，举

家外出务工。国家在这个阶段开始规范和引导农民流动，倡导“离土不离乡”“进厂

不进城”，通过人口的有序流动、及时回流，维护了城乡的秩序稳定和国家的粮食安

全。到 2005 年左右，外出务工人员迅速增加，国家也开始重视农村社会的这一深刻

变动，并开始逐步为进城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和社会保障。目前，G 村的外出人口已

经达到 70%左右，有些家庭夫妻两人都在城市务工并且长期在城市生活，有时甚至

过年都不回家。农民流动的规模和务工时间都在增加。农村人口规模化地向城市

流动，使乡村社会的“空心化”问题突显，长期在城乡两个空间中流动，也让乡村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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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断裂、人际关系改变、社会基础变化，对原有的乡村秩序带来极大冲击。

二、人口流动与乡村秩序变迁

在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村庄边界不断开放，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农民的行动

观念、家庭关系以及村庄社会关系都在改变，直接影响到村庄治理的规则。
( 一) 观念认同: 从“强公弱私”到“公私分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构成群己界限的边界，

“以‘群’为重，以自己为轻”［11］。传统的乡村社会人口流动极小，村庄凝聚力和归属

感较强，除了家以外，宗族是超出家庭的“私”的单位。G 村以往也有着较强的宗族

组织，宗族有着软硬规范的约束，而且能够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村民对

宗族有较强的认同感，宗族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宗族组织被

破坏，基层政府建立了“政社合一”“党政合一”的公社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组织构成以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宣传和塑造，把农民纳入了新的公共行

动单位中，并以有力的行政力量规范和引导农民的行为，个体的行动必须服从集体

的决定，农民的集体观念和“公”的集体行动意识较强。由此来看，无论是宗族组织

还是公社体制，都确保农民能够在“公”的规范和要求下行动，农民为了家庭的发展

也自觉遵守公共规则，“私”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乡村社会也变得相对有序。
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政村治”模式的实施，尤其是市场经济引领下打工经济的兴起，

农民的行动逻辑和公私观念发生了改变。取消农业税后，G 村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受到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人们的理性化趋势明显。村中的老年人普遍认

为，现在的人不同于以前了，精于算计、斤斤计较，不如以前好相处了。村中的年轻

人长期在城市生活，他们与其他村民的关系日益疏远，人情往来、日常走动减少，生

活日益私密化。与此同时，村民大家庭内部的交流也在减少，很多年轻人长年不回

村，代际关系减弱，父母的地位受到冲击，家庭结构变化明显。由此带来的是村庄社

会的原子化以及家庭的核心化，年轻一代对村庄的认同感较低，他们不仅不再关心

村庄发展和农业生产，而且希望通过各种机会离开村庄。村中“私”的单位日益缩

小，“公”的观念、集体意识日益淡化，“强私弱公、公私分明”，农民难以组织起来，不

关心公共事业，甚至为了个人方便破坏公共设施。最为鲜明的例证是村中的公共水

利设施破坏严重，一家一户打井灌溉成为常态。
( 二) 社会图景: 从熟悉到半熟悉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熟人社会

中，农民始终与土地打交道，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都与最为熟悉的土地捆绑在一起，

101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



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流动性极低，长年累月的面对面的互动，使得村民非常熟悉，相

互之前信息透明、知根知底。人口的低流动性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也使得交往预期

具有长远化，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就像 G 村的老人所言，一旦谁背信弃义，或者为人

太差，久而久之，就会在熟人社会中被边缘化。因此，熟人社会必须注重长远，讲究

人情和诚信。可以说，在熟人社会中信息对称、人情往来及信任关系等构成了社会

的自主性基本秩序，让乡村社会成为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随着现代乡村的人口流

动增加，村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信息透明度降低。在 G 村，人们可能都知道老

张在广州打工，但只大概知道他在某工厂，具体干什么、生活状态等都不太清楚，老

张的面貌变得日益模糊，知根知底已变得不可能。村庄的熟悉化程度已经降低，公

共舆论变得弱化，不爱管闲事，关起门来过日子，已经成为村民为人处世的逻辑。人

们的交往减少后，信息越来越不对称，当下的农村社会已经变得“半乡土化”，社会关

联度降低，“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化”特征日益突显。
( 三) 治理秩序: 治权弱化与责任缺失

G 村属于普通农业型村庄，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消失，村组

干部干事的动力下降，很多村组干部也开始外出务工。而且，G 村的集体资源较少，

利益密集度不高，村民也缺少参与竞选的动力。在 G 村，年轻人基本不愿担任村干

部，而且也不关心村庄选举与治理，他们更愿意去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因此，村干部

一般由在家务农的中老年人担任，他们的土地耕种规模都较大，一般能够达到 20 亩

以上，而且在村庄中生活时间较长并有一定的威望。即使这样，村干部的工作开展

也比较难，在各种公共事务决策中，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参会人员因为难

以达到规定人数，很多问题都难以决策，上级政策也难落实。取消农业税后，物质

性、权威性和人力资源都不存在，基层组织的治理资源缺失、认同度下降，使得乡村

基层组织的治权弱化［13］。在 G 村的纠纷调解、农业生产等环节，村组干部由于缺少

治理资源，对很多事务的处理显得有心无力，他们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治理责任都在降低。随着村干部参与度的降低，村民也很少主

动找村干部，村民与村干部的接触逐渐减少，关系开始疏远。农业税费时期，农民的

税费存在被基层组织蚕食的风险，因此，农民对农业税的使用有着天然的关切。如

今不同了，“反正又不是我的钱”，因此，谁也不愿成为“出头鸟”，而是抱着“高高挂

起，事不关己”的心态［14］。很多村民在村庄之外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他们长

期在外流动，对村庄中的公共事务关心度逐渐淡化，对村庄发展缺少热情。税费改

革、农民流动、治权弱化以及干群关系的疏远，让村庄治理的主体、资源、责任和担当

都在减弱。G 村虽仍然保持着相对平静的格局，但治理已经呈现出松散化状态，治

权弱化以及责任缺失问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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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流动下的乡村基础变化

乡村社会基础主要是由经济、价值以及制度等要素构成，是乡村秩序生成的前

提。在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发生剧烈变动，承载变化的基础架构

尚未形成，而乡村社会已经步入快速转型的现代化体系中，尤其是家庭收入结构变

化明显，对农民价值认同、乡村社会结构、政策实践逻辑带来剧烈冲击。
( 一) 收入结构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土地经营是 G 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仅能够解决吃饭问

题，而且可以通过卖出农产品获得少量的货币收入，这样既可以维系基本的生存安

全，也能够应对人情往来的支出。而随着人口向城市的加速流动，打工经济的快速

发展，G 村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务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外出

务工收入的增加及城市生活的诱惑，大量的年轻人开始脱离土地举家外出务工，村

庄中只有留守老年人和儿童。这样就构成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模式，即年

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工资性收入，中老年父母留家耕种土地并辅以家庭副业

获得粮禽蛋奶等农产品和部分现金收入，一个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两份收

入［15］。年轻夫妻两人都外出务工，除去各种开支，一年约有 4 万元左右的收入。老

年人在家种田的大家庭，一般有 10 亩左右土地，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费用，

每亩收益能够达到 1200 元左右，总体也会有 1 万元左右的收入。这样大家庭的生

活就会相对舒适，老人种田既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也能够替年轻人照料孩子，让他们

有足够的精力去打工。因此，村里谁家孩子能够获得一个高工资的工作，老人就觉

得很有面子，一旦孩子不上学就会催促他们进城赚钱。但是，近几年来务工收入的

增加并没有改变普通村民的经济状况，村中富裕农户的生活状态以及城市生活的刺

激，让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不断增强，攀比心理突显，具体表现就是他们的房子不仅盖

得越来越气派，而且家电也要求高档的，其他各种人情往来开支也不断增加。父母

一辈子的积累都用来给孩子盖房结婚，而子女打工的收入也即时消费掉。这主要是

因为受到消费主义、个体主义等冲击，使年轻人的消费观发生扭曲，务工收入不仅没

有积攒下来，还需要父母补贴。如果经济形势不好，难以获得稳定工作，会给进城务

工年轻人的收入、价值观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也给大家庭带来更多的负担。而一

旦他们在城市难以生存，返乡后又适应不了乡村的生活状态，也会影响到村庄的秩

序。
( 二) 价值基础的变化

传统社会人口流动程度低，在静态的乡村内部，宗族、家庭构建起了传宗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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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香火的价值认同，并以此塑造了村庄社会的道德秩序、舆论体系等等，在村庄治

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人财物资源不断流出，对传统社

会稳定的系统带来了剧烈冲击，尤其是村庄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巨变。贺雪峰认为，

中国农村的价值由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构成。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们生存根

本意义的价值，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个人

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16］。随着个

体主义、自我实现价值认同及不完整的权利观念的进入，原有的通过传宗接代将个

体意义无限传递的永恒意义受到冲击，逐渐被当作落后的观念予以抛弃，旧的观念

虽然难以嵌入现代世界的发展轨道，但新的关于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的价值尚未建

立，以至于基础性价值仍然处于缺位状态。同时，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聚焦，使人们之

间的交往更加利益化、理性化，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推而广之也不知

道如何对待自己的邻居和同村人［17］。G 村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不再认同传统的价值

体系和道德规范，村庄文化活动、红白喜事也参与较少，他们更注重的是利益交换，

追求外在和当下的东西，“说得起话、办得了事”才有面子，更加在乎他人的评价。由

于本体性价值的缺位、传统规则的失效，导致很多年轻人性情急躁、办事没有底线、
情绪极端化等等，个人行为缺少外部制约和自我规制，也必然导致村庄中出现各种

非理性、极端的且不可理喻的事情，G 村曾经出现的各种地下宗教、极端化的暴力斗

殴事件就是典型。没有本体性价值的规制，社会性价值发生扭曲和异化，也导致农

民行为的“非理性”。因此，国家不仅要关注乡村经济发展，更要注重乡村社会核心

价值观的建设，加强农民行为的规范和引导，重塑“后乡土时代”的乡村价值体系。
( 三) 政策基础的变化

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规则，也是政策实践的基础条件。古代国家对乡村的渗

透能力有限，并没有实现直接统治，更多依靠士绅主导的宗族组织进行自治，确保中

央到地方各项制度、政策的有效执行。而以宗族为核心的管理构成了一种“地方性

自治秩序”，这种自治化的地方秩序和国家正式制度看起来是相互冲突的，但在实践

中却并没有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地方士绅起到了缓解和转化的作用。进入现代国家

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承接了传统的自治理念，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以实现国家

对基层的有效治理，村民实现民主管理，使自治更加规范、科学和有效。以农民为主

体力量的自治，让国家政策的落实有了基层承载，农民的组织和管理有了保障，这

样，乡村治理、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才有保障。而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及其预期

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尤其是人口快速流动对村民自治影响较大。在城市承

载力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没有获得市民待遇，与此同时，其在村庄中

的民主权利也逐渐弱化。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很多村民已经不再关心村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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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甚至主动放弃选举，对资源使用、政策执行情况关心度降低，对村庄治理的漠不

关心。自治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参与度的降低使村民自治制度名实分离，这也给

一些外部势力进入提供了机会。如 2016 年 G 村面临拆迁重建新社区的可能，村庄

的利益有可能增加，以至于一些离开乡村的经济精英、灰黑势力都在跃跃欲试。这

些力量参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村庄的建设与发展，而是为了获得村庄拆迁中潜在的

利益资源，这些可能会使乡村治理陷入到更大的困境中。而利益密集地方灰黑势力

的介入非常普遍，普通村民则被经济资本和暴力资本完全排斥在村庄权力和公共事

务治理之外，村庄彻底变成“精英”势力的逐利场［18］。自治主体的缺乏、自治制度的

虚化也使政策实践出现了各种偏差和问题，如农村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的虚化等都

是自治制度弱化的表现。各种有着大量关系资源的外部力量一旦进入，就会持续挤

占村庄传统权威自治空间，基层治理就会变得越来越灰色化，村民自治变得虚化，自

治能力逐渐弱化。自治制度及其实践的偏差，造成政策在执行中的制度基础缺失，

进一步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给基层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四、乡村社会有序治理的路径创新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架构中，人口流动使乡村社会变迁剧烈，长期的外部流

动与村庄社会逐渐疏离，传统的规则秩序难以延续，新的治理架构还未建立，出现了

农民价值的失序、村庄凝聚力的下降及乡村治权的弱化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村庄

社会变迁的现实出发，从村庄价值培育、治理体系的塑造、自治制度的完善等三个层

面入手，完善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维系好乡村社会秩序，实现乡村社会

的有序发展。
( 一) 价值培育: 构筑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

人口流动使得农民长期生活在城乡二元化的时空中，他们在城市打工或经营的

文化原则与他们在乡村的家庭生活文化原则实际上是断裂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让他们具有两种迥异的价值和裂变的文化认同［19］。G 村的年轻人长期在城市务工，

喧嚣的城市生活让他们传统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逐渐淡化，虽然城市为他们提供了

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但他们对城市依然缺乏归属感，也难以获得完整的城市价

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弥合城乡断裂产生的价值失序问题，建立

起农民的新型价值观，形成农民的价值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一是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通过新的形式和载体，深化对

乡村道德、规范、人情、礼俗等文化资源的运用，并将其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生产

中，内化到村民的具体行为和处事原则中，减少因流动产生的陌生化和疏离化，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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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村庄团结、制约失范行为以及村庄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持续增强乡村社会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提升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借助各类社会组织塑造乡村公共文

化，建立基层社会的内生规则和价值体系。在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的状况下，以村庄

老年人为主体，建立老年人文化协会，将“散落”在村庄各处的原子化的老人组织起

来，让他们在村庄文化活动开展、纠纷调解、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此活

跃乡村的公共文化。老年协会的成立与运作，村庄文化秩序的改变，能够潜移默化

地影响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进而促进村庄社会实现一种“文化”的治理［20］。这

样既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也能推动乡村价值观念的培育、乡村文化的建设

以及社会团结的实现。
( 二) 体系重塑: 构建基层治理主体和治理责任

乡村人口的外流导致村庄治理主体缺失，尤其是村庄内生权威和主体力量日益

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深入挖掘村庄中的内生资源，培育内部的基础性力量，构建

起适应转型农村的治理体系。一是培育基层治理的新型主体力量。G 村虽然人口

大量外流，但仍然有 10%左右的富足劳动力不愿意或者无法离开农村，他们的土地

经营规模一般在 15 亩以上，收入在村庄中居于中等水平，是村庄中的新生中农群

体［21］。他们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都在村庄，收入水平也不低于外出务工农户; 他

们关心村庄公共事业和农业生产，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是村庄秩序维系、社
会关系构建及村庄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充分吸纳这些新中农参与村庄治理，加入到

村级干部队伍中，调动他们在村级治理中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村庄社会

关系改善及基层秩序维护中的作用。二是塑造乡村治理责任和治权。农业税取消

以及乡镇机构改革，使乡村治理责任和能力减弱，加上农村人力物力资源的不断外

流，乡村秩序紊乱问题突出。为此，必须完善基层考核机制，明确基层的治理目标、
方式和任务，并进行一定的资源输入，确保农村基层组织能够有能力调动村庄资源、
开展村庄事务、完成乡村治理目标。特别是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合作社运营

以及乡村公共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乡村经济社会面貌，树立绿色、生态、和谐、善治的

美丽乡村。农民就会更加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就会认同基层干部的行为和价值，

树立起乡村治理的内生权威。基层干部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会促使他们放弃外

出务工的打算，增强治理责任和担当意识，并内化为服务乡村建设和村民的价值观

念，把乡村治理作为分内工作，从而尽职尽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农村基层治

理责任生成机制，基层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就能够有效化解，善治的治理目标

就能够实现。
( 三) 机制创新: 构建新形势下的村民自治体系

外出务工农民长期生活在村庄之外，对村庄选举参与热情不断降低，村民自治

601

2018 年第 1 期



就会沦为形式化的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治理功能就会在很大程

度上被弱化和虚化［22］。为此，研究者认为可以对村干部实行公职化管理［23］，或者是

维持村级自治组织的半正式组织状态，延续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正式基层治理模

式［24］。当前来看，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也在不断成熟，因此，既

要利用好这个制度资源，对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也要挖掘乡村社会的本土资源，借

鉴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实现两者的融合互通。一是对村民自治进行规范和完善。村

民自治不仅是指民主选举，还包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及其他权利。
因此，相关自治法规的制定不能只从村组织职能的设定和运行出发，还要立足于基

层群众自治功能的发挥，从而更好地设计相关法规、制度和政策。同时，也要注重国

家行政力量引导功能的发挥，因为村民自治主要以村庄选举和运作展开，村民对自

治的认同也主要以党政体系为对象，为此，县乡政府要加强对基层选举的规范和监

督，严格选举程序，确保选举结果的公平和公正。二是着力探索适应变迁乡村的自

治模式。中国的区域差异明显，要因地制宜，结合地域文化实际，创新基层的自治模

式。如成都模式，通过实施政府引导、村民议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执行的方式，让

村民参与到村庄自治体系中，实现了村民自治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衔接［25］。议事会

统筹村庄资源使用，并监督村庄选举，确保各事项的公平和公开。议事会一方面可

以动员村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和活动中，实现常态化的自治; 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收

集和反映村民的实际需求，实现资源输入、政策制定与村民需求偏好的对接，提高资

源使用效率，确保决策的高效落实。无论是村民理事会、议事会以及其他地区的特

色模式都蕴含了明显的地域文化，这些自治组织的成员都来自村民的推荐或选举，

都是村庄内部的积极分子或有威望者，他们做事公平、公正，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在

村庄中的带动和引导能力较强，而且得到政府的扶持和推动，这些内生权威力量能

够在自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说，村民自治的虚化与人口外流带来的“非农化”密

切相关。“非农化”使农民与村庄利益关联度降低，缺少利益连带必然降低村民自治

效果。可以借鉴成都等地区的治理模式，回归乡村本位和乡土文化，从村庄的社会

基础中寻求出路和创新，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让村庄内生资源和力量参与到村庄

自治结构中，实现有效的自治和管理。同时，要加强村民自治的开放性，并结合区域

实际和资源结构，吸纳各方面力量参与村庄发展，让内外力量有效联动、和谐互动，

实现传统自治资源与自治制度、权威治理与参与治理的有效衔接，构建起多层次的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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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ew － type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rule of law; local legislation; protection
standard; separation of interests; long － term mechanism

Peasant Migration，Transition of Order and the Ｒeinvention of Ｒ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Village G in Henan Province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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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villages shut themselves out of the world with rare migration．
Villages’internal rules and mechanisms maintained the order of the society，thus rural governance was
stable and in order． However，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tate especially with accelerating
peasant migr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re hav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original val-
ues，social recognition and behavior patterns，as well as in the foundations for economy，value and pol-
icy，which has great impacts on rural governance． As a result，the original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unable to adapt to the transition，arousing numerous problems． To adapt to the tremendous changes，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ural society to start from the realit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dig out its own re-
sources through cultivating values and innovating mechanisms，integrate the goal and measures of na-
tion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 a new － type governance system adaptable to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peasant migration; transition of order; rural governance; rural area;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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