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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更好地在广大乡村社会落地与有效执行，有必要从乡村社会内生的视角

分析乡村社会承接这一国家战略的社会基础。基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乡村社

会基础包含经济、组织和文化 3 个维度，其中乡村经济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物质面向，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基础

的精神面向，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网络面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乡村社会基础的 3 个维

度分别陷入困境之中，表现在“统分失效”导致乡村经济发展滞后，“动员失效”导致乡村社会组织基础羸弱，

“文化贫困”导致乡村社会文化基础不牢。因此，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指向，以经济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为可行路径重构乡村社会基础，使乡村归于主位，

唤起农民的主体意识，重建乡村社会内部力量，这样乡村振兴才能有所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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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great achievements has been made in the issue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in China．However，a number of problems remain unresolved as a result of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The aim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 board in rural de-
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vast rural society to undertake this national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ociety．Based on the re-
search paradigm of sociology，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ural social foundation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clud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y，organization and culture，in which the rural economy is a rural socie-
ty，rural organization is the network orientation of rural social foundation，and rural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orien-
tation of rural social foundation．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each of the three di-
mensions of the rural social foundation confronts difficulties，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failure of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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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leads to the lagging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ineffective mobilization”which leads to the
weak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and the cultural poverty which leads to a poor cultural foun-
dation in rural areas．Therefore，we should take industrial prosperity，ecological livability，local－style civiliza-
tion，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rich life as the goal，and take the economy，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feasible path．Only by structur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making the villages the center，arou-
sing the farm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rebuilding the internal power of the rural society can we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foundation; endogenous predicament; reconstruction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我国强

农惠农富农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乡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乡村民生全面改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显著加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然而，与

城市改革相比，乡村改革的成效却呈现出有限发展的特征。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

农业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但改革仍旧是偏重于城市发展的，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供给结构及供给质量有待优化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需

加强、乡村环境和生态问题突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等方面。在此种现实情况下，乡村

建设和乡村发展逐渐从国家制度、政策的边缘过渡到中心。从“三农问题”的提出到新农村建设、美丽

乡村建设，至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乡村治理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如何将乡村振兴战

略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措施乃至如何落地并取得良好成效，真正补足国家发展的短板，将成为学界、政界

持续研究的焦点。
从既有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文献分析中，我们发现目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在论述乡村振兴战略的

内涵、重要性、执行的关键点与具体路径等几个方面。就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而言，陈文胜［1］认为乡村

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机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体系。他认为，城乡统筹关

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城乡融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因素，故而，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理解为

以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为表征的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合作与有机配合。廖彩荣、陈美球［2］则从乡村振兴

战略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入手分析其科学内涵，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在深入

分析当下中国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战略举措，其总体要求即 20 字方

针，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城乡融合发展、农业乡村现代化、乡村土地制度改革、国家粮食安全、现代农业

三大体系建设、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乡村三产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等多个层面。就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性而言，朱泽［3］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正是对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关

期、城乡融合发展进入快速推进期、乡村治理进入转型期所呈现出来的众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方案，他

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将为推进我国农业和乡村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必将开创新时代“三农”
工作新局面。刘合光［4］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有效实施，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

现———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战略举措。就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关键点与具体路径而言，

刘合光［4］认为这些关键点集中表现在乡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上，为此政策执行中应集中关注“人、
地、钱”三要素，同时应致力于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育 4 条路径实现乡村振兴［5］。张

晓山［6］认为这些关键要素与具体路径主要集中在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生态宜

居乡村、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罗必良［7］则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明确，“人、地、钱”是主线，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乡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等体制机制是保障，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提高市场交易活力则是关键点。周

立、李彦岩等［8］则从日韩两国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认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该发挥六次产业

中的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促进乡村产业创造新供给，实现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
从已有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来看，对其内涵、重要性或者核心要素及实施路径的研究都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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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启发性，他们很好地从国家或政府的视角进行解读，也说明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

略，政府应扮演的主导角色。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对话互动的过程。乡村振兴

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在对乡村社会基础的正确把握之上。然而，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刚提出不久，且

既有研究大多从国家的视角进行，对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乡村社会基础以及与乡村的互动的研究尚且

较少。本文则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即从乡村社会内生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这一国家战略落

地的乡村社会基础。故而，文章首先就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及其核心要素进行了概念界定，接着，以此

为研究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现状和内生困境进行了梳理，最后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导

向下乡村社会基础的重构路径。

二、乡村社会基础的概念界定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也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共话治理的场域。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差异以及乡村社会内生的政策承接方式和认同程度的不同，乡村治理也

呈现出不同的治理形态，如乡里制度、乡镇村治、村民自治等。换言之，国家政策的落地以及其治理形态

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副产品。因此，在乡村治理场域的互动谱系中，国家与社会分属对应的两

端，国家总是需要考虑谱系另一端的乡村社会。进而言之，国家政策执行的成效要受到乡村社会内生环

境的深刻影响，国家政策进入乡村治理场域之后，将会被打上深刻地乡土烙印。而乡村社会的内生环

境，却又是极其丰富的。
有学者基于政治社会学中国家－社会二分的研究视角，引入社会基础概念探讨乡村社会基础的变

迁以及乡村治理有效的现实路径，这对本文颇有启发。其中冷向明、范田超［9］通过湖北中部 L 村的实

证研究认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失效主要是因为乡村的流动使得乡村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导致既有的

乡村治理体系难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他们将乡村社会基础划分为了 3 个维度，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秩

序以及村治秩序。其中，经济基础是指流动使大量农民由自给自足的小农变成社会化生产体系下的产

业工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收入差距压力。社会秩序是指宗法礼俗消解与现代规则待建。
村治秩序是指流动使得权力分化与自治面临困境。冷向明、范田超［9］从经济、规范价值以及政治的维

度对乡村社会基础进行了解剖，主要考察了村民个体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行动逻辑、村庄公共性的消解以

及村庄政治权威的式微，但他们并没有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将乡村社会基础从概念上进一步抽象提升。
王立胜［10］则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指向，明确提出了乡村社会基础的概念。他认为:“在一定的

历史阶段上，存在着由于各种因素所促成的发生于农民之间、农民与各种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农民与国家

之间特定的联接关系，由于这种联接关系而形成某种制度化了的关系模式，农民个体的行动和农民的一

致行动都直接决定于这种关系模式; 同时，因某种联接方式而具有一致行动能力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

间的互动方式和结构必然呈现出在其它联接方式条件下极为不同的面貌。任何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建

立、稳固与延续都必须一方面适应和协调这种关系模式，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地调整和改造这种联接

方式以使特定的社会理想和制度设计得以实现。”［10］因此，农民之间的联接方式和联接关系成为决定中

国乡村现代化方向和形态的社会基础。换言之，他将社会基础定义为农民之间、农民与各社会阶层之间

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制度化的关系模式。进而言之，王立胜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种动态

的、农民与他者之间的并被历史所制度化了一种互动关系。
综合上述论者的观点，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笔者将乡村社会基础定义为: 根植于乡村社会实际的、乡

村社会与国家互动中的资本、组织、规范、价值及村庄秩序，其内涵与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紧密相关，后

者是其最终指向和目标。具体而言，资本主要是指物质的层面，具体表征为村庄经济，其目标指向为产

业兴旺、生活富裕; 规范、价值及村庄秩序，主要指向村庄公共性，具体表征为村庄文化，其最终目的是要

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而组织主要是指行动主体，具体表征为村两委及村民社会组织，组

织基础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抓手和载体。

三、乡村社会基础的诸要素及其逻辑关系

乡村社会基础主要表征为三大要素，分别是村庄经济、村庄文化、乡村组织。村庄经济是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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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物质面向，村庄文化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精神面向，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网络面向。乡村经

济、乡村文化、乡村组织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 一) 乡村经济

乡村经济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物质面向，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保障，其目标指向为产业兴旺、生活富

裕。乡村经济包括乡村集体经济的繁荣和家庭经济的富足两个方面。从整个乡村社会来看，繁荣的集

体经济表现在乡村产业的兴旺上，而集体经济的繁荣又能够为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救济提供

雄厚的经济保障，从而使整个乡村社会生活日益更为自主与活泼。从个体家庭来看，富足的家庭经济保

证了家庭不再为生计问题而奔波，并且可以形成更多元化的精神文化追求，进而使家庭的日常生活更为

丰富多彩。乡村集体经济与家庭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集体经济的繁荣正是家庭经济富足的

个体呈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建立在乡村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只有乡村经济的发展，才能

为乡村振兴提供物质基础。
( 二) 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精神面向，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保障，繁荣的乡村文化生活与良好

的乡村风气是实现乡村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主要指向村庄内生的传统公共价值

以及非正式制度规范。村庄内生的公共性主要是指村庄的整体性、集体性。如斯科特［11］在其《农民的

道义经济学中》所指出的，东南亚农民基于村庄内生的公共性以及互惠原则，能够相互之间进行互助，

保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乡村内生的传统公共价值保证了乡村个体家庭之间的互助与互惠，从而有利

于整个村落公共道德和公共价值的延续和再生产。而非正式制度规范则是一套内生的村庄秩序、规则，

如中国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乡约》等。作为村民自我规范的价值体系，非正式制度规范一方面起到

了规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引导集体行动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乡村文化还是保持乡村

活力、保持村民发展积极性的内在动力。乡村振兴战略除了需要物质层面的经济基础和组织的动员作

用外，还需要注入规则意识、价值追求和精神活力。
( 三) 乡村组织

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也是人的全面振兴。由乡民组成的乡村组织能够起到网罗与聚合

人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保障和坚实堡垒，是实现产业兴旺、
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抓手和载体。因此，乡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网络面

向，主要指向乡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草根组织的生长和发育，这四类组织

形成了覆盖乡村社会的组织网络。乡村社会组织主要起到动员的作用，将原子化的个体充分组织起来，

共同致力于村庄公共事务的协商、议定和执行。其中，乡村党组织是村庄公共事务的领导核心，起到政

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作用; 村民自治组织是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核心，起到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村庄集体经济的管理、使用、监督组织，起到促进村庄经济发

展和扶贫救济等作用; 村庄草根组织则是由村民自生自发、或是以自娱自乐、服务村庄为目的成立的公

益性、志愿性组织，起到满足村民多元化需求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良性地嵌入进乡村社会的组织

网络之中，依托乡村组织的动员、组织作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发展的

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和束缚乡村继续向前发展的短板。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社会基

础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其现状如何? 是否能够承接得住这一国家战略的外部嵌入? 这些都是有待进一

步讨论的问题。故而，下文首先从上述乡村社会基础的 3 个维度: 乡村经济、乡村文化、乡村组织，以物

质基础、价值规范、行动主体为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和现状进行分析。

四、内生困境: 乡村振兴的掣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三农”问题在新时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乡村问题

的高度关注，凸显了以乡村主位、农民主体和政府主导的“三主”视角振兴乡村的规划与布局意识。然

而，当前中国社会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与城市的繁荣发展相对照，广大乡村地区呈现的却是

劳动力流失、集体经济颓靡、基层党组织松散、文化建设停滞等衰败景象。在城市化冲击之下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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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薄弱的现状毫无疑问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落实，乡村地区经济、组织、文化的现状与

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 一)“统分失效”: 乡村经济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的经营体制是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统”即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经

营主体，由其统一经营;“分”即以家庭为单位，自主承包经营。双层经营体制是改革开放初的制度选

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形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双层经营体制在新

时期的乡村社会乃是通过集体经济弱化、家庭经营模式嬗变而表现出来的。
乡村经济基础薄弱的首要表现便是集体统一经营停滞不前，村级集体经济弱化，乡村集体产业衰

败。实际上，乡村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而是村民委员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由

村民委员会弥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职能的空缺［12］。而村民委员会首先是一个自治组织，在中国政

治实践话语中潜藏着“准行政”和“准政治”的特性，这就造成了村委会在代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职能时

存在经济资源被村干部俘获，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不能够为全体村民所共同享有的可能性。退一步

说，即使村民委员会能够合理区分自身的行政职责和经济职责，在目前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之际，部分村

干部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集体经

济已经过时了、没有用处、不需要、缺少发展门路等观点［13］普遍在乡村地区存在着，造成村级领导班子

对发展集体经济采取消极态度，听之任之，放任其衰败。另外，从村级发展实践来看，人才匮乏、集体产

权不明晰、集体资产管理与运营不规范等［14］也是制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
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家庭承包经营涣散是乡村经济基础薄弱的又一表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和

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户籍流动限制的解除为乡村劳动力大规模前往城市谋生开启了门窗。
中西部地区的乡村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打工谋生，乡村中的主力成了被戏称为“389961 部队”的妇女、
老人和小孩。如此一来，家庭所承包的土地不是弃耕抛荒便是由这些老人和妇女作为补充收入的来源

而粗放耕作着，务农已不是家庭的主业，双层经营体制中“分”的层面其实已经嬗变为土地流转承包，而

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了。因此，对大部分农民来说，与打工相比，农业生产已经缺

乏必要的吸引力了，尤其是新一代乡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与经营持有排斥甚至是厌恶心理［15］。在新形

势之下，部分仍然留在乡村的劳动力选择承包村庄中其他人的土地，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收成良

好时也可获得与打工不相上下的收入。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农业生产设备有限，农业技术掌握并不充

分，有关农产品流通的信息也不能及时获取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与保护体系的不健全使其面临着极

大的风险。
( 二)“动员失效”: 乡村社会组织基础羸弱

乡村振兴仅靠一个个原子式的农民个体无法凝聚成足够的合力，行为主体的缺失使乡村振兴战略

只能停留在文本层面，无法化为实际行动。当前乡村社会虽然存在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等正式组织，但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性村庄权威组织已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挑战，组织权威下降，引领带动作用

极为有限。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乡村地区也逐渐孵化出合作经济组织、乡贤参事会、兴趣团

体、红白理事会等民间草根组织，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仅仅停留在低层次。行政性权威组织与内生

型民间组织发展不充分导致乡村振兴缺乏引导者与带动者，一盘散沙的形态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农

民主体性的发挥。
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有限，领导核心作用不明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

各种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基层党组织权威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凝聚村民的作

用弱化。乡村基层党组织发展不足且工资较低、人口流动频繁导致组织工作不好开展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但更多的是党组织自身建设不到位造成的。在社会协同治理的新要求下，部分党员干部仍然固守传

统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容易导致村民反感。其次，部分党员干部作风不正，理

想信念缺失使其在诱惑面前缺乏抵抗力，贪污、贿选、形式主义行为屡见不鲜，由此造成基层党组织在村

民心中的形象不佳，权威下降。服务意识及服务能力的欠缺也是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话语权不强的

重要原因，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基层党组织并没有为村庄干实事，多它不多它少它不少，只是一个官架

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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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间草根组织发展不足，乡村振兴主体缺位。从笔者的调研经验来看，大部分乡村或多或少都

存在着广场舞等兴趣类团体，但此类社团组织形态较为松散，仅仅只是村民们出于自娱自乐的目的而自

发组建而成，还远未上升到参与乡村治理的层次。当然，不少发达地区的乡村也催生了乡贤参事会、村
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治理组织，但就现有情形来看，这些社会组织的年龄结构不均衡，偏向老龄

化，规模都比较小，在管理方面也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趋向于“松散化”管理模式［16］。乡村地区社会组

织发展程度偏低，基础薄弱使得农民无法团结起来深入协作，进一步制约了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 三)“文化贫困”: 乡村社会文化基础不牢

当前的乡村社会，不管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普遍缺乏文化生活。乡村传统文化渐趋流失，村庄文

化建设更是乏善可陈，公共文化服务缺失，文化市场结构单一导致大多数农民业余时间就是花在打麻将

打牌、看电视上。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是先导，也是重要抓手之一，而乡村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

现状无疑阻碍了村民文化素质、乡风文明的提升。
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农民村庄认同感降低。现代化加速了个体化时代的到来，个体日益从

一些约束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特殊范畴如家庭、社区、亲属、阶级等中抽离出来［17］，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

传统文化的漠然与忽视。如今的乡村，在春节等传统节日已经很难看到往日邻里之间互道祝福、村庄通

过舞龙或者舞狮等传统仪式和公共活动共度节日，增进情感了。在传统节日和仪式被渐渐淡忘的同时，

人们对村庄里具有文化承载意义的祠堂、族谱、村规民约等也不再重视，公共载体的衰弱加剧了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疏离，进一步消解了人们的村庄认同感。现如今，对新一代农民来说，村庄只是他们过年回

家的一个休息之处，是或许只有年老以后才会选择的安身之处而已，对于村庄的文化与复兴，他们并不

关注。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市场不健全，农民缺乏丰富精神生活的渠道。村民精神生活贫乏除

了自身因素外，与政府提供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有限，难以满足群众需求也有关系。在加快构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指导下，一部分乡村为农民配备了图书室、广场、娱乐器材等文化基础设施，但仍然难

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部分地方还存在着场地关门，不注重日常管理与维护等管理问题，导致

公共文化服务有名无实，浪费资源。另外，乡村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不发达，部分高档奢侈的文化产业

脱离了村民的现实需求，而村民能够接受的文化产品结构又较为单一，导致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并不能

得到很好的满足。

五、突破掣肘: 重构乡村社会基础

农业是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关乎国家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基石，发展农业不仅是振兴乡村的需

要，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因此，乡村社会基础之重构首要的便是发展农业。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两个抓手，也是乡村振兴最终指向，因此，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社会基础重塑的另一

翼。另一方面，农民作为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如果不加以组织便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缺乏组织的

农民难以形成合力致力于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故而组织建设是重构乡村社会基础的载体和保障。
换句话说，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组织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乡村社会基础重构的三重路

径，同时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落地生根的物质基础、文化保障和组织载体。
( 一) 经济建设: 重构乡村社会的物质基础

转变观念，因地制宜，壮大发展集体经济。乡村经济发展是留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前提，而集体

经济是乡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村干部需转变对集体经济的错误意识，因地制宜，不以牺牲环境质量

为代价，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区域特色，立足于

乡村实际，找准路子，在农业经营方面形成“一村一品”的格局是大有可能的。譬如，水、山林等自然资

源丰富的乡村可以依托自然资源，以挖掘自然资源的市场潜力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 地理位置较为便

利，位于城市开发区边缘地带的乡村则可以通过对村级集体土地的统一规划，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资产

增值; 村级集体资源稍强一些的乡村地区可以通过构建招商引资平台，积极引进基础设施等项目，通过

项目孵化的形式带动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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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农业经营体制，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城镇化持续推进造成乡村劳动人口不断向城市地区

迁移，乡村耕地面临“无人耕种”的尴尬局面，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

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解决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地区“谁来种地”问题的举措之一［18］。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主要指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及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等，与传统以

务农为主的小农相区别。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农民富裕，需要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等形式将农业生产、加工、

流通和销售等上下游行业相互连接，减轻农户生产风险，提高生产效益。

健全农业发展配套制度体系，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贺雪峰等［19］认为，农业现代化不仅仅

是农业的问题，更是关乎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因此，乡村经济建设不仅仅关乎乡村，

也涉及城市，尤其关系到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因此，

在劳动力方面，首先要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引导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

场［20］; 其次，国家需要从高位出发，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金融支持、生态补偿、生产补贴等物质层面

的制度安排尤为必要。再次，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及知识

的普及、农产品市场流通信息的及时发布、农业基础设施的建立等等都需要国家予以相应的政策规定，

方能保障农户的知情权。
( 二) 文化建设: 重构乡村社会的精神基础

文化，体现的是乡村社会的“魂”。乡村只实现了经济发展并称不上振兴，只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齐头并进，乡村振兴才能够真正实现，而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重振乡村的灵

魂，让乡村社会更有“里子”。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便是要建设乡村文化，重构乡村社会的精神基础。

乡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加强文化意识与文化观念的培养与宣传。文化体现的是精气神，首先要引

导基层政府部门和广大村民认识到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价值意义，这是进行文化建设，重振乡村社

会精神基础的前提。乡村优秀传统道德与村规民约等对协调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矛盾纠纷具有

重要意义，而传统节日与公共活动则承载着乡土社会的骨血与根基，引导人们对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

重视与传承实属必要之举。此外，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求农民了解法制文化，增强法治意识，乡村振兴战

略中自治、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体系的构建也要求村民要了解法治文化。因此，加强法制文化的宣

传，引导村民树立法治思维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内容。

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构建多元化文化供给机制，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政府应该完善行

政供给，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定有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详细

政策条例，构建省－市－县－乡( 镇) 一体化行政网络，具体措施落实到位，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市场应该从农民需求出发，加强创新，立足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生产为农民所喜闻乐见

的文化产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完善乡村文化市场供给。同时，农民也要利用乡村社会内生

性的草根组织，以此为载体，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村民成为文化生产者，拓宽

乡村文化服务自给渠道。

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是加强文化机制建设，为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首先，完善群众参与机

制，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在生产文化产品的同时都应该将农民的意见与需求纳入考虑范畴之

中，为农民提供必要且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既是尊重农民主体性的表现，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应有之

义。其次，完善监督机制，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够保障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质量与数量，提

高群众满意度; 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样也需要政府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再次，应该完善资

金投入机制。基层组织服务能力不高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充足的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落实基层组

织的财政供给是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三) 组织建设: 重构乡村社会的网络基础

巴纳德［21］认为，组织是有意识地调整了的两个或更多人的行为或者各种力量的系统。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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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不仅是单个人的集合体，它还具有系统的功能与作用，能够把单个人的行为及力量汇聚起来，形成

具有强大能量的网络，组织成员在网络系统中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因此，加强乡村

社会的组织建设，凝聚合力，显得尤为必要。
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权威。在观念方面，乡村党员干部应该转变观念，加

强自身学习意识，努力学习新的工作方式，由粗暴简单的工作方法向因势利导转变。同时，应该加强

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改变官本位思想，真正为村民干实事办好事。在队伍建设方面，积

极发展党员后备力量，创新党员培养模式［22］，将村民群众的投票权纳入党员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人

选的确定中，促进党员干部年龄结构合理化。在制度建设方面，建立健全村务信息公开制度、民主决

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保障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知情权的同时，对党员干部不按程

序办事、滥用权力的行为形成制度约束，有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建设。此外，基层党组织

应加强与村庄内部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作，领导其他治理主体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

形成多元共治治理格局。
孵化乡村内部社会组织，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目前，乡村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导致治理主体

缺失和治理主体能力缺失，而乡村草根组织作为体制外村民自发组成的团队，具有农民主体性特质，

是村民表达意见和利益的重要渠道。再者，乡村草根组织大多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可以有效

改善乡村公共服务主体缺位，公共服务不足的状况。对社会组织较少的乡村，基层政府可以通过购

买社工服务的方式为其孵化社会组织，引导农民按一定的目标组织起来，成为自我服务的组织。对

于已经成立的社会组织，则要引导其通过完善组织机构、扩大组织规模、制定规章制度等方式提升发

展层次，健全组织功能。同时，政府应该改革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管理方式，降低准入门槛，及时赋予

乡村社会草根组织以合法性。

六、结 语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了乡村社会的衰败，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

我国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背景下，为补齐乡村建设这块短板而提出的伟大战略指南。“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也是解决农业、乡村、农民问题最终

要达到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是难以达到的，其主体仍然是乡村

社会本身，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群众自己。就当前现状而言，乡村社会基础薄弱，经济、组织与文化基

础都呈现弱化状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即使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往乡村社会输入大量资源，也只是杯水

车薪，无益于乡村的长远发展，更谈不上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主位在乡村，主体在农民，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引领者、保障者、推动者。因此，重构乡

村社会基础，夯实乡村经济、组织与文化基石的主旨是要使乡村归于主位，唤起农民的主体意识，重建乡

村社会内部力量，这样乡村振兴才能有所依凭，有坚实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应当是立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振兴，实现乡村与城市融合式发展。因此，在重构乡村社会基础

时除充分发挥乡村内部优势之外，还应当将城市的发展优势引入乡村社会，经济上实现工商业协同发

展，推进城乡产业结构均衡; 组织上建立城乡组织融合机制，将各种组织予以整合，发挥整体合力; 文化

上将城市文化中崇尚法治、平等、民主等积极部分引入乡村文化中，实现城乡文化的优势互补。由此，乡

村与城市才能实现协同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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