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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覽中國農村現代化的進程，公社不僅因其特殊的制度模式，更因其對當

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而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本文試圖簡略地勾勒

公社的發展進程，並給它一個歷史定位。本文資料來自作者長期從事實證研究

的浙北海寧市鹽官地區。

一　公社：導入、災難與革命

十九世紀以降，浙北地區傳統的自然村落雖然不斷被各種外部因素衝擊，

但都沒有使它超越「循環的陷阱」。村落依然沿�傳統的軌�再生。

浙北的解放及接踵而來的土地改革，再一次震盪、重構了傳統的村落，這

兩次外部衝擊為農業集體化運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進一步說，由政府直接領

導、組織和推動的激烈土地改革，本身就蘊含�共產黨在土改以後必將向前推

進的理想目標。土地改革造就了千千萬萬擁有一小塊土地的小農，假如任小農

自由發展，不消幾年，貧富分化就會重新出現，土改的成果也會付諸東流，這

是共產黨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在現實中，理想目標的推進表現為政府推

動農民一步步脫離傳統、走向「社會主義」，表現為從農業生產制度進而推向農

村社會結構與組織方式的變革。

我們很難用「自願」或「強迫」這樣對立的概念來描述傳統農民轉變成公社社

員的過程，因為其間充滿�導入的制度與傳統村落之間的互動，充滿�錯綜複

雜的鬥爭和情感衝突。當時的一位村長回憶說：

假如沒有共產黨的強行推進，初級社不可能普遍組織起來。那些勞動力強

的人，家B土地多或佔有較好地塊的人，農業生產經驗豐富的人，很少會

自願入社。有的貧苦農民寧可賣青苗、借高利貸而不入社。不少鄉村幹部

想不通，例如，當時我們鄉的幹部就不想辦社，直到1954年才辦起第一個

初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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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 但另一方面，年長的農民也記得，當時是很多農民用鑼聲、鼓聲、歡呼聲、口

號聲和高音喇叭聲去迎接一個陌生、奇特而又變動不居的世界，是很多農民用

紅旗、彩旗、鋪天的標語、蓋地的宣傳畫營造出一種充滿憧憬、幻想而又撲朔

迷離的氣氛。

1958年秋，人民公社誕生了。

初期的人民公社以規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著稱，與此相對應的是公社權力

的高度集中。公社有權隨時根據自己的需要佔用管轄範圍內的土地，也可以要求

下面上交現金、糧食和物資，亦有權隨意甚至無償調用自然村�的勞動力。總

之，公社可以根據自己的想像濫用權力，甚至想像得越離奇越受人讚賞。

大公社集權直接導致幹部的「共產風」、「平調風」、「瞎指揮」，從而引起公

社內部的混亂。更重要的是，大公社破壞了建構農村社會的細胞——自然村落

（可視作實現家庭間整合的基本單位）。在大公社中，傳統準則較少發生作用，

而新的準則又是那樣飄忽不定，農民被隨意調動、組合、命令、支配而變得無

所適從。在此情形下，農民不再也無法考慮明天的事情，只求當下的利益。農

戶扒了灶頭，到公共食堂吃飯，甚至吃得脹壞了肚子；公社號召放Ö星，幹部

與農民把好幾畝孕穗的稻秧搬在一起，還嘻嘻哈哈開玩笑，結果顆粒無收；公

社號召挑燈夜戰，有的農民點起汽油燈，遠看燈火點點，燈下農民卻可能在睡

覺；如此等等。大公社制度直接引發了農民大眾毀損公社制度的行為。

基礎脆弱的大公社經受不起人為的折騰，致令破壞了村落傳統的新制度難

以契入鄉村社會。一年多以後，公社非但沒有帶領農民進入憧憬中的「幸福樂

園」，反而帶來了普遍的饑荒1。1960年夏天，浙北一位大隊幹部憂心忡忡地在

筆記中寫道：

本隊7、8、9、10四個月共需口糧315,696斤穀。本隊早稻實產203,665斤，

其中上交國家60,000斤，留種36,000斤，淨存用糧107,665斤，只夠吃41天。

這則原始記錄反映了1960年夏秋之交浙北農民的生活情況。

數億農民的生存壓力迫使公社制度的設計者讓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

向全國農村黨支部發出了一封《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要

求人們「堅決反對、徹底糾正」「共產風」，提出「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

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從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1961年春，浙北

地區的大公社開始「分家」；1962年，各生產隊正式建帳。人民公社從大公社體

制過渡到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小公社體制，這是新制度向舊傳統的倒

退。倒退的實質是給農民一點自由，但倒退的閘門一旦打開就很難控制。有了

一點自由的農民變�法兒想擴大這種自由，在可能的範圍內，農民總是按照自

己的方式行為。以後被判定為資本主義的那些東西，當時在農村大大地泛濫起

來。更傷腦筋的是，農村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較多地站在農民一邊，而不是站

在公社一邊。中央為公社的倒退劃出了一條底線，然而，倒退的實踐以各種方

式超出了這條底線。一位大隊幹部說：「從現在的基礎上進一步退到與初級社相

同，性質是人民公社。」2農村大多數基層幹部並沒有意識到過度倒退所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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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但公社制度的創建者們卻看到了日益激烈的「階級鬥爭」。農村基層幹部

和農民與公社制度之間的衝突變得尖銳起來，成為導致農村革命的重要原因。

肇始於60年代中葉的「四清」運動以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給農村社會帶

來災難性的影響。農村革命試圖把傳統的農民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但這無疑

只是一次失敗的嘗試。革命通過「七鬥八鬥」清除了農村基層幹部中的「壞人」，純

潔了農村的「階級隊伍」，使人民公社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擁護公社制度的「革命

幹部」手中。革命通過大批判、大學習肅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

思想，它所造成的淨化效應和政治壓力可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段中約束�農民的思

想、規範�農民的行為，迫使農民按公社的準則辦事，從而使公社有效地運作。

二　村隊模式

革命阻止了公社的倒退，重建了公社的權力，規範了農民的行為。農村人

民公社進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運作時期，這個時期的制度仍是「三級所有，隊為

基礎」3。經典的公社制度以生產隊為基本結構，60年代後期以降，浙北農村建

設起一個個由四十戶左右的農戶組成的「標準的」生產隊，這樣的生產隊部分地

與傳統農村的自然群落——自然村相重疊；或者說，生產隊即使不是嚴格意義

上的自然村，也可被看成是一個人工塑造的自然村。根據海寧市80年代初的調

查，全市共有3,654個自然村，生產隊的總數為3,331，兩個數字十分接近4。從

地緣的角度看，傳統的自然村落有明確的邊界，但公社改變了傳統的地緣圖

景，營造出一個個「一村人家，環繞一片綠地」式的標準村落。村落的邊界現在

與行政區劃完全一致，村落就是生產隊，生產隊也就是村落。隨�時間的推

移，村民對生產隊的認同甚至超過了自然村。

生產隊與自然村落的相互契合，構成了「村隊模式」。解釋村隊模式有助於

理解公社時期外部衝擊與村落傳統之間的互動，亦有助於理解公社的運作、持

存與最終消亡；村隊模式是解開公社秘密的一把鑰匙。

公社的農業經營是公社、大隊領導下的生產隊的經營。政府用限制農民自

由的方法把分散的農業經濟納入了計劃，但問題在於，被剝奪了部分行動自由

而且又失去了發家希望的農民到底如何在嚴格執行計劃經濟原則的公社組織中

行為？政府又如何對農民的行為作出對應，以維護被看作社會主義經典模式的

人民公社制度？

在這�，村隊模式為新制度與傳統生活方式之間的融合提供了一些可能

性，這種融合有利於公社制度的持存和穩定，也有利於國家計劃的貫徹和各項

政策的落實。生產隊（村落）�的農民在由親戚、鄰里、朋友、熟人組成的小集

體中發現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於是在生產隊中產生出一種「集體生存意識」，

其通俗表達是「吃飯靠集體」。集體生存意識推動生產隊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資

源，增加農業的產出；激勵生產隊增加農業勞動投入，以改善生產隊的農業生

產條件；使生產隊對於可能增加農業產出的技術持積極態度；等等。最後，集

體生存意識在某些場合還可起到維持基本生產秩序的作用，例如，在生產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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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 「躺倒不幹」的時候，在革命把絕大部分農村幹部都「打翻在地」的時候，或者在

派系鬥爭最嚴重的時候，生產隊�的農民也會自覺、主動地下田播種耕耘，因

為他們知道，「不種田就沒有飯吃」。

生產隊與村落的部分融合使許多傳統規範在新的制度框架內產生作用，這

有利於維繫一種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在生產隊中，每一個人都熟知其他的

人，都知道在甚麼情況下該如何待人處事，都受到早已為一代又一代祖先驗證

了的村落制度文化（秩序、禮儀、風俗、習慣等等）的約束。村落的傳統規範廣

泛地左右�生產隊社員的日常交往，公社之所以容忍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儘

管傳統規範的前提與公社相悖，但傳統規範的很多功能（調節家際衝突、維持村

落秩序、實現村內整合等等）恰恰是生產隊所需要的。有趣的是，在生產隊�，

即使有些純粹出於家庭或個人私利的行為，有時也會在客觀上有利於生產隊集

體。有人偷了生產隊的東西，另一些人起來揭發，後者的想法是，集體的東西

也有我的一份，他拿集體的東西就損害了我的利益；有人在分配時盡揀好的，

其他人馬上會起而反對，因為他拿了好的，其他人就只有差的了；有人在幹活

時過份偷懶、「不像樣子」，一起幹活的人會「講話」，因為他少幹活拿同樣的工

分，多幹的人就吃虧了。

當然，國家計劃和公社的指令不可能事無巨細地滲透到農業經營和農民生

活的每一個細節。公社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可以讓生產隊和農民自由活動的

空間，同時也劃出一條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但是，生產隊和農民

的自由行為常常超越公社劃定的界限。作為半經濟作物地區，糧食和主要經濟

作物的種植面積早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之初就已嚴格規定，但幾乎沒

有一個生產隊完全按規定的面積去種植。聯民大隊某生產隊在1962年核定的桑

園面積共93.94畝，該隊為增加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幾乎年年都要「地改田」（改桑

地為水田）。該隊1975年的桑地面積減到87.14畝，1979年減到70畝，1982年核定

的數字是65.67畝。在嚴格的計劃經濟的年代�，生產隊私自減少了國家計劃桑

園面積的30%！這還僅僅是「明減」，此外還有「暗減」。生產隊每年都會在質量較

差的桑園�「間作」，春天扦插薯苗，夏秋種蔬菜，秋冬種春花等等。間作可能

會增加土地的產出，但肯定要減少桑葉的產量，致使「一畝桑園只當半畝用」。

這僅僅是生產隊「越界」行為之一例，實際上，生產隊和農民時時都在進行越界

行為，導致公社管理的成本高昂。

更傷腦筋的是農民的離心傾向。人民公社把傳統的小農組織起來，並給他

們一個新的名詞——公社社員。但是，即使通過文化大革命那樣「觸及靈魂」的

運動，公社也沒有改變小農的本質，新的名詞決不會使他們成為新人。小農繼

續追求�家庭的利益，村內仍然進行�家際競爭。集體制度內部始終存在�一

種導致瓦解的力量。在退社自由沒有被取消的時候，集體中的小農時而做�退

社的夢，就如大家庭中的小家庭時而做�分家的夢一樣。在退社自由被取消以

後，生產隊�的小農又用特殊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磨洋工」或許是人們最為熟悉的小農行為。生產隊雖然制訂了一整套制度

來提高農民的勞動效率5，但磨洋工現象還是到處可見，在實行「隊工制」6的時

候尤其明顯。「工分掛帥」是小農的另一種行為方式，農民只顧拿工分，不管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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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質量，令生產隊幹部十分頭痛。「搭便船」指那種讓別人捎帶�幹活的行為。例

如，割麥的時候，有人存心割得慢一點，反正大家總會把麥割完的，那我就慢慢

割吧。「負攀比」指以攀比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負面效應。許多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幹

活，當甲偷懶，乙和丙也會跟�偷懶，引起偷懶之風盛行。「損公肥私」在生產隊

�時時可見，多佔集體的土地、「拿」集體的農藥、偷屬於集體的豬糞羊糞、「借」

集體的蠶匾等都屬於此類。「跳農門」是農民特別是年輕農民最嚮往但卻難以做到

的事，不過到了70年代後期，外出的農民卻對那些仍在隊�勞動的農民產生了消

極影響。有些在隊農民認為是「我們養活了他們」，認為在隊勞動是「受剝削」。

生產隊的越界行為和農民的離心傾向時時威脅�公社，儘管村落的天然穩定

性為公社的穩定提供了必要條件，但公社內部的張力卻使公社難以完全擺脫生存

危機。公社一方面要克服內生的衝突矛盾，另一方面又要擺脫與生俱來的困境，

因此不得不採取種種補救辦法，其中最具特徵的是超經濟的政治強制。公社需要

接二連三地開展階級鬥爭，把平淡的日常生活納入政治軌道；需要以領袖崇拜為

中心象徵的、強制的從而足以有效地規範農民行為的意識形態；需要強制地向農

民灌輸上級的意志，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理解不理解是一個方法問題，執行

不執行是一個態度問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70年代的鄉村政治氣氛與革命有�密切關聯。革命的社會淨化作用與威懾

力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抓革命，促生產」等革命口號或強或弱地制約�

幹部和農民的行為，從而有利於公社制度的穩定。但是，革命不可能長久地替

代鄉村的日常生活，社會制度也不可能長期依靠強制維持。到70年代後期，原

先的革命對象或離開了人世或業已平反，階級的界限因第二、第三代人的成長

而變得模糊不清，而新一代農民又缺乏革命的熱情，再加上公社曾經給農民許

諾過的美好生活卻一直無法在具體生活中兌現，這種種問題都使公社可能具有

的動員能力窮盡了。

超經濟的政治強制漸漸失去了有效性，1979年三中全會之後，政治強制部

分地解除了，撐�公社大廈的支架失去了。1983年，浙北地區普遍實行聯產承包

責任制；1984年，人民公社正式被鄉鎮體制替代。轟轟烈烈登場的人民公社，

靜悄悄地離開了中國社會生活的舞台，一去而不復返。

三　公社與後公社時代的發展

然而，農村並沒有退回傳統的村落中，對公社的否定也是局部的，因為公

社的很多東西業已溶入新的鄉村體制中，影響�農民特別是農村幹部的思想和

行為，並使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土地問題是農村社會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土地佔有集中與

分散的交互轉換，描繪出一條村落演化的歷史長線。1956年，浙北的農民交出

珍藏的土地證，加入了高級社。入社的農民懷戀�自家的土地，就如母親懷戀

�自己的孩子。假如在60年代初期解散公社，土地私有制就很可能被恢復，因

為那時的農民有�強烈的恢復私有土地的欲望。但當時一場持久而深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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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 大革命，徹底打消了農民「還我土地」的念頭。1982年，浙北的農民獲得了土地

經營權，公社雖然解體了，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卻被保存下來，這是公社極其

重要的制度「遺產」，更是後公社時期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制度基礎。基本

上，與傳統的土地私有制相關的各種問題、矛盾與衝突不會重新出現，而建立

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舊制度亦不可能復歸，農業和農村經濟將會在土地集體

所有的基礎上走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鄉村企業的發展是浙北農村最引人注目的情況。縱觀浙北

鄉鎮企業的發展歷程，正是社隊辦企業為新時期鄉村工業的勃興奠定了基礎。

以海寧縣Y鎮為例，該鎮在公社時期有一家辦得不錯的農機廠，以後很多鎮辦企

業都是在農機廠的基礎上辦起來的，不少幹部把農機廠稱為Y鎮的「黃埔軍校」。

實際上，到了1983年，即公社改為鄉鎮的前一年，Y公社已有14家社辦廠和很多

隊辦廠，在社辦廠就業的職工已有914人，佔全社總勞動力的20%。

傳統農村以「一盤散沙」著稱，人民公社則以高度集權聞名。改革使公社部

分地或全部地放棄了農業生產的經營權，並因此引發出公社內部和外部的一系

列制度變革。但是，改革並沒有根本改變黨政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方式。黨和政

府的權力依然滲透到農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強有力的農村地方黨政權力成為

公社留下的另一份制度遺產。

1949年以後，浙北地區鄉鎮的黨政關係有兩種模式，一是黨委領導下的政府

分工負責制，一是黨的一元化領導。改革開放時期的鄉鎮黨政關係屬於第二種模

式。在鄉鎮權力結構中，黨的權力佔支配地位，黨委書記是鄉鎮的「第一把手」，

鄉鎮通過黨政聯席會議來確保黨委的領導。黨政聯席會議是鄉鎮最高級別的會

議，會議決定人事任免、經濟發展戰略以及一切重要的事情。參加黨政聯席會議

的，一般包括黨委全體成員和正副鄉鎮長，由於黨委成員佔明顯多數，所以在議

事決事過程中，黨委的意見份量甚重。村一級的權力結構與鄉鎮相類似。

政企合一是人民公社制度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使政府放棄了大部分農業

的經營權，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改革並沒有改變政府與工商企業的

關係，而是為鄉村政府更多地參與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激勵。黨和政府在

鄉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推進鄉村企業的發展。黨政第一把手不僅組織制訂發展

戰略和政策，還直接參與項目引進、資金籌措、產品銷售等具體事務。鄉村大

大小小的幹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介入鄉村企業的發展；鄉村的所有資源，包括

權力和關係網絡都被調動起來。另一方面，從土地上抽出身來的農民以前所未

有的規模參與了外部世界的交往，所謂的「八億農民八億商」，話雖言過其實，

卻也反映了部分實情。政府與農民的積極性相互結合，釀成了80年代中後期浙

北農村鄉村企業發展的高潮。80年代後期以來，鄉村的政企關係發生了重要變

化，先是實行企業經營者承包制，接�又進行了以「明晰產權」為中心的改革。

改革的進程因外部環境的變化、傳統的制約和各種利益的衝突而步履維艱。

鄉村地方政府的權力最初是與革命相關的，當革命為大多數貧苦農民提供

夢寐以求的土地時，人民政權因得到貧苦農民的擁護而得以鞏固。在毛澤東時

代，選舉為政府權力所提供的合法性只是形式上的，其實質的合法性始終來自

領袖與上級，即使不進行選舉，農民也承認公社的權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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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來，浙北農村正常開展了人民代表選舉，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鄉

鎮地方政府的換屆選舉等工作。認真考察十多年來各次鄉鎮選舉活動，常常可

以看到上級意志與代表意志之間的張力。一方面，政府試圖健全鄉村的民主選

舉制度，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向前跨出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集中統一的權力

體制需要統一的意志，當民主可能渙散統一意志的時候，黨和政府就可能設法

限制民主。直至今日，在鄉鎮政府的換屆選舉中，上級的意志仍是決定性的，

民主僅僅在上級規定的框架內運作。

改革開放以來，村民自治問題受到各方重視，中央在改革之初就對村民委

員會的性質、地位、作用和組織機構等作了明確規定，以求推進村一級的自

治。但是，村民自治在現實中卻遇到了種種困難。一方面，村民委員會的自治

權實際上十分有限，它的權力小於同級黨支部，同時，它首先必須貫徹鄉鎮政

府的指示、指令，完成鄉鎮政府下達的指標。另一方面，農村居民對村委會選

舉以及其他村內事務的消極態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障礙。儘管統計數字反映

村民參與選舉的比例很高，但只要到農民中間走一走，就會體察到農民對公共

事務的冷淡與漠不關心。只有在大多數農民積極參與的時候，村民自治才能有

實質的內容，但農民的態度和行為的改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此農村基層的

村民自治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後公社時期的中國鄉村社會加快了變遷與發展的速率，新事物層出不窮，

許多東西還沒有來得及穩定下來就被淘汰了，鄉村變得紛繁複雜甚至令人眼花

繚亂。或許，對公社的研究可能為我們提供理解當今農村現代化的新視角。當

今的農村從公社中走來，而且，公社留下的很多東西還會繼續制約�中國農村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路徑。

註釋
1　據浙北H市1985年編纂的《H農業區劃》記載，H市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恰恰沒

有發生值得記載的自然災害。

2　這ß的後半句是套話，前半句是真實的思想。實際上，初級社以土地家庭私有

為特徵，與人民公社有本質的差別。

3　就公社的組織結構而言，1962年浙北很多地區建立的生產隊規模較小，俗稱

「小小隊」，1968年才建立更符合「社會主義精神」的標準的生產隊，即由四十來戶農

民組成的生產隊。

4　參見海寧市地名辦公室編：《浙江省海寧縣地名志》（海寧，內部發行，1985），

頁5。

5 　參見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98），第十章第四、五、六節。

6　「隊工制」指生產隊集體勞動，生產隊的記工員按每個社員的勞動時間記錄工分。

7　Y公社1963年5月召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而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則一直到

1981年1月才召開，其間整整有十八年沒有召開全社人民代表大會。

張樂天　華東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著有《自我的境界》、《告別理想——人民

公社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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