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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則將其推向了頂峰。國家在這

樣的過程中，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利

維坦，無所不能，沒有任何力量可

以對之進行制約，鄉村被緊緊地捆

綁在國家前進的戰車上。鄒讜先生

在《中國革命再闡釋》一書中，將這

樣的一種過程稱之為「全能主義政

治」。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所面

臨的內憂外患，使其處於一種全面

的危機之中：舊的制度被打碎，新

的體制尚待建立，整個國家處於支

離破碎的狀態，任人宰割。由此，

中國人意識到，要最終實現富國強

兵夢，國家必須加強對社會的控

制，整合全社會的力量。而向鄉村

滲透政權，改變過去天高皇帝遠的

鄉村自治狀態，則是實現這一夢想

的必由之路。張鳴教授在《鄉村社

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

1953）》（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一書中

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首先，張鳴通過對一個村圖的

論說，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傳統鄉村

的風景畫。他認為，在傳統意義上，

悲情的鄉村

● 盧元偉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

是二十世紀中國十分

重要的現象。中國人

意識到，要最終實現

富國強兵夢，國家必

須加強對社會的控

制，整合全社會的力

量。而向鄉村滲透政

權，改變過去天高皇

帝遠的鄉村自治狀

態，則是實現這一夢

想的必由之路。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

構的變遷（1903-1953）》（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

悲觀主義，而這是農民或工人階級

意識的核心內容。客觀地說，這種

悲觀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偏見，不如

說是對絕大多數革命國家中工人和

農民命運的現實評價。如果說一些

國家在創建之前很少發生革命，那

麼，它們現在就更是銷聲匿X了。

有鑒於此，「即便我們不去讚美弱者

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們更有

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韌性⋯⋯恰恰

是這種精神和實踐，防止了最壞的

後果，預示Ø較好的結果」（頁350）。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是二十世

紀中國十分重要的現象，其緣起是

1903年的清末新政，1949年新中國

成立後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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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然對這些人有仰視之感，而上

頭的政權在處理所有涉及鄉村的政

務時，也首先要顧及他們的意思。」

（頁8）因此，鄉村基本上是處於鄉

紳主導下的自治狀態。當然，國家

政權在其中也起一定的作用，但是

「鄉紳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在

一般情況下基本上能達到某種平

衡，國家默許鄉紳對鄉村某種形式

上的實際控制，而鄉紳也盡可能地

維護國家的權威，保障國家權力的

行使。」（頁39）這樣，鄉村就在鄉

紳自治的模式下維持Ø田園牧歌般

的安詳與寧靜，猶如沈從文筆下的

邊城，一切都是溫情脈脈的，沒有

殘酷的階級對立，也沒有你死我活

的鬥爭。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國家開

始了大規模地將政權向鄉村滲透的

過程。清末新政通過地方自治的改

革，極大地提高了地方自治機關的

權力範圍。「自治機關變成了這樣

一種東西，凡是從前官府管的它都

管，從前官府不管的它也管，鄉紳

或者說村社精英的權力第一次不僅

被公開化而且制度化了，而且是被

朝廷以法典的形式制度化了。⋯⋯

從而在無形之中，國家政權借精英

之手將觸角伸到了鄉下，揭開了國

家權力下移的序幕。」（頁45）

進入民國以來，無論是北洋軍

閥還是國民政府，都無一例外延續

了由清末新政所開啟的國家政權下

移之路。北洋軍閥混戰，導致了中

央政府權力式微，國家政權完全控

制在軍人手中。這些軍人政權為了

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徹底撕掉了

原來蒙在鄉村身上的那層道德面

紗，對鄉村採取了竭澤而漁式的掠

奪。張鳴稱之為「軍刀下的政權下

移」。國民政府建立以後，曾一度試

圖解決鄉村日益破產的問題，並開

出了「鄉村自治」、「保甲制度」的藥

方。然而國民政府沒有意識到，近

代以來鄉村破產的真正原因，乃是

因為國家對鄉村的過份掠奪。因

此，這些加強對鄉村控制的措施，

其實際效果是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的

衰敗。一些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

在山西搞「村本政治」、李宗仁在廣西

搞「鄉治」，其意圖都是通過加強對

鄉村的控制，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通過對本書主要內容的論述，

我們可以看出，張鳴對於近代以來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抱Ø嚴厲的批

評態度。他認為，隨Ø近代以來國

家政權向鄉村的不斷滲透，鄉村變

得日益凋敝和破產了，鄉村再也不

是寧靜與安詳的桃花源。鄉村精英

不斷劣化，由原來的鄉紳主導鄉村

政治變為土匪和軍閥橫行鄉間。這

對於廣大鄉村來說，可謂一個巨大

的陣痛：它打破了鄉村原有的寧靜

與安詳，給其權力結構和文化生態

都帶來了巨大的破壞。所以張鳴不

無痛惜地說：

基層政權和槍桿子有了前所未有的

親和，從而極大地損害了農村原有

文化氛圍，使鄉村權力從文化性質

轉向武化。不僅摧毀了原有的道德

氛圍，而且損害了鄉村的文化網

絡。在這個打`現代化招牌的軍事

化進程中，原有的民間社會空間受

到國家政權的全力擠壓和侵蝕，通

過這種擠壓和侵蝕，實現國家政權

的擴張，最大限度地將農村的資源

張鳴對於近代以來國

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抱

¶嚴厲的批評態度。

他認為，隨¶近代以

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

不斷滲透，鄉村變得

日益凋敝和破產了。

它打破了鄉村原有的

寧靜與安詳，給其權

力結構和文化生態都

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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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到國家政權手中，以實現所謂

「富國強兵」的目標。這種趨勢雖然

沒有將民間組織完全驅逐出局，但

畢竟將農村的自組織系統摧殘得七

零八落，農村原有的互助、宗教、

公益、自°以及娛樂的功能大面積

萎縮。（頁3）

在這H，張鳴以一個學者特有

的人文關懷對於鄉村文化之喪失表

達了自己無限的哀婉之情。儘管筆

者不同意張鳴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

的過於美化，但依然認同他對於近

代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的反

思。應該說，張鳴的反思是深刻

的，他點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在

近代中國歷史舞台上角逐的各派勢

力，為了使自身能夠立於不敗之

地，都將手伸向了鄉村，通過從鄉

村掠奪資源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當

然，不可否認，一些個別的黨派勢

力，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富國強兵的

抱負。但是，絕大多數的派別勢力

都只是把鄉村當成了自己的金礦，

不擇手段地加以開採，直到鄉村的

最後一滴財源被榨光為止。總之，

不管是為了實現富國強兵這一崇高

理想，還是只為維護自己勢力範圍

這一卑賤目的，所有的黨派勢力都

是通過犧牲鄉村來完成目標，他們

共同走了一條以犧牲鄉村來建立自

己的原始資本積累的道路。至此，

「清末以來的政權下移，終於走到

了它不應該去的地方，脫離了原來

的現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

（頁53）

令人遺憾的是，張鳴教授的批

評僅僅到1953年，而沒有討論新中

國成立後三十年國家政權向鄉村滲

透所帶來的弊端。在真正意義上完

全實現了國家政權向鄉村的滲透還

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其給中國鄉

村所帶來的影響遠比晚清和民國時

期更為巨大。1949年之後，在重建

國家和地方政權的過程中，我們將

國家政權推進到了社會的所有領

域，所有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都

在國家的控制之下。這種體制，一

方面集中了力量，為國家恢復國民

經濟，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基

礎。但同時，其僵化、落後的負面

效應也隨Ø這種體制的逐步推進而

愈發顯現出來。在經濟上，不能激

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在文化上，束

縛創作者的手腳；在政治上，最終

走向個人集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浩劫就是最為悲慘的教訓。

具體就鄉村而言，從合作化運

動，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國家修

了一條將政權延伸到每一個農戶大

門口的路，鄉村的生活必須完全按

照國家的意志來進行。而這一切只

不過是為了貫徹國家通過犧牲農業

來支持工業的政策。這造成了現今

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對國家未來

的長久發展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

響。直到今天，中國依舊是「鄉土

中國」。三農問題依舊是擺在中國

人面前的最大問題。李昌平曾經大

聲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

農業真危險」。本來，國家政權向

鄉村的下移和滲透是為了解決國家

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其結果卻導致

鄉村的凋敝這一更大的困境，其中

的優劣得失不言自明。

如果要對近代以來的這種政權

下移現象找尋其背後的思想動機，

則是文章一開頭筆者所提到的那個

在真正意義上完全實

現了國家政權向鄉村

的滲透還是在新中國

建立之後。1949年之

後，所有政治、經

濟、文化活動都在國

家的控制之下。這種

體制，一方面為國家

恢復國民經濟，建立

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

基礎。但同時，其僵

化、落後的負面效應

也愈發顯現出來。



追求富國強兵夢的「全能主義政治」

思想在作怪。「全能主義政治」這一

概念的發明者鄒讜先生說，全能主

義政治在應付特定危機方面有其合

理性，但是一旦危機解除，則應立

刻放棄全能主義政治，否則後果將

不堪設想。它會過份壓抑社會本身

的活力，走向極端就會出現只有國

家而沒有社會的嚴重後果，最終導

致一個社會的停滯不前。從中國近

代的歷史來看，通過實行全能主義

政治的方法，我們的確挽救了國家

危機，驅逐了所有侵略者，最終實

現了國家獨立。然而，在1949年

後，中國不但沒有放棄這一政治體

制，反而進一步強化它，最終導致

1949年後三十年曲折發展的命運。

直到改革開放，國家政權從相關領

域退出，重新釋放社會的活力，才

實現了國家的繁榮。

本書雖然是由一篇篇的論文構

成，但是在編排上，作者十分注意

前後篇章之間的密切聯繫，經常在

前一篇文章的結尾為下一個要論述

的問題留下伏筆，因此，在整體結

構上給人以行散神不散的感覺。本

書的\述不僅有時間的維度，從

1903年的清末新政寫到1953年的農

村社會主義改造，梳理出半個世紀

以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的發展脈

絡，同時還有空間的維度，大至寫

國家政權，小至寫一個土圍子，點

面結合，既有關於國家層面的宏大

\述，也有微觀層面上的地方性知

識，給人以很全面的感覺。同時，

作者在寫到各派勢力對鄉村的權力

滲透時，並不將鄉村看成只是被動

地接受政權的滲透，作者還研究了

鄉村基層精英的反抗和應對之策，

比如作者對紅槍會的研究。這樣的

研究思路能夠還原歷史的情景化特

徵，讓人讀起來覺得很生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鳴教授的

獨特語言風格。正如作者所言，此

書是介於學術研究與隨筆之間，因

此讀起來並不生硬。張鳴教授既能

寫高頭講章，又能講述老百姓的故

事，所謂左手書學術，右手寫隨

筆，既能深入，也能淺出，實在值

得我們青年學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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