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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规民约的创新与重构
———以河北省临西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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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存在千年的乡规民约开始出现松动和转型迹象，急需加

以引导和重建。对此，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并在乡规民约中力求尊重和维护人民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我们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历程中，河北省临西县乡规民约的变迁颇为典型，可用以详细阐明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乡规民约在时代变迁中的创新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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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规民约，又称“乡约”，是由基层社会组织制

定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乡规民约产生于北宋时

期，初由儒学名臣吕大临兄弟创制，之后朱熹、王阳

明又对之加以创新和运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农村原有村民自治体系曾受到一定程度破

坏。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探索村

民自治的形式，由此乡规民约逐渐得到恢复和重视。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乡规

民约的重建工作更加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河北省

临西县的乡村治理工作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具有重要的样本价值。临西县从 2000 年开始在

全县 299 个村重新推行乡规民约这一社会治理形

式，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基本形成了较为规范的

具有治理意义的一套体系，对全县民事纠纷解决和

社会矛盾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全县社会矛

盾突发事件和信访案件逐年下降，至 2014 年实现无

一人进京上访。这表明，乡规民约治理模式的推广

极大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人

民信访》2015 年第 4 期以《乡规民约推进法治促和

谐》为题对临西县推进乡规民约的成功经验作了专

题介绍。
临西县乡规民约建设取得的成绩，是时代和人

民群众的切实需要，也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
本文试图通过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临西县乡规民约的

建设历程和借鉴其乡规民约的发展经验，为重新创

建中国农村乡规民约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提供借鉴，

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

进程。

二、临西县乡规民约建设历程

1．吕玉兰《十个为什么》为临西县乡规民约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临西县乡规民约的雏形要归功于吕玉兰的《十

个为什么》。吕玉兰，临西县东善留固村人，高小毕

业后回乡务农，历任东善留固公社社长、中共临西县

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正定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农

业厅副厅长。1994 年在她去世一周年之际，时任中

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写了一篇纪

念文章《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情回忆了他

在正定工作期间亲闻亲见的吕玉兰其人其事。正是

吕玉兰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在开展工作

中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奠定了临西乡

规民约建设的基础。
吕玉兰在 1966 年 6 月 14 日《河北日报》头版头

条发表的《十个为什么》，集中体现了她的工作方法

和思路。此文一经刊发，很快被《人民日报》和《解

放军报》转载。《解放军报》还加了编者按: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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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

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

该是这样的人。”［1］由此，吕玉兰和她的《十个为什

么》迅速轰动全国，成为当时全国学毛主席著作、听
毛主席教导的榜样。

综观吕玉兰《十个为什么》可以清楚地看到，乡

规民约的建立，首先要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基层党组织，这个基层党组织是由一个个“傻于

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2］( P909) 的党员组成;

是由一个个勇于担当、不怕“事儿”、善于讲究工作

方法的“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的党员组成; 是

由一个个带头实干、敢闯敢干的“关键在于身体力

行”的党员组成; 是由一个个注重理论学习、有坚强

党性的“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的党员

组成。吕玉兰和她的《十个为什么》为临西县的乡

规民约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之后的乡规民约

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2．1980 年代乡规民约建设开启临西村民自我管

理之路

1988 年，临西县仓上村制定了乡规民约，这在

全国来说都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制定乡规民约的

名义是“加强我村精神文明建设，把村貌民风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增强村民的法制观念，自觉地遵纪守

法”［3］( P373)。这份乡规民约是该村党支部和村民代

表委员会研究制定的，是村民自治的产物。其内容

主要包括公共资源管理、群众宅基地纠纷处理办法、
违法违纪或不当做法的处理办法等三类，共三章。
当时的公共资源主要包括柏油路、集体土地、集体用

材林和果木园等，尤其是柏油路的保护和管理最为

重要，单独列为一章。再就是宅基地纠纷的处理办

法，列为第二章。最后是对村民一些不当做法的处

理办法，列为第三章［3］( P373—375)。
乡规民约在当时之所以对上述内容作出规定，

主要是因为这些内容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很少出

现，改革开放之后出现较为频繁。“文化大革命”时

期罕见的柏油马路在 1980 年代出现在仓上村，乡民

格外珍惜，所以把柏油路的保护和管理作为第一章，

在村民之间加以约定。占用、污染、损坏柏油路及其

附属设施( 道旁树、电线杆) 等，均要加以罚款，或者

批评教育［3］( P373)。当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经济逐渐宽裕，各家各户纷纷自

建房屋，导致宅基地纠纷频繁发生，所以仓上村乡规

民约针对宅基地建房的标准( 长宽高、不得侵犯集

体和他人宅基地) 、宅基地及其旁边的树木所有权

作出相关规定［3］( P373—374)。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下的

村民行为，让村民自觉遵纪守法，维护社会良俗，专

门列有第三章作为约定［3］( P374—375)。
这一时期，乡规民约建设的特点就是紧紧围绕

村民切实利益进行。1988 年，仓上村乡规民约制定

实施之后，效果显著。
3．1990 年代的乡规民约补充及完善了经济、政

治和社会管理内容

进入 1990 年代，其他村庄纷纷效仿仓上村的做

法，根据本村情况和时代特色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乡

规民约。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东留善固村和前阎村

制定的乡规民约。东留善固村和前阎村的乡规民约

分别制定于 1995 年、1996 年。这两个村制定的乡

规民约在 1990 年代影响相对较大的，其特征就是在

内容和功能方面更加具有时代特色。1990 年代是

中国乡镇企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力发展集体

企业，鼓励发展个体企业》就成为当时乡规民约的

应有之义。其内容主要在于明确村办企业的产权、
宗旨、经营目标、经营原则，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和

帮扶个体户的政策措施等［4］( P4—6)。
当时，对于基层党组织在乡规民约建设中的作

用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加强党组织和村级组

织建设》概述了东留善固村的组织建设、党员管理、
村委会职责和工作机制、村民自治、监督机制等方面

的措施［4］( P20—28)。这一内容的出现，保障了村民对

基层政权运作机制的知情权，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

实现对基层行政的监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原

则，是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同时，对于农村乡规民约

执行也起到了信任以及和谐推进的作用。
《前阎村规范化管理若干规定》的基本内容与

东留善固村有很大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即增

加了《村务六公开》。所谓“村务六公开”，即公开财

务收支状况、定财提留情况、计划生育情况、收缴电

费情况、宅基地发放情况、干部责任目标情况。具体

操作办法是由村党支部作为领导小组，支部书记任

组长、支委干部任委员，由他们把须公开的事项列清

楚，然后由主管领导或者部门审核，之后再向村民代

表通报。村民代表提出意见之后，交由村民代表和

党员组成的监督小组管理，然后上墙公开［5］( P2)。这

套办法实际上赋予了村民对村务的知情权、监督权，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在这套操作办法中，

也有一些漏洞，即主管领导或者部门审核完毕之后，

村民即便提出意见，也没有提请主管领导或者部门

重新审议的权利。而且，监督小组成员中的党员也

是领导小组成员，如此如何对领导小组开展必要监

督呢? 这些都不利于村民自治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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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世纪以来的乡规民约过渡到农村现代治理

轨道上来

进入 21 世纪，村民自治成为时代潮流，2001 年

4 月 15 日，东留善固村制定了新的乡规民约《东留

善固村村民自治章程》。与 1990 年代的乡规民约相

比，新的乡规民约有以下创新: 即加大了民主管理、
财务管理、文化教育和监督机制建设的分量和内容，

章节与内容安排上的创新反映了时代变迁，村民自

治成为时代关键词，这些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措施

和规定都是 21 世纪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一大

创新。此外，把 1990 年代乡规民约第三章第五节

《文化教育》独立为一章内容，实则反映了科教兴国

战略在乡村社会的重大影响［6］( P34—36)。这部新的乡

规民约还把“玉兰精神”写入，突出了党员干部的党

风和作风建设作用。吕玉兰逝世后，东留善固村干

部、群众继承和弘扬“爱国为民、艰苦创业、求真务

实、无私奉献”的“玉兰精神”，沿着吕玉兰未竟的事

业而奋力拼搏，使全村各项工作年年都迈上新台阶。
这次写入“玉兰精神”，就是为了“激励干部群众的

斗志，保证我村旗不褪色、人心不散、信念不倒、志向

不移，为尽快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秀美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6］( P40—41)。为了保证党员

干部接受群众监督和为人民服务，又保证他们在退

休之后有一定的生活保障，这次修订新的乡规民约

规定村干部年满 55 周岁必须退休，在职期间个人不

准经商做买卖，配偶和子女不准进领导班子; 同时规

定，退下来的作业区以上干部，根据任职年限、职务、
贡献大小，经村民讨论同意，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

贴［6］( P42)。
这次修订还补充了很多新时代内容。近年来，

国家鼓励土地大面积流转，前阎村针对这一内容作

了规定。新的乡规民约第一章《土地管理》第八条

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增多，老幼病

残无力耕种，支持鼓励土地大面积流转，在村委会监

督下执行［7］( P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养村保

险是 21 世纪推行的惠农措施，新的乡规民约将之列

入第二章《公共事业管理》中加以限定。与 1990 年

代不同的是，《公共事业管理》中删去了原来关于村

办企业的内容［7］( P3)。与此同时，村务公开的力度更

大了，由原来“村务六公开”代之以新的“村务十四

公开”，涵盖了村庄行政事务的大事小情，覆盖面更

加全面［7］( P3—4)。
综上所述，21 世纪以来的村务公开有了明确的

操作办法、全面的公开内容、具体的公开时间，保证

了村务公开常态化、透明化，是一项伟大创举。村务

公开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村民自治权利，更加体现为

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这与“玉兰精神”和 1980 年

代、1990 年代乡规民约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三、临西县乡规民约的特色

1．乡规民约的有效性来自对村民利益的合理合

法保护

30 年来，临西县乡规民约的内容历经四次大的

改革和完善，每一次变动都反映了村民对自身利益

合理合法保护的诉求，也是乡规民约得以执行的基

本保证。由此我们看到，从 1960 年代的亲民爱民、
1980 年代村民宅基地权利的保护，到 1990 年代村

办企业的管理和 21 世纪村民对村务知情权利的规

定，无一不是围绕村民各种权利的保障而展开制定

和完善的。
2．乡规民约的目标性始终指向村民利益

习近平指出，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是乡村治理

的根本。由此就为乡村治理指明了建设方向。临西

县通过几十年的摸索，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地村

情民情并切实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这就是以乡村

精英为基础，以乡村文化为手段，以保障和改善村民

利益为目标，以乡规民约为手段的治理模式。这一

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为民、富民的目标指向。
3．乡规民约的合法性是乡村各方利益整合的结

果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保障农村

社会安全有序是先进社会治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政府要做到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的各方面利益诉

求，协调好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纷争，减少冲

突的出现［8］。实践证明，乡规民约就是解决和协调

冲突的一种较好的手段。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乡

规民约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农村生产方

式的转变而转变。比如，从集体生产到承包生产、从
农业生产到乡镇企业生产、从土地承包到土地流转

等历史性变化，均会导致农村出现一些新问题和新

矛盾，正是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出现，使得原有乡规民

约不能够满足乡村自治的要求，从客观上需要补充

和完善原有乡规民约内容，一次次补充正是解决新

问题和新矛盾所需。乡规民约之所以得到有效贯彻

和执行，与村民对民约的认可密不可分，更与乡规民

约对村民问题和矛盾的有效解决紧密相连。
4．乡规民约的实践性在于凸显时代性

在临西县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之所以发挥着

巨大调解作用，与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民主化

和现代化的要求相契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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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切实关系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

题的最接地气的一种调解手段和治理手段，是农村

现代化治理中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积极参与的新方

式。
5．乡规民约的基础性在于信任

信任是与文化及社会结构相关的一种社会现

象，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以及乡村治理的基础性

条件，而乡村治理尤其需要构建一系列信任来推动

其实践。作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形式，乡规民约是获

取村民信任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比如，临西县乡规

民约内容的形成，一是来自于历史积淀; 二是来自于

村民传统的习成; 三是来自于村民领袖( 长辈) 的推

进; 四是来自于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执行。所以，农村

中的乡规民约既有历史传统，也有文化积淀，加上村

民领袖的权威推进，使得乡规民约获得了村民的基

本信任，这是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得以有效推行的

重要基础性条件。当然也要看到，在当前之乡村，一

种普遍性的不信任氛围在广泛渗透，村民之间、村民

与村干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膜，致使乡规民约有

时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在乡村治理中尤应注意

的一个问题。所以，乡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中的一

个手段，还必须与其他手段如法治、教育、文化等相

结合，以形成立体交叉式的综合治理框架。

四、反思和镜鉴:

临西县乡村治理模式的样本意义

通过几十年的摸索，临西县最终找到了一条适

合本地村情民情并切实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这一

模式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
1．“农 村 要 发 展，农 民 要 致 富，关 键 看 支

部”［9］( P190)

乡村基层党支部的作为，就是“要原原本本把

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

们过上好日子”［9］( P190) ; 就是通过与村民委员会联合

制定乡规民约，以互相监督、分权制衡的方式实现党

员干部和群众的自我约束及自我管理。村民委员会

代表村民集体的利益，村党支部则代表党组织意愿，

基层组织通过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联合制定乡规

民约这样一种类似于公共契约的社会治理形式，可

以明确划定公私权力的边界和范围，有效保障公民

权利，提高行政效率和治理水准; 同时，可以最大限

度地维护执政党的执政权威，使村党支部在引领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发挥其关键作用。东留善固村

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前阎村制定村务公开的过程，

恰是乡村基层党支部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

具体体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

层社会治理格局，这决定了基层党支部在社会治理

创新过程中的政治核心功能。结合临西县的本土经

验，我们认为，在未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党

支部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重要主体，不仅应该发

挥权力的监督者、民意代表者、民怨倾听者的作用，

还应该发挥政治领导者、治理创新的引领者作用，在

基层社会变革和治理创新中主动带领基层干部群众

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使其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
2．通过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推动基

层民主法治建设

东留善固村以探索和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为

重要目标，制定乡规民约《东留善固村村民自治章

程》，加强了民主管理、财务管理、文化教育和监督

机制，成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一大创新。前阎村

制定“村务十四公开”，使村务公开有了明确、具体

的操作办法，有效保障了村民“民主监督”、“民主管

理”的自治权利，对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发挥

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作用和机制保障作用，成为基层

治理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在中国基层治理的传统经

验中，乡村能人和村干部主导着基层治理过程，其有

利的方面在于维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稳定，保证了基

层社会治理的效率，但也存在不依法依规、治理方式

随意、治理效果能以界定，拉票贿选、村务专断，以及

优先保证个人利益和亲属利益损害村民权益等问

题，这些往往与现代民主法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向

背道而驰。临西县较早探索完善和创新的一系列村

民自治运行机制，对乡村治理由传统能人型向现代

村民自治和民主法治转变，具有重要引导和示范效

应。
3．发挥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治理中的

优势，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临西，吕玉兰《十个为什么》为乡规民约建设

和乡村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吕玉兰家乡东留善固

村明确把“玉兰精神”写入村里的乡规民约，以此突

出党员干部的党风和作风建设，具体体现为: 带领群

众改变落后面貌而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精神，以及

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1980 年代、1990 年代乡规

民约的基本精神与此一脉相承。“爱国为民、艰苦

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玉兰精神”，充分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激励干部

群众的斗志，保证我村旗不褪色、人心不散、信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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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志向不移，为尽快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秀美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这既是临西乡村治理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

色，也是推动临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和重

要优势。其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 传统治理资源

不仅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今也可

有效降低乡村社会的治理成本、提高乡村社会治理

绩效，进而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4．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有很强的人民性

和地缘性

临西县乡规民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探索农村

建设伟大历史进程孕育的新时代产物，是临西县共

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起大胆创新，在尊重人民当家

做主和党纪国法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既具有很强

的时代性，又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临西县乡规民

约经过了人民和实践的检验，说明了它在华北乃至

更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均具有很强的镜鉴意义。基于

此，我们有理由把临西县乡村治理模式看作是一个

成功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华北样本。
理论和制度创新只有中国化，才能更好地指导

和引导中国人民的实践; 理论和制度创新只有时代

化，才能更好地解决时代问题和矛盾; 理论和制度创

新只有人民化，才能更好地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

信赖。在临西县的乡规民约中，人民的权利越来越

受到尊重和维护，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

经济生活的强调也越来越丰富，说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

越来越快。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呼唤更多中国化、时代

化、人民化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如此，方能让亿万农

民共享祖国强大之福，共创社会和谐之景，共谋国家

发展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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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xi Rural Rules’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Zhi－qi，LI Jun－kui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 the changes of Linxi County’s rules and regula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ing up as an example，discuss the Chinese rural regulations＇ 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changing
times．This paper als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l of Linxi sampl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Linxi county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rur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basic spirit of
them both came from 1960s’village governor Lv Yulan ． In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se rur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se rules and regula-
tions，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get more and more respect，requirements for Party members and governors
are increasingly high，and the emphasis on economic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All of these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Linxi rural became more and more quick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this is also the meaning of“China dream”．
Key Words: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nxi County; rural rules;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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