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

□ 张丙宣 华逸婕

内容提要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提升乡村内生能力。 基于激励结构与内生能力的分

析框架，本文分析了赶超战略时期的乡村衰退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的发生机制。 研究发现赶

超战略中以 GDP 为中心的激励结构造成了资源的错配和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 导致乡村衰

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制度建设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乡村内生能力，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虽然有时空差异，但是，应该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转

变，从经济发展向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转变，需要依赖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和乡村资源禀赋结构

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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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改革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起点，新

民主主义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 改革开放从

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开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再次从农村出发。农村改革从来不是孤立的，
它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大提出

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再次成为我国改革的前

沿。然而，当前的农村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农

村，那时农民和农业是国家的支柱；当前的农村也

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 那时农业的地位虽

然被工业取代了， 但是绝大多数农民仍然居住在

农村。当前，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

化为特征的乡村，毫无疑问是衰退的，这是不争的

事实，那么，乡村是如何衰退的？新时代，乡村如何

振兴？ 这是本文探讨的两个问题。
现有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 一是

行政化。 通过政党下乡将乡村整合为高度组织化

的政治社会，①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村庄根据行政

命令，生产粮食，②去集体化之后，地方法团主义推

动了乡村工业化，③行政驱动的运动式治理依旧盛

行。 ④二是乡村制度建设。 梁漱溟主张依靠教育手

段，重建社会组织，引入现代科学来复兴乡村，⑤村

民自治制度、⑥村务监督制度、⑦县乡村治理结构调

整⑧是关注的重要内容。 三是市场化。 科斯等人认

为农村的边缘革命，⑨自下而上的农村市场化改革⑩

和资本下乡解决了乡村经济、就业等一系列难题，輥輯訛

是振兴乡村的手段。
需要指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研究应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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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三种思路的基础上， 因为每种思路不仅被

学界反复论证， 而且被政府运用于乡村治理的实

践中。 然而，乡村的行政化抑制了乡村制度功能的

发挥和乡村社会的活力，造成乡村制度的空转，资

本下乡带来了新的圈地运动。輥輰訛乡村挫败根源在于

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所设计的激励结构造成乡村

资源的错配和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 因此，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提高乡村的内生能力。
与以往侧重于阶段性研究不同， 本研究把乡

村置于国家战略的实施和转型过程中， 从资源禀

赋结构的角度考察乡村兴衰的发生机制。 为此，本

文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激励结构的设计及其运

行，激励结构对乡村内生能力的差异性影响，探索

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 在结构安排上，首先建立激

励结构与乡村内生能力的分析框架， 接着运用该

框架分析赶超战略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两种不同的乡村发展路径， 最后讨论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二、激励结构与乡村内生能力：一个分析框

架
政府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机制。 乡村发

展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 虽然，新古典自由

主义强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不反对政

府的必要干预。 然而，在乡村发展中，市场和政府

作用的发挥不是随机的， 而是受到国家发展战略

的影响。 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

结构内生于其社会资源禀赋结构， 持续发展需要

依赖技术创新和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根据新古

典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本文假定在任意时刻，一

个地区的社会要素禀赋是给定的，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社会禀赋结构是可变的； 社会要素禀赋结构

决定一个地区最优的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的不断

升级，要求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輥輱訛这里的社会资

源禀赋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性

社会制度的创新等。 因此， 最优发展战略是内生

的。
一个地区发展战略的升级， 要求推动社会资

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主要通

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 然而，技术创新和

制度创新需要条件，其中，激励结构和社会内生能

力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两个关键变量。
在缺少创新的激励结构或者社会内生能力的条件

下， 仍然可以通过从外部引进技术实施地区发展

战略。 但是，从外部引进技术实现发展战略，如果

不能通过激励结构的设计， 激活地方社会内生能

力，那么，这种发展不可持续。 因此，一个地区发展

战略的升级需要通过激励结构的设计与调整，激

活、开发和持续维护社会的内生能力。
在地方发展中， 现有研究十分强调激励结构

的重要性。 其中，干部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为地方

干部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直接动力，輥輲訛充分调动地

方政府及其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戴

慕珍的“地方法团主义”、輥輳訛周黎安的“官员晋升锦

标赛模式”輥輴訛均强调激励结构为地方发展提供的强

大动力， 輥輵訛推动了乡村工业化輥輶訛和快速城市化，輥輷訛

“把激励搞对” 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輦輮訛然

而， 现有研究过度强调激励结构调动地方政府和

官员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而忽视社会的内生能力

与活力的重要性， 否则， 过度激励官员而不是社

会，必然会导致行政化和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抑

制社会活力。 因此，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所需要的

激励结构不仅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有效， 而且要对

整个社会群体有效。
内生能力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源。 林毅夫将

这种能力界定为一个企业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

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竞

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輦輯訛

乡村内生能力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乡村系统

的自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 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获

取能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輦輰訛也有人认为它是适

应而不是稳定。輦輱訛这种能力包括经济发展（譬如，资

源容量和多样性， 资 源 公 平 分 配 和 社 会 的 脆 弱

性）、社会资本（譬如，社会互动关系网络和共同体

的纽带与承诺）、信息沟通以及集体行动能力（譬

如，集体行动和决策的能力，集体效能和赋权，适

应能力）等。 輦輲訛

需要指出， 激励结构与内生能力并非总是同

向的。 激励结构既能够抑制社会的内生能力，也能

够激活社会的内生能力。 激励结构抑制社会的内

生能力， 这种发展属于外生性发展或行政驱动的

发展；激励结构激活或推动社会内生能力，这种发

展属于内生性发展。 后文将用该框架分析我国赶

超战略时期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两种不同结果的

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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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赶超战略中的乡村：
以 GDP 为中心的恶性循环

从 1949 年到 2010 年前后是中国赶超战略时

期， 这里仅研究 1978 年到 2010 年这个阶段的赶

超战略中的乡村发展。 处于赶超战略中的乡村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GDP 成为衡量基层官员和村干

部工作能力的最重要指标， 基层政府和农村追求

短期经济指标的行为，促进了乡村工业化，同时也

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 村民自治制度的过度行政

化、 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弱化和乡村资源的外流

等恶性循环。
（一）以 GDP 为中心的赶超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

转变到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为发展经济，国家

相继调整了财税金融管理体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

部署，即到 1990 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 世纪

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 21 世纪中叶人民

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四大提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这些目标都要

依靠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实现。
在赶超战略中，GDP 是衡量经济水平的主要

指标。 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

段：20 世纪 80、90 年代， 基层政府和村庄大办乡

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的工业化，带

来了乡村的繁荣。 同时，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

制，赋予农民经营的自主性，增加了粮食和农产品

的产量，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农村农民也最早获得

改革的红利；建立村民自治制度，赋予农民参与村

庄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輦輳訛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以后， 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 财政税收体制的调

整，乡镇企业纷纷改制或者破产，征地拆迁，经营

土地，招商引资，经营城市和辖域，成为地方政府

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 乡镇企业的破产导致村级

集体债务的激增， 征地拆迁导致基层官民关系的

紧张，乡村开始走下坡路。
（二）激励结构

为调动基层官员、 村干部和普通农民发展经

济的积极性，国家调整了干部管理制度、财税金融

体制等激励结构， 激励结构的运行具有明显的结

果导向的特征和累积放大效应。
这一时期干部管理制度从下管两级转变为下

管一级，财政从计划型公有制体制转变到包干制、
分税制， 地方政府通过人事任免控制地方金融机

构，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将 GDP 作为干部

选拔的指挥棒。 这些制度的调整赋予了基层政府

和官员巨大的自主权， 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产生

了干部企业家或机构企业家，激励官员发展经济，
为发展而竞争，为增长而竞争，为排名而竞争。 为

完成考核指标任务，获得排名靠前的位置，各级地

方政府对指标任务层层加码。 在经济发展任务的

巨大压力下，村庄不得不让能人治村、富人治村，
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 为在短期内多出政绩，
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层出不穷。 輦輴訛

包干到户、 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了农民行动自

主权和经营自主权， 他们不是选择继续留在农村

种田，而是选择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从事农副

业经营，或外出进城务工等；农民离开田园、农村，
热情地投入到工厂、 城市以及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中， 对城市经济生活的向往超过了他们对农业和

村庄政治的兴趣。
（三）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

以 GDP 为中心的激励结构欲达到的目标是

标准化的现代工业生产和整洁有序的现代城市生

活， 多样化的农业与乡村的地方性文化被视为现

代化的障碍，乡村被视为传统的代表，是现代的对

立面，从属于城市。 贫下中农从集体化时期“知识

青年”的导师，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眼光短浅优柔寡

断的小农， 进城打拼的农村青年成为工厂的廉价

劳动力。 在道义上，农村、农民、农业被认为应该接

受城市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洗礼， 成为被治理

的对象。
经济工作不仅是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 也是

村干部的中心工作。 过分强调村庄的发展功能，造

成了富人治村、能人治村，进而形成经济精英的政

治化，村庄承担着大量的行政职能，造成村民自治

制度日趋的行政化。 虽然，统一规范的制度取代了

复杂有效的乡规民约，制度上墙了、台账完备了，
但是，规章制度并未在农村生根，也不奏效。 事无

巨细的指标化、频繁的考核，让村庄疲于应付；村

庄有限的集体经济剩余满足不了政府不切实际的

项目建设，跟不上高歌猛进的城镇化的要求，乡村

张丙宣 华逸婕：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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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脱离了群众， 扼杀了基层社会的主动

性。 輦輵訛

需要指出，在赶超战略下，我国乡村的文化、
政治被弱化和边缘化了，农村人口的外流，社会网

络的破坏和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弱化， 乡村内生

能力的基础被瓦解了。 以 GDP 为导向的激励结

构，过度激励官员，将乡村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地方

政府不切实际的目标上， 而不是配置到乡村真正

需要的服务和内生能力的提升上， 激励结构运行

的扭曲，造成乡村治理的恶性循环。
（四）恶性循环的发生机制

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讨论了那些试

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原因， 他认为这是

一种强烈而固执的极端现代主义使他们对科技进

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需求的不断满足、对自

然和人类自身的掌控产生了强烈信心， 却如此忽

视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輦輶訛在雄心勃勃的赶超战略

中，GDP 主宰一切，也主宰着乡村，忽视了乡村内

生能力与该目标不一致的常识， 导致乡村不能自

理，需要依赖外部“输血”，乡村发展呈现出显著的

外生性和行政驱动性特征。
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乡村人口和产业的 “空

心化”，激励结构运行的扭曲，导致乡村制度错配

资源，产生诸如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輦輷訛加

剧了乡村的衰败。同时，激励结构的扭曲导致基层

官员和村干部的异化。 唯经济论的激励结构造就

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基层官员和村干部， 直接参

与到各种获利行为中， 也为基层官员和村干部的

寻租、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輧輮訛甚至是掠夺国有和集

体财富。輧輯訛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不足以支撑乡村资

源禀赋结构的转型升级， 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乡村

治理的行政化，增加了治理成本，为社会长治久安

埋下隐患。

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把科学发展和新

发展理念贯彻到治国理政过程中。 党的十九大指

出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并提出

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推进农村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以人民为中心，强

调包容性制度和乡村内生能力建设， 走乡村内生

性发展道路。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

与赶超战略以 GDP 为中心不同，新时代乡村

振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重新发现和找回农

村、农民，正视农村、农民在民族复兴中的应有价

值。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了农民是乡村振

兴的主体，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将乡村振兴落实到促进农民增

收，维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民的共同富裕，不断

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和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乡村的振兴应该是乡村系统的全面振兴，产业

兴旺、经济繁荣固然重要，乡村社会的精气神也是

振兴的重要内容。 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不仅

强调乡村的经济功能，还强调乡村社会的政治、文

化、生态、社会等价值与功能，因此，乡村振兴是乡

村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工程系统、道德价

值系统、生态系统的整体再造。
（二）激励结构

在激励结构的设计上，与赶超战略时期相同，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依然强调同时发挥好市场与政

府的作用；与赶超战略时期不同，新时代的乡村振

兴强调建立包容性制度， 运用包容性制度激活主

体、要素和市场，让农村的集体土地、资产量化，进

入市场，使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推动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指出乡村振兴的制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

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且长久不变， 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续

30 年；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保护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保

护土地经营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金融化。 二

是农村土地制度。 通过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等， 探索农村

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分置，适度放活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的使用权， 将农村宅基地转变

为市场要素。三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将农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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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量化，集体成员身份确认，改革集体经营性资

产股份制，将集体化之后剩余的集体资源资产股份

化，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四是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以绿色生态农业为导向，建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

系，提升农业质量和竞争力，减少经营农业的风险。
（三）乡村内生能力建设

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要实现乡村的全面

振兴，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振兴。 全面振兴需要激励

结构激活和培育乡村的内生能力， 走内生性发展

道路。 从十九大报告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看，
乡村内生能力建设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包容性制

度建设来实现。
以科技创新推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

育乡村内生能力。 通过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实现农

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通过技术的

集成，形成新品种的培育、加工、营销，提高农产品

的品质和效益，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

供需关系，提高农业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市场需要

的优质高效的农产品。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培育

职业农民，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

者队伍，打破传统种养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 运

用互联网， 深化电子商务平台向农村延伸， 将农

村、农业、农民与市场需求对接起来。
以包容性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

民自治制度，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

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

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
优化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 调动村民参与村

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放管服

改革向基层政府和农村延伸，整合审批、服务和监

管职能， 建立服务农村和农民的便民服务体系和

综合服务平台。 减少行政化，减少政府对农村过多

考核、检查等，培育农村公益类互助类社会组织，
发挥农业志愿服务，发挥村规民约的约束力。

需要指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的关键

是乡村内生能力建设。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农村内生能力建设、 乡村振兴并不存在一刀切的

模式，如果有统一的模式，那就是因地制宜，尊重

农民。
（四）良性循环发生的条件

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持续

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持续发展？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輧輰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包

容性制度的建设輧輱訛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思路。全面

持续的乡村建设需要包容性制度与乡村内生能力

提升之间相互促进、不断强化的良性循环。
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的发生需要诸多现实条

件的支撑。 推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用法律维护农

民的权益，减少上级政府对村庄的行政干预，提高

村民自治制度的活力；全面收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

的权力事项，划清村级事务的边界，梳理村务工作

权力清单，明晰流程，规范小微权力运行机制和监

督体系。 发挥乡规民约的道德约束力，引导村民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建立以党组织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

五、讨论与结论

乡村的发展和振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

分，然而，以 GDP 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高歌猛进

的城镇化，带来了大拆大建和乡村的衰败，新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的帷幕刚刚拉开， 仍有

许多基础性问题有待解答，这里仅讨论四个问题：
哪些乡村能够振兴？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

兴应该走什么路？ 乡村振兴需要什么资源？
（一）所有的乡村都能振兴？
显然，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村都能振

兴。实际上，工业化城市化之后，社会生产、生活、文

化等功能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繁荣往往以乡村

衰退为代价。 繁荣与衰退由资源禀赋结构来决定，
在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未得到升级的乡村，即使有科

学的规划和巨大的投入， 依然不能保证它的振兴，
这是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然而，部分乡

村确实发展了，转变为城镇或都市。 能够复兴的乡

村必须确保资源禀赋结构的持续升级。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乡村发展

的差异化分布。 在空间上，靠近城市、市场的农村，
譬如城郊结合部，随着人口、资本、技术等资源的

流入，实现了要素的聚集和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乡村发展起来；而远离都市和市场的乡村，譬如偏

远山区，缺少外部资本、技术、产业的输入，并伴随

本地人口产业的外逃，资源禀赋结构恶化了，这样

张丙宣 华逸婕：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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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衰退了。 在时间上，乡村兴衰是个持续的动

态过程。 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了乡村的发展与繁荣，然而，
资源禀赋未能得到升级， 尤其是激励结构运行的

异化，乡村内生能力未得到持续开发，短期繁荣之

后开始走下坡路。 近年来，都市周边的山区农村，
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抓住美丽经济的机遇，优化

乡村资源禀赋结构，实现了乡村的繁荣。
（二）乡村振兴以哪些人为中心？
毫无疑问， 有创造力的农民是乡村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主体。 那么，仅仅依靠农民就能实现乡村

振兴？ 在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拥有分散小块土地

的农户对农村农业并不感兴趣， 赶超战略中的农

民也仅仅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对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激励结构进行积极响应， 但是，20 世

纪 80 年代中后期，与务农相比，他们更倾向进城

务工。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激励设计考虑的是农村

土地、房屋等的确权、流转以及市场化、资本化、金

融化，这就意味着，处于市场边缘的农民，并不是

乡村振兴的唯一主体。
能够对乡村发展和振兴的激励机制进行反应

的主体，都应该是乡村发展和振兴的主体。 在赶超

战略中的能人、富人治村，主要考虑能人、富人能够

积极回应市场激励，使乡村与市场交换，并从中获

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强调政府、新乡贤、技术专

家、企业家、创业者等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也

是因为他们能够对乡村振兴的激励结构作出积极

的反应。 当然，乡村振兴不应该像赶超战略时期那

样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因此，必须预防企业的圈

地、农民的被上楼，防止乡村成为资本的猎物。
（三）外生性发展抑或内生性发展？
外 生 性 发 展 和 内 生 性 发 展 是 乡 村 发 展 和 振

兴的两种道路。 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推动的外生性

发展是必要的， 这 也 是 我 国 赶 超 战 略 的 基 本 思

路。 然而，外生性发展是短期的，如果在外生性发

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逐步转化为内生性发展，那么，乡 村 的 发 展 将 难

以持续。
乡 村 的 内 生 发 展 既 不 是 乡 村 的 完 全 自 力 更

生，又不是政治口号，而是要干在实处。 乡村振兴

必须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 理

念，以人民为圆心，利用市场和政府的半径，为乡

村振兴划出更大的圆。 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市场，在

市场经济中乡村 必 须 提 供 市 场 需 要 的 服 务 或 产

品，实现城乡人口、产业、人才等市场要素的双向

流动。 乡村的内生发展要求转变政府领导的方式，
行政命令的方式已经难以奏效， 乡村振兴需要催

化型领导，来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輧輲訛催化型

领导旨在促成多元主体在沟通、信任、承诺、理解

和成果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輧輳訛尤其是对建立信

任达成共识和整个合作过程的持续维护。 輧輴訛

（四）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源：乡村的内生能力

乡村的发展和振兴需要资源的支撑，那么，有

资源就能带来发展？ 什么样的资源才能促进发展？
丰裕的自然资源往往是地区经济的“诅咒”，輧輵訛并不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源， 乡村的发展和振兴需要

持续的创新， 而持续的创新来自乡村内生能力的

支撑。
乡村内生能力是乡村社会的个人和集体的适

应性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

性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更需要加强乡

村的能力建设，在乡村层面上，把激励搞对，輧輶訛激

活、培育和维护社会的活力，采取社区驱动的发展

模式（CDD）輧輷訛和社区基础的发展模式（CBD），輨輮訛将

科技、社会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輨輯訛提高乡

村的内生能力，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再次成为改革的起点。从属于国家发展战

略的乡村如何才能振兴？振兴关键在于乡村内生能

力的提升。从 1978 年到 2010 年前后的赶超战略时

期，乡村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 在激励结

构中处于首要地位，导致基层政府和村庄片面追求

经济产出的短期行为，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的过度

行政化、乡村资源的错配、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未

能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和乡村内生能力的提

升，最终导致乡村治理的恶性循环。 新时代的乡村

振兴以人民为中心，从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来设计

激励结构，建设包容性制度和乡村内生能力，实现

乡村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走乡村内生性发展道

路。当然，新时代，地区资源禀赋结构的差异将造成

乡村振兴的时空差异， 乡村振兴的主体除了农民，
还包括能够对乡村发展和振兴的激励机制做出积

极反应的主体，乡村振兴需要通过资源禀赋结构的

升级，尤其是乡村内生能力的培育，逐步使得乡村

从外生性发展转向内生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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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要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资源
———“米提斯”知识与认识论的视角

□ 赵光勇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借鉴美国学者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认识论

概念，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内外”关系进行纯粹学理上的思考。 作者认为，乡村振兴的有序推

进，要有“米提斯”的理念：谨守国家干预的界限；尊重地方特色和差异性，避免标准化；尊重地

方性知识，激活和鼓励农民积极自主的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需要激活乡村社会内

生资源。 要将国家整体规划和地方自主探索结合起来，兼顾政策的普遍化与地方的差异性，鼓

励地方自主探索和大胆创新；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处理好乡村发展和农民发展的关系；寻找

乡村社会的比较优势。 更重要的是， 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将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富裕和社

会的繁荣，在国家力量“整理”社会的进程中，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地方行政机构

与乡村社会自治的互动模式，激活和培植乡村社会的“米提斯”，培育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进

而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米提斯 内生资源 国家的视角

作者赵光勇，政治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杭州 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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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

决当前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大举措。 乡村振

兴是“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农村建设项目

的逻辑推进， 也是新时代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全

局性的政策和纲要，是一个国家战略。 2018 年的

一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指导性意见。 可以说，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乎到

众多农村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 关乎到广大农村

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均衡发展，关乎到城乡

居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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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icraft Industry-driven Commerce，Small Business and Self-supporting Trade
———The Evolu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Commodity Economy in Wenzhou

in the Pre-industrial Period
Ren Xiao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economic changes of heterogeneous historical geographies helps to under-

st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more completely and accurately. In the pre-industrial era
of Wenzhou， there appeared a special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that differed from the general course of eco-
nomic change and its attributes in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regions. That is， the growth route of “Handicraft
Industry-driven Commerce”， the size convergenc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com-
mercialized agriculture and the artisanal workshop， as well as the two-way trade 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lf-supporting trade” is restricted by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erchants， the lo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the lack of credit relations. The
sluggishness of not being able to expand smooth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rkets， and the resilience of
marginalized survival in the long run.The contribution from Wenzhou’s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small tradi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constructed by the heterogeneous economic value system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autonomy， which complements partial horizon for the “grand history” of the process of commodity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handicraft industry-driven commerce； small business and self-supporting trade

Charity Law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Lv Xin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Abstract： The core value pursued by law is justice， while the core value of charity law is promot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It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harity law which constructs the earliest
social welfare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 poor law， but also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ity law which promotes
the re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charity by solving the qual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of the charity. If
looking on the charity law of China on perspective of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it is not hard to find that not
only the qualification issues remain to be resolved and a definition pattern in core of the public benefit needs
to be built， but also the implementation issues wait to be resolved and a specialize regulatory agency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o supervising the illegal act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lawful acts to ensure the legality of
charitable donation， charitable trust and charitable solicitation.

Key words： charity law； distributive justice； core value； charitable purpose； public benefit

Adaptation of Fair Use to the Digital Era
———A Study of Text and Data Mining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Zhou Lingling1， Du Jing2， Fei Xiaoyan3

（1.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 2. Zhejiang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Hanghozu 310053； 3.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Hangzhou 310025）
Abstract： The fair use legislation in the paper-based era has been unable to satisfy the multi-demand

of the digital era. As a newly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method， text and data mining has not only
been recognized directly by legislation， but also been proved the transformative nature in judicial precedent
by fair use principle provision.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legislation of text and data mining and the jurispru-
dential analysis， the fair use legisl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urgently needs direct and indirect legislation， spe-
cific and principle provis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tatut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Meanwhile， the orig-
inal goal of encouraging creation under the law should be the ultimate standard of the multi-build of fair use
legislation and the fair use principle provision should be developed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Key words： digital era； text and data mining； fair use； adaptation

Incentive Structure， Viability and Rural Vitalization
Zhang Bingxuan， Hua Yi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rural vitalization is to enhance rural viability in the new era. In the framework

of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viability of vill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rural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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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ession in the period of catch-up strategy and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t concluded that the GDP- orient-
ed incentive structure of the catch-up strategy had resulted in the mismatch of resources and the weakening
of rural viability and the rural recession， the inclusive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the people-centered tried to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pgrade viability of village in the new era， this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rural viability ha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there was difference in
space and time in rural vitalization， it should shift from exogenous development to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over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ural vitalization relied on the update of
rural viability and resource endowment.

Key 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viability； resource endowment

Activating Endogenous Resources of Rural Societ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nd Epistemology of “Metis”

Zhao Guangyo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con-
cept of the epistemology of “metis” that put forward by Scott， a scholar of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a theo-
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orderly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avoid several misunderstandings to keep the
limits of state intervention， respe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no standardization， make use of lo-
cal knowledge， and activate and encourag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dependently.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
tion strategy needs to be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in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s.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resources in rural society. We should combine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lo-
cal autonomous explo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olicy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local，
to encourage the local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bold innovation； respect the main status of the peasants，
prompt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s； and seek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a certain rural. More importantly，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not only be limi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sorting out” the society， the country “reshaping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adjusts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loc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rural social autonomy unit， to activate the “metis” of the rural society， cultivate the autonomy ability， and then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good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Metis； endogenous resources； seeing like state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Multilevel Paradigm
Jin Yanghua， Xie Jiangpei， Ding Yizhi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With the “hierarchy” property of research problems， using empirical methods a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ing， multilevel paradigm was emergent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d
four typical multilevel phenomena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hierarchical and clustered sampling， collective
events survey， longitudinal repeated measures，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eory and empiri-
cal exemplars of multilevel paradigm. Multilevel paradigm linked micro and macro researches， it will broaden
research views and facilitat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s.

Key words： multilevel paradigm； nested structure； social system；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ing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Five Streams Integration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Network Power： Analysi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Ma Xiangyuan， Li Qi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study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related with the re-
search in the field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system dynamics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the model of the sys-
tem dynamics integrated with the “Five Flows” is constructed. It regard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Flows”，
serving as the boos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yber -power， as a complicated social system with dynamic
change. The necessity of the information flow， the technology flow， the capital flow， the talent flow and the
material flow in the model and the theory of the system dynamics are elaborat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in-
teraction with and influences on the complicated structures of each main body and element in the interior
system， how the information flow， which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s the other four flows is well analyzed. Thus， some
strategies corresponding with advancing the cyber-power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network power strategy； five streams integration； syste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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