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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本文中将传统乡村治理形态概述为“地域性治理”，一方面，便 于 与 后 文 提 出 的“脱域性治理”形成对照，另

一方面，凸显传统乡村治理的“地域”特征，即乡村是一个有地理边界的空间固定物和容器。

【农村社会发展】

“脱域性治理”: 迈向经验解释的
乡村治理新范式

谢小芹

(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近年来，在全球化不断推进、人口迁移加剧以及互联网广泛使用等现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

会日益被流动所解构和重塑，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其治理范式也亟待转型。有学者从空间

角度来把握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变革。然而，对于此类现象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提升却严重不足。基

于吉登斯的“脱域理论”，结合一个村庄的实地调研，本文提出了“脱域性治理”概念，与传统时期的

“地域性治理”有所不同，“脱域性治理”的核心在于“流动”，它更强调因流动而带来的治理主体的多

元性、治理客体的流动性和治理手段的多样性，并对此进行村庄层面的经验解读。“脱域性治理”基

于“变动取向”，是对当前乡村治理新模式的一种高度总结，提出了中国乡村治理的急剧转型和可能

的一种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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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人类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人、信息、资本、
物品溢出了传统的时空范围。“资本、物体、人和信息与日俱增的移动特性正在将一个‘社会性

的社会’建构成‘流动性的社会’”［1］。乡村社会亦如此，当前许多国家都面对着一个与以往不

同的“新乡村”( new countryside) 。各种类型的流动和变化正重塑着地方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

和价值观念，挑战村庄原有的治理结构、体系和能力。流动乡村的形成无疑给传统二元化、静

态、外部性和管制性的治理模式带来挑战。
国家治理方式与基层社会结构之间的调适，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

核心命题。学者们在治理特征、治理格局、内容、路径选择、关键措施、社区公共空间和政府角色

等方面开展农村治理的研究。对流动性与治理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流动性的理

念分析 ［2］、理论分析［3］、城市流动［4］及流动中的贫困［5］等。虽然已有研究开始逐步探究流动和

治理的关系，但仍然少有研究关注在流动性成为社会主导法则的背景下如何将流动纳入乡村治

理体系，流动性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长期处于主导模式的传统治理难以有效回应流动性带来

的系列问题，这直接影响到乡村治理研究的继续推进。因此，亟需寻找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研究

范式。总之，在当前中国流动性已经重构乡村治理基础的语境下，本文提出“脱域性治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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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乡村治理范式。何为“脱域性治理”? “脱域性治理”是否可以替代传统“地域性治理”①? 这

值得不同学科深入考究。

二、“脱域性治理”:“流动”下的中国乡村治理新范式

( 一) 流动: 乡村社会新特质

中国传统村落在此前被理解为是一个生产性的、以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地域

共同体，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农业、土地、村民、乡村生活等村落构成要素以高度重叠的方式聚合

存在。因此，传统乡村社会具有“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社会实体”属性［6］，具有熟人社会的“社

会底蕴”［7］。传统村落被锁定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呈现出封闭和静止的特性，“有物质的基础”
和“可以观察到的”［8］，或是“人们生活有时空的坐落”［9］。

伴随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加剧，流动性不断改变地方社会。时下的经济

发展、技术进步和国家建设等不断地推动社会变革，中国流动因素不断增多，流动已然成为日常

生活的一种常态和中国社会发展情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数据显示流动性正在形塑中国的

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其影响力日渐增强。地方的乡村社会不再是内生、稳定和僵化不变的，

而是内外共生、动态和关系化的。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 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

示，2016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17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占 60．1% ，外出农民工当中，跨省

流动农民工有 7666 万人。而本文的流动内涵并不仅仅指人口流动，更多指资源、信息等的流动

和跨时空组合。“流动不仅指的是物体的移动，更包括宏观的人、物体、资本、信息的流动。这些

流动不仅关涉一种移置，更关涉与其相关的权力和意义。”［10］总之，流动已成为中国最鲜明的特

色，流动性空间实践不仅与地缘空间有关，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在流动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属性、
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

( 二) “脱域性治理”: 流动中的乡村治理新范式

流动性的增强体现在穿越距离所用的时间大大减少，地方中的社会关系跨越广阔的时间和

空间进入全球体系中“再联结”［11］。虽然流动并不是新的社会现象，但是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

的研究视角直到最近才受到学术界关注［10］。流动性正在成为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

域重要的研究视角。对流动的研究正在超越地理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二元视角，在多元视角中整

合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上升为一种“新流动性范式”［12］。“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挖掘和讨论

流动，以及流动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实践”［13］，主张多维度和系

统性地对各种乡村流动实践进行深入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流动转向”［14］反思以往恒定性

的研究范式，“不再将世界看作由黏滞的空间中所固化的物品组织而成的，而认为社会由流动所

构成”［13］。乡村社会基础正在发生改变，导致原有的地域性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

化，需要进一步反思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流动和流动的关系网络构成当前乡村治理的基础。新

的治理观，要立足于流动性的秩序观，要建立法治架构规范人与人之间关联的规则，充分发挥农

民自我管理的机制。其基础在于乡村是“高度变化、多中心、开放的网络节点”，其目标导向是

形成更有效的资源流动来增强乡村社会的活力，提高治理现代化能力。“脱域”( disembeding)

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描述现代时空转换组合中社会关系的重构以

及社会变迁的特征，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

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5］18。时空分离是脱域的初始条件，“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也

是辩证的，也产生一些对立的特征。此外，时空分离又为它们与社会活动有关的再结合提供了

基础”。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空情境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也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

新机会，具有“在地化”效应，时空被重新组织起来构造关于经验世界的宏大框架。他认为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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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脱域机制，即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前者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

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15］19。在乡村社会中，社会 快 速 流

动，人是移动的，是动态的，是穿行在“网格”之间的，信息和价值观等通过网络、图书、报纸等媒

介不断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进行传播和交换。乡村生活和乡村社会关系皆因货币的流通、纸质

媒介和电子媒介等现代高科技的运用而脱嵌于物理性的地理空间。“通过对‘缺场’( absence)

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

的互动情势”［15］16。基层组织可以超越“物理的现实”对行动加以协调。“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

术成就和专家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博

大范围”［15］24。吉登斯所谓的专家系统指咨询律师、建筑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这些融

专业知识于其中的这些体系却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行动的方方面面”［15］24。乡村社会

的运行和发展逐渐由一套正规的、科学化的、规划统一的专家规划所指引，乡村住宅由城市建筑

师、规划师、设计师等实行统一规划设计和打造，乡村道路设计由路政局等专门下派道路勘察

师、设计师、工人等共同设计和修建，乡村灌溉设施和农业水由农业局指派专门人士来选址、规

划，新乡村建设集中居住由新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负责等。乡村建设高度依赖于

国家的水利局、交通局、住建局等分工细化的专家系统。因此，“脱域性治理”范式建立在乡村

社会流动的基础上。
概括而言，本文所说的“脱域性治理”是相对于“地域性治理”而言，地域性治理的前提预设

是“地域”被视为社会生活和治理的中轴，地域中包含稳定性、亲密性、相似性等特质，其价值是

“稳定取向”的。然而，与日俱增的流动性给传统的“地域性治理”带来诸多挑战: 一是“地域性

治理”缺乏对空间变化的足够敏感度，在处理跨时空问题上缺乏应对能力; 二是“地域性治理”
难以依托本域内资源来应对不同流动成员的需求，尤其对于流动性较高的人群缺乏整合能力;

三是“地域性治理”难以形成应对流动性挑战的空间策略和现代技术手段。
总之，“地域性治理”是基于“稳定取向”，而“脱域性治理”倾向于“变动取向”。具体而言，

“流动性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就表层而言，“流动性治理”指对居住的流动性( 长时段、
长距离流动和短时间、短距离流动) 采取的治理策略、手段和方式; 另一方面就隐喻而言，“流动

性治理”指的是对权力关系变化、社会结构再生产、阶层分化等采取的系列治理手段和策略。地

域性治理与脱域性治理的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地域性治理与脱域性治理的比较

比较方面 地域性治理 脱域性治理

时代背景 流动少，时空合一 流动占据主流，时空分离

社会基础 熟人社会、人口固定、相对封闭村庄边界等 半熟人社会，村庄边界开放，人口、信息和物质等流动

治理理念 依靠传统智慧，土办法居多 依托乡村新主体、乡村规划师、设计 师 等 专 家 系 统，土 办

法+洋主意

主体构成 传统士绅、村组干部等现代地方精英 新乡贤、新乡贤理事会、经济能人、家庭农场主等

治理对象 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 较封闭系统中的人、事、物等 内外交汇的公共事务: 流动人口、城 市 消 费 蔓 延、旅 游 开

发、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等

治理工具 跑腿: 开现场会、布告、挨家挨户走访等 动手: 微信群、网络平台、电话、视频等

治理特点 维系、盈利、双重代理 共享、共建、共治

组织形态 地域组织: 自治组织和自组织 脱域组织: 地方基层组织+自组织+外来社会组织

治理逻辑 儒家伦理、行政命令 自治: 自觉自醒; 德治: 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治: 法律下乡

权威基础 地方声誉、长老知识、政府授权 混合( 科技知识、现 代 文 化 素 养、应 对 新 环 境 能 力、多 元

关系网络)

治理绩效 维系社会秩序，乡村治权丧失 国家建设与社会自治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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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域性治理”的经验解读

( 一) 琵琶村: 一个日益流动的村庄

2017 年 8 月，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和西南财经大学专家调研组一行数人就乡村治理

问题赴巴中和德阳进行了重点调研，与市发改局、农业局、粮食局、民政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进

行了座谈，与基层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通农户代表也进行了交流。其中，琵琶村是调研

走访的重点村。琵琶村位于四川省巴中市永宁寺镇，5 个村民小组，3 个新农村聚集点，共 287
户 1287 人，其中有 6 户在乡镇购买了商品房，300 人外出务工。2015 年前，琵琶村的治理主体

主要是村两委，尽管有少数民主协商的成分，但村庄治理的“管控”色彩较浓，这大大影响了治

村效果。
随着流动而来的是治理对象的流动性，流动无时无刻不在规训和引导着居民生活方式，同

时也给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正如朱晓阳在对云南小村的观察中发现，发展会带来各种变化，

“( 村民) 在其栖居的环境中延续、建成，甚至发明传统”［16］。近年来，琵琶村因人口不断流动、
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旅游业兴起等新变量的加入而导致村庄边界不断移动和模糊。村庄内部外

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带走乡村的知识、习俗、文化等，回乡创业的也不少，从城市带回来信息、
资源、知识等，村庄实现了充分的信息交流。村庄内部自发动力正在从内部对村落边界和内部

构造进行彻底的消解和重塑。新乡村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农业产业化等国家力量也在不断冲

击和重塑村庄性质和边界。城市消费不断蔓延到村庄内部，人情市场越来越大，购买奢侈品日

益常见，炫耀性消费日趋明显等，这些市场力量同样也在不断冲击村庄社会结构。在村落、国

家、市场三种力量的耦合助推下，琵琶村被裹挟进入一个流动的时代。
村干部和村民也自下而上地进行变化的意义解读和使用方式的再诠释，村庄治理策略也在

发生着权宜性调试。流动性在不断塑造基层社会事务，也在持续性对基层治理提出难题，同时

也带来不少机遇。近年来，随着治理概念的不断普及和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目标也在基层社会倡导和落实。为了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地方社会不断将治理付诸于实践，

琵琶村也不例外，琵琶村积极践行治理之路，治理的核心要素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沟通性，协

商不断增多，这主要表现为在村支部的领导下，村里成立了多种类型的协会，如由老人组织起来

的老协会，专门从事花卉批发的花卉经济合作社，从事苗木交易的苗木经济合作社，4 个家庭农

场，专门针对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会等。琵琶村的治理模式被定义为“一核多元”，即以党支部

为核心，多元组织积极参与的治理新形态。
( 二) “脱域性治理”的经验分析

琵琶村的变动倒逼村庄治理模式的创新，使后者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等方面需

要继承性发展，甚至革新。新的治理模式需要回答“在流动的时代背景下，脱域性治理如何可

能?”因此，下文将结合调研情况，从“谁在治理”“治理谁”“如何治理”等三大议题出发，分别尝

试给予回答。琵琶村的脱域性治理框架如图 1 所示。
1．治理主体: 现代精英的再生产与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治理的核心意蕴是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商式治理，将管制下被视为治理对象的民众、民间社

会组织等作为治理主体来看待。琵琶村的村庄治理模式被称之为“一核多元”，“一核”指村党

支部，“多元”指老协会、红白喜事会、家庭农场、残联和专业合作社等组织，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社区日常事务。“一核”和“多元”是“主体间性”①的关系，两者同时作为治理主体，共同管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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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共事务，开启了村庄联合治理的新篇章。琵琶村的政治结构是主任与书记一肩挑，村党支

部强化了自身的领导核心地位，负责领导村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强化党

组织的领导作用作为基础性的环节。两委和多元组织积极引导农民，规范农民和社会组织等不

当行为，有效督促和指导老协会、红白喜事会等组织切实解决农民问题。

图 1 脱域性治理框架

“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联结起来，而

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联结，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15］11。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培育和孵

化社会组织，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社会组织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琵琶村社会组织不断建立并蓬

勃发展起来，枢纽整合能力得到增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力度增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社会治理结构中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对

接市场，能够捕捉到市场的微小变化，关注投入与产出等现代精神。同时，村里也鼓励村民回乡

创业，鼓励村民进行多样化种植。
小黄是一名种粮大户，平时除了种田外，还积极参加村庄事务，她教会大家使用微

信，使村庄事务能够传达到每一个村民。此外，她还鼓励大家种植山地黄梨和玉米套

种。作为与市场 紧 密 接 触 的 小 黄，其 能 够 得 到 市 场 的 最 新 信 息。村 委 会 积 极 采 纳 意

见，并号召部分村民种植，因为产业不能大家一窝蜂上，需要搞多样化种植，多种种植

结构利于规避市场风险。一两年后，村民获得了丰收，收入水平也直线上升，黄梨开始

形成一种品牌效应。此外，她还打算大力发展山地订单农业，减少运输环节，采取网络

销售的方式，多渠道销售。( 访谈录音，BJSX20130805)

经济合作组织直接对接市场，乡村产业靠经验难以发展，因此需要一手抓科技，一 手 抓 市

场，需要依靠电商等渠道拓展市场。经济合作组织将企业家精神和自由竞争机制引入村庄治

理，这是对治理理念的解构和重塑，可以解决村庄治理无效、成本高等难题。此外，其自身的责

任意识也在参与治村的过程中逐渐加强。村干部充分引导，在确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体私

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容。
老协会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较大，一方面，老人跳坝坝舞就是由老协会组织和管理的。

女性老人走出小家庭，在集体欢腾中找回共同体的感觉和集体公共精神。社区凝聚力在现代流

行舞蹈中逐渐得以增强，村民的情感在现代新型纽带中得以巩固和升华。另一方面，鉴于村庄

留守儿童较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儿童的孤单、焦虑等情感问题不断蔓延。老协会倡导成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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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家园，通过不同方式督促在外务工的父母常打电话回家，帮助留守儿童快乐成长。修建儿童

乐园，让他们通过玩耍形成相互帮助的友好氛围，缓解父母在外给儿童带来的诸多情感、生活和

学习等问题。
乡村治理处于国家治理的末梢，村干部所要面对的是基层民众日常生活中诸如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等小事和细事，但“小”和“细”并不意味着事情不重要，与国家宏观治理高度依赖于大

型的科层体系来处理分门别类、有章可循的大事不同，这些小事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较琐

碎，呈现出不规则性、非程式化和碎片化等基本特性。各种类型迥异的社会组织恰逢其时，可成

为“两委”的左膀右臂，满足村庄生活错综复杂的需求。社会组织与“两委”的良好配合，事无巨

细，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得以充分彰显，使得村庄所有事务统和起来，并得到最大程度的回应，

社会组织起到了一种深入不同公共事务领域的微治理作用，确保元治理和微治理的良性互动。
在同一场域中展开行动，不同组织间相互合作、制约和妥协，形成了现代背景下独有的动态平衡

的权力关系，实现哈贝马斯所建构的沟通理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亦即所有成员，包括政

府、民意代表、普通民众等，在面向公共问题解决的共识前提下，理性地表达、倾听与了解自己与

他人的意见、价值以及选择，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彼此充分理解。
琵琶村的治理模式即是一种典型的“脱域性治理”，一方面体现新型治理主体对流动性事务

的治理，构建出一套完整和弹性的行动者网络，实现元治理与微治理在新流动下的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该村庄治理模式充分结合地方特点，实现政策的融通，做出了因地制宜的治理决策。
此外，村集体在治理理念上也有一个重大转变，如村集体对农民群体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认为农

民是“农民+城市”结合体，是一个新型农民群体，即老人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年轻人经过市场化

熏陶。再如村集体对阶层分化、权力关系生产和结构变动等有了更好的应对能力。
2．治理内容: 位移的流动性和关系实践的流动性

近年来，在国家主导的城市化模式下，大量村庄“撤村并居”，“村改居”社区广泛出现。其

实质是依靠国家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参照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来再造乡村社区。“村

改居”中的专家系统如表 2 所示。2015 年，琵琶村开始实施村改居活动，50 户为一个单元。从

传统乡村到“村改居”社区，琵琶村的住房样式和社区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同时，集中

居住要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和管理，其过程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冲突和妥协。
表 2 “村改居”中的专家系统

专家 职责

乡村规划师 村改居项目的整体设计和规划

建筑师 房屋的设计、道路的修建、路面的维护、污水的处理等

调解员 征地拆迁中纠纷协调、上访处理、涉诉司法调解等

质检员 项目招投标、集中选址、项目进程监督等

评估员 项目的验收和评估

从效果而言，集中居住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节约了水电气，村民间可共享较多信息

及较为安全、清洁的水和环境。但在明确规划的“村改居”社区中，中心、路径和边界等城市要

素替代了传统乡村的无规则蔓延，“通过采用同质化、层级化和碎片化等方式来塑造空间，作为

其社会统治活动的制度和地域基础”［17］，过度格式化、标准化和立体化与地方生活方式的差异

性的矛盾不断凸显，直接导致聚集区村民的空间不适应。高密度的居住方式和统一的标准规划

带来的拥挤感和养牲口的不便性导致矛盾不断、纠纷常现，反而恶化邻里关系，亲密社会网络遭

到破坏，公共空间逐渐陌生。此外，集中居住带来的生产半径扩大，导致农民的耕种成本增加，

劳动强度增大。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需求之间的张力影响着社区治理功能的实现，对传统村庄

治理模式提出严重挑战。治理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地方政府提高治理能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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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过程中，除了依靠正式制度外，还应充分关注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与正式制度的适

恰性，“空间富含着社会性，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脉络”［18］。
空间的变革既是资本运作和权力分配的结果，也是产生新的权力格局和社会关系的原因。

新的空间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而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空间

也会进一步对社会关系和秩序进行再生产。为了整合被击碎的社区共同体，实现基层的有序运

作，必须对新的空间诠释和治理架构更新。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及实

现居民对于新集聚区的基层地域认同。琵琶村村干部积极开会，多方收集意见，最后决定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落实:

一是在村落边缘开辟专门的养猪场，既避免污染滞留人口聚居地，又满足了部分有

养殖需求的村民。二是根据土地流转数量重新确定集中居住农户数，尽可能降低因居

住农户聚集而产生的生活污水、噪声等问题。三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灌输和

传统亲情关系的重构，最大可能促进邻里关系和睦，营造出具有新的集体认同感和集

体记忆的社区情感共同体。
琵琶村的治理实现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实现良好治理和有效发展的多重目

的。由于较多人外出务工，土地闲置较为严重，再加上集中居住导致农户生产半径较远，无形中

增加了耕种成本。两委号召村民开会，最终大家同意将土地集中起来，承包给本地人和外来人

耕种。琵琶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集中居住实现了有机结合，既解决了集中居住导致的生产

半径增加的问题，又唤起了现代社区公共精神。承包户的入驻及带来的信息、资源等再一次对

琵琶村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结构进行重塑。在围绕土地流转开展的“经营村庄”的活动中，

居住集中和土地集中同时进行，村庄的“再造”运动得以完成，在传统公共空间式微的同时，集

中居住区修建的广场等作为新的社区公共空间开始崛起。村干部将温情延续到看似陌生的城

市化的集中居住区，以全心服务作为治理理念，根据新的空间特征和村民使用需求探索新的治

理策略，即通过公开讨论、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调互动等确保集中居住工程最大程度契合琵

琶村实情。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的集体记忆、乡土文化和礼治格局，仍旧在集中居住区得

以延续和发展，地缘和亲缘成为村民相互之间信任的基础，呈现出社区原有的底色。同时，业缘

和契约等成为构建村民关系新的纽带，彰显出流动背景下现代社区的印痕。居住集中和土地集

中背景下村庄治理并未呈现如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视主义”，“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

误的方式统 治 每 个 人 的 肉 体，使 该 城 镇 变 得 静 止 不 动。这 就 是 一 个 治 理 完 善 的 城 市 的 乌 托

邦”［19］。而是一种“共景监狱”，即“公众不在凝神聆听管理者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

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20］，且权力的中心并不仅仅在两委手中，也时常掌握在

村民手中。在集中居住的安排设置中，村干部主要依据政府下达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系列文

件，这些文件成为琵琶村治理的制度性资源。然而，村干部也并未忽视基层社会的复杂性，采取

合理移动政策边界的办法来确保政策最大程度契合村庄实际。在空间策略方面，一方面确保村

庄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习俗等自觉存留，空间依旧丰富多彩，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化的合理拥抱和

借鉴，空间被赋予多样化和便利性。新空间策略可以有效应对高密度、立体式空间，迅速建立起

有序的生活秩序，同时也对原村庄治理遗产进行有效继承。集中居住可视为一种整体性重建工

程，“这种整体重建既包括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等方面的新规

划、新政策，也要将宗族、血缘、道义和行政等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是一种外在空间结构与内在行

动、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发展的新型共同体”［21］。新型治理方式遵循着“在社会中寻找社

区的初级群体的感觉”，即“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

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22］79－80，“社区共同体应该是一个温馨的家，在这里

我们相互依靠，相互帮扶”［22］。村改居项目最后呈现追求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营造社会团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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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趋避“原子化”“过疏化”等转型社区的新常态，彰显作为整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共荣的“共同

体”意义。琵琶村的集中居住混淆着制度的可能性和执行中的被抵抗，显然，基层干部并非全然

僵化依归国家逻辑，而是实现自下而上的空间使用需求如何与自上而下的空间建设之间的妥协

融合。
此外，在基层实践中，在办夜校、农业技术人员培训和党建等诸多村级公共事务中，村民和

村干部能结合乡村与村外信息，走出独特的治理之路。如举办乡村农业技术人员培训会，解决

农机体系脆弱，发展中药材、木耳等特色经济缺乏人才等问题，不断将农业产业链推向纵深，从

而提高村民收入。组建乡村俱乐部，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文明礼仪，通过流动车，村

庄舞台表演，大幅度提升现代道德与精神文明。村干部既能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又能结合村庄

实际，进行政策与乡村社会实践的友好衔接。琵琶村“流动性治理”强调对位移的流动性和关

系实践的流动性的治理，集中体现为对本地域内的公共事务和跨地域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对

公共秩序进行重塑，使地方福利得到提升。
3．治理手段: 被“脱域”的村规民约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规民约在琵琶村的生活、生产和法律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区

域特色鲜明的村规民约报驷马镇政府备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成为琵琶村以德治理、依规

治理的重要依据，成为依法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村规民约的制定，先由村两委和老协会形成

初步方案，而后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村规民约的象征符号及载体如表 3 所示。村规民约最初树

立良好的酒席之气。2013 年，村规民约只是“写在墙上，供人膜拜”，是“蜂窝煤”政策①。近年

来，琵琶村经济收入增加，办酒席成风，百姓怨声载道。村干部将办酒席纳入村规民约来管理，

并做出了详细规定，即办满月酒只有第一胎可办，60 岁以上的老人祝寿可办一次，毕业酒只有

考上本科才能办。在规定开始实施时，遭到了村庄 40%的人反对，厨师的反对最为激烈。
表 3 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的象征符号

象征符号 载体

书面符号 货币、静态公布栏、纸文本投递、传真、网页动态公布、电子邮件、QQ、短信、出版物、电

影、照片、图片

非书面符号 电话、坝坝会、群众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党会

“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等强调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实践，使之脱离工程技术的范式而转向社

会化的公共政策”［23］，新治理实践需要关注多元的声音和差异性意见。针对反对的厨师，村干

部只有不断做思想工作。赞同新村规民约的厨师，村干部采取树立榜样的方式给予激励，让典

范带动非典范。因此，村规民约在村里也被称之为“苦条款”，其艰难历程可从以下案例得知。
2014 年，陈姓村民的孙女考上卫校，想办酒。党员代表极力劝阻，即使办了，大家

也都不参加，一定要去的，就不给办社保，不评先进。该村民的孙女就在网络写文攻击

村委办事不公，这件事引来了纪委的调查。村干部很无奈地说，“土办法也是需要依法

依规的，不执行的话，是村干部的失职”。后来经过两委和老人协的不断劝说，再加上

表扬等策略手段的运用，这场跟村规民约不符的办酒也就取消了。( 村干部，2017)

可见，村干部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治村原则。卫生公约是在新乡村建设中增加进村规民约

中的新内容，对屋前房后和室内东西的摆放等有严格要求，具体内容是“五不准十必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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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的人，不直接罚钱，而是采取在村委公示栏张贴曝光，采取“大字报”的形式让其丢面子来

进行惩罚。毕竟，在同一个村落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会顾及面子。因此，这一招很管用，

大部分村民都很认可。
琵琶村倡导村规民约的制度实践已经成为一种对资源的使用和收益进行分配和协调的政

治过程，体现了政府、个体、社会和市场多元权利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互动博弈，行动博弈的构成

就是村庄的生产过程。村庄公共制度的决策和实施将村民纳入决策流程，是对村庄治理的一种

互动性展现。村规民约的强制推行预示着一种面对面为基础的信任关系被抽象契约的信任关

系所替代，身份社会逐渐向契约社会转变，但这里的契约仍兼顾了亲缘性关系和地域特性，是村

庄公共选择的结果。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使办酒席、环境卫生保护等具有了较大的权威性和稳定

性，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法的有效贯彻和实施，在合理和合法之间进行不断调试，最终实现既合

理又合法。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形成互补效应，能更好地契合村庄社会结构和乡土社会生活逻

辑，通过村规民约建立村庄公共性，村庄治理既能结合乡土社会规则，又能吸收国家规则，激发

村庄内生公共性的产生，确保村庄自发的动态秩序。肯定乡村精英的功能，并不是说乡村社会

的发育应永远停留在精英层面［24］。精英治理只是一个特定的过渡阶段，将来的发展应该是在

法理规范的基础上发挥精英治理的功能［25］。
琵琶村的“流动性治理”强调以网络替代地域，重视新型手段和策略的适恰性运用，及发展

出一整套提升政策流动性的治理方案，最终实现对流动性公共议题的合作治理模式和发展治理

策略。

四、结论和讨论

( 一) 小结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始终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二元分割来进行叙事。在乡村，人民公社和村委

会、村支部对本公社或本村的农民进行地域性的静态治理。然而，随着流动态势的形成和资源

跨区域流动，传统二元化的、静态的、管制性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问

题，这就要求乡村治理机制和模式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不断受流动因

素的影响，乡村社会治理事务同样在不断变化。乡村日渐脱离地域限制，呈现出细微琐碎、差异

性大、弥散度高等流动性特性。脱域个体如何整合进社区共同体，脱域性的事务如何整合进乡

村社会等，这是当前中国流动乡村治理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任务。基于调研，本文通过考察一

个村庄的治理情况，对流动村庄的治理模式概括为“脱域性治理”。
( 二) 脱域性治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1．村庄治理范式的转变

与传统时代的“地域性治理”有所不同，“脱域性治理”的核心在于“流动”，它更加强调因流

动而带来的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客体的流动性和治理手段的多样性。具体而言，前者的治

理基础是熟人社会、人口固定、相对封闭村庄边界等，而后者的基础是半熟人社会、村庄边界开

放、人口、信息和物质等流动等; 前者面对的是较封闭系统中的人、事、物，后者面对的是内外交

汇的公共事务———流动人口、城市消费蔓延、旅游开发、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等; 前者依靠传

统智慧，土办法居多，后者依托乡村新主体、乡村规划师、设计师等专家系统，土办法+洋主意;

前者基于跑腿治理，后者基于跑腿治理+网络治理; 前者依托儒家伦理和行政命令，后者依托自

觉自醒的自治、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治和法治等。“脱域性治理”有望成为理解

中国乡村社区变革的一副有效“透视镜”，体现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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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流动社区”到“流动中国”的渐进式研究方法

“脱域性治理”不仅将乡村社区视为一种客观、实体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从方法论层面对

乡村社区的研究，即把“社区”视为多种关系交织的场域和互动博弈的容器，当作一种研究社会

运行的特殊方法，或者说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主题的一个关系场域，通过流动村庄可以投射出权

力结构、社会组织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基本命题。因此，与其说它是对一种流动社区的治

理模式，还不如说它是将社区视为考察社会的一种特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脱域性治理”可

谓是对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发生巨大改变情况下的一种适恰的研究方法，“流动性”现象值得持

续关注，“流动性治理”模式理应得到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运用。
( 三) 进一步的讨论

1．“地域”和“脱域”的再思考

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在流动背景下仍是可能的，流动性社区的概念并未完全摒弃地域性社

区的特性，而是夹杂着现代因素，重塑了小地方与大社会之间的关系。“脱域性”并非仅仅指脱

离地点，而是人、事、物之间持续地构成一种情境性关联。因此，“脱域性治理”的概念仍然未脱

离地域限制，而是将地域视为一连串关系的体现，而非简单的物理空间。因此，“脱域性治理”
并非对“地域性治理”的完全替代，而是基于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关系、变动等要素，关注

流动是如何形成的，脱域表征和建构了怎样的村庄社会内部关联，流动过程中权力如何博弈的，

如果通过对空间和制度的设计来治理流动乡土社会，脱域性治理中包含哪些权力结构、博弈和

政治关系等。“脱域性治理”既是对流动性事务的治理，也是一种研究乡村社会的方法，其是对

“地域性治理”的超越，而并非完全替代，因为其既具有“脱域”的关系和流动特性，又具有基于

地域的“在场性”，体现出脱域的“再嵌入”。如库恩所言，“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兴起往往意味

着与传统的‘决裂’，虽然这种‘决裂’不可能完全发生，同时这个新的范式也必将经历一个逐步

发展、成熟的过程”［26］。因此，虽然这两种研究范式内部存在一种张力和抵牾，但试图通过对农

村治理研究范式来把握中国基层治理结构却是共同意图。
2．单个案和多案例关系的再考虑

通过研究流动社区可以投射村庄权力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村庄变革等基本学术命题，可

以洞察“地域性治理”无法呈现的隐蔽之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需要用一个更加动态的方式

去理解基层社区治理的变迁，解剖更多的“麻雀”，因为个案的代表性问题一直是被推上风口浪

尖的争论点，“扩展个案方法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
问题可大可小，搜集资料兼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时则始终抱持反思性的信条，时时体察

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

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①。因此，最好采取典型个案和多点案例研究结合的办法，为中国城

镇化和现代化推进提供学理上的逻辑和实践上的指导，从而更好地推动对流动中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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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peasant families，which are small but well－equipped，
we can see the great rural refor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families．
Keywords: Farmer＇s Family; Life Course; Family＇s Livelihood; Interest Adjustment; Cultural Engage-
ment

Effective Unit and Effective Aut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Historical
Change and Contemporary Choice
LI Huayin
Abstract: Effective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the foundation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lies in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effective villager autonomy． The efficiency of autonomy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efficiency of the unit． To achieve effective autonomy，we need to consider effective
units． The unit has dual attributes of geography and society．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attribute，unit re-
fers to the space within a certain geographical scope with a certain scale． In terms of social attribute，u-
nit refers to the connection form of stabl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formed by people as the governance
subject in a specific regional space． Size and joining are two variables of unit validity，which affect the
validity of autonomous unit and the validity of autonomy． The more appropriate the unit size is，the
closer the unit connection is，and the higher the unit validity is，and in such a unit，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produce autonomy with higher validity． In order to explore effective autonomous units in practice，two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scale and connection． However，effective autonomous units are not singl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rural areas，innovate and explore diverse and
multi－level autonomous units to achieve effective autonomy．
Keywords: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Governance Unit; Effective Unit; Effective Autonomy; Unit Scale;
Unit Coupling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A New Paradigm of Ｒural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Experience Interpretation
XIE Xiaoqin
Abstract: Ｒecent year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migra-
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rural socie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construct-
ed，reshaped and constructed by mobility．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has changed，and
its governance paradigm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urgently． Some scholars began to grasp the transforma-
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grass－roots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However，there is a serious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improvement for such phenomena． Based onGiddens＇s theory
of delocalization， and the field survey of a villag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delocalization governance”，especially the governance of mobile affairs and the strategies and means
contained there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analytical paradigm，on the one hand，ob-
serves the actual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on the other hand，we can deeply
grasp the deep logic of rural society．“Decentralized governance”reflects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a possible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Keywords: Delocalization Governance; Ｒegional Governance; Mobility; Ｒural Governance

The Impact of Expectation and Sup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Filial Piety among Ｒ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340 Farmers in Hong＇an County，Hubei Province
ZHONG Zhangbao，LI Fei，YUAN Chu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340 rural elderly in Hong＇an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and by
means of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pectation of supporting be-
havior of children in rural areas，the actual supportive behavior of children，and the rural elderly evalu-
ation of filial pie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ural elderly expectations of the level of support for c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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