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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content inclu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ing trends of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subjects of rural 

governance have become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focus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issues have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academic research 

closely follows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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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分析了旧民主主

义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时机段的研究重点，并从中梳理出

了关于乡村治理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变迁趋势，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研究方

法重视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视角也日趋多元化，学术研究紧跟乡村治理实践与时俱进等。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体系，多元化 

 

1.前言 

中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历来是我国“三农”工作的

重要内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乡村治理注

重根据历史实践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通过政策供给

来引导农村地区自力更生，通过治理手段实现了农业

农村支持工业化的发展，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艰苦创

业推进工业化进程，为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

理体系的政策设计强调市场化方向改革，农村地区依

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等优势快速融入并推

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持续提高，在配合农业税费改革等领域为化解农村地

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后，乡村治理体

系相关政策服务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采取超常规手段推进脱贫攻坚并坚定

迈向乡村振兴阶段，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

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乡村治理成为把乡村

地区完全融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整体环境

的重要环节。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其中乡村治理体

系必将发挥更大功能，是乡村有能力承接住“更有力

举措、更强大力量”政策措施的前提与基础，事关“三

农”工作重心历史转移的全局。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中国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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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以

来，部分成果甚至深刻影响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发展速度，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文献，本文将按年代顺序对其中的重要成果做文献综

述研究。 

2.第一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到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阶段的研究和探索对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

理体系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以个

案研究为主，这时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很多是

传教士或兼职媒体工作，因此研究成果很多类似于媒

体纪实，包括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1899

年写成《中国乡村生活》，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Kulp）1925 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

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等。这其中南京金陵大

学卜凯（J.L.Buck）对中国 1920 年至 1933 年之间的

历史开展了三次研究，通过大规模、系统性的实地调

查撰写出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

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当时中国农村家庭生产生活、农村

土地使用等情况，并分析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个体土

地所有制度、土地耕作制度、成果分配制度等对乡村

治理体系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从农村权力结构与

国家政权间关系的角度开展研究，着重探讨农村社会

变迁过程中，农村的权力结构变迁及其与国家政权的

关系，如柯鲁克（Crook）夫妇在其著作《十里店：

中国的一个村庄的革命》一书中梳理了十里店农村政

权的建设，观察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动力。美国塞尔登

（Mark Selden）对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出版了《革命

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提出“延安道路”在中国革命和

变革中有着土生土长的贡献。此外，还有学者从农村

权力结构与国家政权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着重探

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权力结构变迁及其与

国家政权的关系。 

3.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 

这一阶段比较有名的是澳大利亚学者葛迪斯

（W.R. Geddes），他根据费孝通先生所著《江村经

济》对村个案进行了后续跟踪研究，在研究中他重点

归纳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土地、乡绅等各个要素在人

民公社化前后的变化。戴慕珍（Jean C.Oi)）在《中

国乡村经济的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一书中也

通过对苏南乡镇企业的考察，提出了“政府公司主义”

的乡镇经济发展路径，这是在当时工业化背景下对中

国乡村经济发展的原因的洞察，同时从制度分析的角

度对“政府公司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统筹财政、集体化

制度、乡镇领导干部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黄

宗智(Philip C. C. Huang)借用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的“内卷化”概念，分析了满铁对华北地区的调查材

料，并在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华北农业生产是

一种劳动力资本为核心的农业，由于劳动力资本之间

的差异较小，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之间的生产力

水平并无显著区别，而劳动力资源的过剩导致了华北

农村“内卷化”现象，“内卷化”现象在乡村治理中主要

体现为无论如何加大资源投入，产生的增量效果日趋

不明显，即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打破“内卷化”趋势

也成为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重要难题。 

4.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圈也掀起了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热潮，我国对西方学者的一些研

究限制开始放宽，自此以后西方大批学者开始对中国

农村地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调查研究，研究视角和主

题也更加多样化。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扩展到包括中

国农村女性现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情况、村

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关系等，其中香港学者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ger）合作出版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

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对中国农村小农经济体制

的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涉及到改革

开放后治理结构、治理主体和作为治理基础的农业生

产模式等，对乡村治理情况进行了详实的反映。此外，

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出版的《文化、权

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从地理维度对

华北地区的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其中涉及到乡

村治理过程中的治理文化、治理结构、权力运动等关

键内容，并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寻找乡村治理体系

的优化路径。许慧文（Vivienne Shue）从“蜂窝结构”

的概念着手，具体描述了农村社会的结构表现形式，

并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与国家

政权间的关系，指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的发展趋势。 

5.第四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 

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革，尤其是伴随着中国与

世界在经济上的往来更加密切，中国乡村治理成为海

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中国季刊》《中国

月刊》《现代中国》等刊物经常发表关于中国农村的

研究成果同时，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研究的广度大

大提高，从个案深度研究逐步扩展到覆盖地区甚至全

国的研究，从社会治理角度拓展到社会、政治、文化、

经济等多个角度，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也得益于这一

背景，也产生了较多理论成果，如“软集权化”、“国

家-社会”互动、“第三方管理理论”等。如美国经济学

家罗泽尔（Scott Rozelle）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乡

村治理现状，重点关注的是乡村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和测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体系评价框架。格雷

姆·史密斯（Graeme Smith）从精英干部的分化着手，

通过研究安徽省某农村县政府官员晋升的政治、途径

及其对精英地位的态度，分析官员晋升的政治路径等

对农村地方政府的运行启示，关注政治精英在乡村治

理中的作用，认为政治精英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地位对

其参与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并具体分析了政治精

英的职业生涯提升和政治地位获取策略，以及这些策

略对政治精英与普通干部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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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述评 

第一，田野调查的新视野新材料相对缺乏。自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大量个案研究之后，当前国内

外关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更多是对于成熟理论的

重复和抽象理论的建构，过于关注现实而忽略了从更

高的历史视野对乡村治理变革进行洞察，十八大以来

农村翻天覆地变化不是短期乡村基层治理的简单完

善，而是大历史转型背景下乡村政权如何适应治理能

力治理体系现代化需求的深刻转型，是面向乡村振兴

战略和“三农”工作中心历史性转移而产生的根本变

革。 

第二，欠发达地区乡村基层治理关注较少。当前

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乡村地区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治理的关注较少，城市治理

问题与乡村治理问题虽然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但

乡村有自身发展和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两者的经济

基础、居民素质、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民主自治方式

等制度方面存在基础性差异，这种差异需要学术研究

进行区别对待。同时，两者之间的城乡流动使城乡逐

渐从二元割裂向城乡融合方向迈进，城市治理体系的

研究很难独立于乡村治理研究之外，因此有必要从

“流动的乡土性”这一视角重新认识中国的城市，开展

治理体系领域的城乡融合研究以适应城乡融合发展

趋势。 

第三，理论话语体系以对标为主，缺乏统一的扎

根话语体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进入新世纪后不

断涌现出新概念、新模型、新视角，但整体来看较多

还是在理论建构中对标经典治理理论，是结合实践探

索或改革样板地区经验而对经典理论进行的修订和

完善，所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普遍存在迁移扩散难的

问题，学术积累缺乏基于扎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

语体系，因此导致理论的解释力不足。而对标话语体

系和扎根话语体系最大区别在于扎根话语体系没有

办法也很难进行标准化阐释，具有鲜明的个案特征和

特殊性，因此如果学术研究把基层治理视为一个具体

的实践过程，在理论建构方面不能仅停留在对于经典

理论的反思优化上，还需反观中国本土特色的话语体

系、知识体系，产生符合中国情景的具有鲜明中国特

征的基层治理理论。 

第四，传统理论在解释新时代快速变革的乡村实

践时往往解释力不足。在乡村治理体系分析领域，如

内卷化、善治理论、锦标赛理论、政策网络分析、协

同治理等理论虽然在城市治理场景实现了理论自洽，

但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农村存在的现实矛盾，如村级政

府无职能部门划分、乡村人才在不同主体间高度重合

深度关联、乡村治理文化取代治理契约等，这些现实

问题通常同时出现，一个理论在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

经常无意识的忽略其他问题。因此，部分治理理论虽

然对中国的乡村治理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受文化传

统、思维模式、政体差异、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其

研究成果在解释新时代以来尤其是脱贫攻坚以来乡

村治理实践上难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7.结论 

通过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进行综述

研究，有三个方面的趋势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首先，乡村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逐渐形

成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趋势。

现有研究都已经证明乡村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帮助，但

仅依靠政府帮助也很难持续。所以纵观西方乡村治理

改革过程，都体现出多重主体共同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的意义以及如何发挥功能的机制，这些主体包括政

府、农民生产协会、农民自治组织、新乡贤、普通村

民、乡镇企业、高等院校、金融机构等。 

其次，研究方法重视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中国

乡村治理问题研究大多是基于特定的案例，通过对特

定案例的解刨麻雀式分析，进行了学理层面的论证，

同时注重分析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开展田野调查，形成

了基于实践的学术研究传统，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政

策、文化、社会、市场等复杂因素对乡村治理体系的

影响分析，因此研究结论通常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和

科学性。此外，乡村治理的文献分析也注重学术文献

和实践文献的结合，实践文献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规

章制度，尤其是乡村自治过程中形成的村规民约，对

于观察中国乡村治理具有直观生动的特点，以及保留

在基层民间的村志等档案，也是学术研究过程中不能

忽视的重要环节。 

再次，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视角比较多元。从综

述内容中可以看出，研究视角囊括了政治学、经济学、

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问题也包括

经济体制改革、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变迁、乡村权利意

识觉醒等方面，注重运用不同的理论阐释中国乡村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

理研究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格局，多元

化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印证了乡村治理问题本身具有

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和经验

借鉴。 

最后，学术研究紧跟乡村治理实践而变化。乡村

振兴是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全面振兴。2018 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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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

是基础”。对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提出更高要求。“治理有效”一直是当前学术研究中对

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通

过加强乡村治理领域的政策供给，为调整工农关系、

城乡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系列举措，如何承接这些政策把乡村

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提上日程。乡村治理有效作为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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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强大动力，同时也对乡村治理领域

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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