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介與短評 147筆者很欣賞羅爾斯，但對挪用羅爾

斯理論，或誤解而作為合理化不公

義制度的幌子則甚為擔憂。

單以羅爾斯和柯恩的學術成就

來解釋上述現象，似乎忽略了社會

背景與思想學說流行程度的相關

性。如果把社會現實和學說聯繫起

來，我們會發現羅爾斯的差異原則

正符合中國現今仍盛行的先讓一少

部分人富起來，最終讓最差狀況的

人也受惠的思路，恰好與把人看成

是追求最大自利的人的想法不謀而

合。而柯恩的理論，正好讓我們反

省這思路背後可以隱藏的不公義之

處，也讓我們更好地思考怎樣才是

一個公義的社會。

國家與鄉村關係的新解析

● 周艷敏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士皓譯：

《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

的國家與鄉村》（北京：中華書

局，2008）。

近年來，有關華北鄉村問題的

研究著作頗豐，李懷印所著《華北

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

鄉村》（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引用只註頁碼）

是其中之一。作者歷時數年收集新

資料，以河北獲鹿縣為研究對象，

探討了傳統鄉村治理實踐和二十世

紀早期中國的新式村政建設。

該書採用的資料源自晚清和民

國時期直隸（河北）獲鹿縣的檔案

（大約5,000卷，藏於河北省檔案

館）。它們有三個特點：（1）時間的

連續性：涵蓋了整個晚清和民國時

期；（2）內容的詳實性：涉及基層

行政管理的各方面，包括田賦、差

徭、兵差及契稅的徵收，黑地調

查、村級行政人員選任，以及興辦

新式學堂的活動，多數以解讀狀

詞、辯狀、堂供、役警調查資料

《華北村治——晚清

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

鄉村》一書，收集新

資料，以河北獲鹿縣

為研究對象，探討了

傳統鄉村治理實踐和

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的

新式村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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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呈現出來；（3）資料的互補

性：彌補了1910至20年代北洋時期

中國鄉村研究資料偏少的缺點，以

及單純依靠滿鐵調查資料的缺陷。

除了基於上述檔案資料的特殊

性以外，該地區的地理結構和生態

環境還具有代表性。獲鹿縣位於冀

中南部平原，屬於華北地區的核心

地帶，以自耕農為主導，井灌、排

水系統發達，加上氣候溫暖，降水

適度，種植模式多樣化，土地產量

很高。這些條件促使人口增長和經

濟商品化，表現出華北核心地區的

特徵。作者很重視獲鹿縣的生態環

境，認為生態環境和人類活動方式

密切相關，該地區的合作制度與生

態環境密不可分。

作者的研究，首先把鄉地制作

為切入點，在探討鄉地制起源、運

作規則及其延續與變動的基礎上，

進一步闡釋國家與鄉村的關係，

並提出有異於傳統觀點的新看

法。二十世紀初，國家政權建設影

響æ獲鹿鄉村，傳統的鄉村治理與

新生體制進行博弈，表現出傳統鄉

村治理的變化及其連續性，直至國

民黨時期國家權力滲透的加劇。

一　鄉地制

清初法定的稅收體制是里甲

制，然而，在冀中南地區卻從未按

官方的設計實施過。1726年以後，

「自封投櫃」制度逐漸取代里甲制，

但其平穩運轉有賴於國家對鄉村社會

的有效控制，由此保甲制應運而生。

根據李懷印的研究，保甲制未

能按設想狀態實施而逐漸衰落，此

後出現各種非正式慣例。第一種是

包收：通常出現在國家無法依靠自

身力量徵稅和村社渙散而無法集體

納稅的地方，包收人一般是縣以下

的里書或社書。第二種是包攬：流

行於大土地精英佔據主導地位的地

區，尤其是長江下游地區。擁有功

名的鄉紳精英利用不納丁銀和其他

勞役的特權承擔無特權的普通花戶

的稅負，以此獲取非法利潤。第三

種是由村社中選一人代表所有花戶

到官府遞解糧銀：該形式既承擔保

甲在徵稅中的代理職責，同時又履

行保甲的治安功能（頁54-55）。

李懷印發現，晚清時期的獲鹿

縣在賦稅管理方面出現了類似第三

種慣例的形式——鄉地制。鄉地制

是在農民社群中內生的一種合作制

度，主要作用是方便村民納稅，以

及保護村社免受外來侵擾（指各種國

家制度或慣於敲詐的衙役和貪婪的

包收人的非法行為）。雖然他在檔案

資料中未能找到關於鄉地制起源的

詳細資料，但卻看到一些線索，即

「各村擇公正殷實之人，設一鄉長〔鄉

地〕，花戶不論何社，皆鄉長一人催

收糧銀，到櫃分社投納」（頁56）。

獲鹿村民選任鄉地有非正式的

規則，當地人稱為「村規」。村規明

確了鄉地遴選方法以及新老鄉地的

交接日期。貫穿村規中一個普遍接

受的原則，即村社中所有符合條件

的村戶每年都要輪任鄉地。作者指

出，獲鹿村民輪流提供鄉地服務的

慣例受宗親紐帶的影響最大。在單

一族系的社群中，通常由該族的各

房或各戶為整村輪流提供一名鄉地。

在多姓村莊，常出現三種類型：

（1）各花戶輪流為全村充任鄉地，而

作者的研究，首先把

鄉地制作為切入點，

在探討鄉地制起源、

運作規則及其延續與

變動的基礎上，進一

步闡釋國家與鄉村的

關係，並提出有異於

傳統觀點的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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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輪流為全村提供一名鄉地；

（3）村中諸姓各自組成一個比村小的

單位——牌，每牌從本家族選出自己

的鄉地，為牌內各戶服務（頁60）。

鄉地的推舉總是與各戶田賦數

額或土地數量掛c。通常一戶糧額

愈大，其充當鄉地的機會愈早，充

任次數也愈多。另一種情況是，村

民依據各戶田畝數量，決定輪任鄉

地的順序和周期。在土地頻繁轉換

的情況下，糧銀數額和實際田畝數

往往不一致，常存在「有地無糧，

有糧無地」的情形。

鄉地輪任與土地數量掛c體現

了一種生存倫理，這種生存理論根

植於以親族和自耕農為主的同質村

社中。大多數情況下，充當鄉地是

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獲利機會。

因此，窮人免於充任鄉地，但同時

又能共享鄉地制的好處，對窮人來

說是一種有利的安排。通過這種安

排，富人幫助窮人，保證窮人生存

和村社團結，既體現了富人和窮人

之間的道德義務，又維持了村社的

凝聚力。

二　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
的關係　　　　

長期以來，關於帝制時代中國

的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的關係問題

存在兩種主流看法：（1）中國古代鄉

村具有高度自主性，受村社內部的

族規、鄉規主導，國家影響力十分

有限；（2）中國古代國家高度專制，

鄉村完全被控制，無任何自主或自

治可言。兩種看法雖不相同，但有

一個共同點，即帝制時代的國家政

權與鄉村社會處於一種對立狀態。

對於上述兩種看法，李懷印認

為國家政權（書中具體表現為縣衙

門）與鄉村社會之間，除對抗一面

外，還有日常治理活動中為講求實

效而相互依賴、合作的一面。作者

以稅收為例來闡明這個問題：如前

所述，獲鹿鄉村在賦稅方面實行鄉

地制，很明顯，該做法不符合官府

「自封投櫃」的規定，但縣衙門從實

效性出發普遍認同這一做法，因為

它建立在互惠基礎之上。首先，鄉

地的集體納稅既節省時間，又避免

了個人納稅的差旅費，同時也排斥

了官方稅制下，督催賦稅的蠹役對

地方村社的壓榨；其次，官府借助

民間的自助合作及時完成稅額，不

影響官績考核。作者用大量案例說

明，當村民因鄉地充任或歸還墊款

等發生糾紛時，縣衙門總是按當地

村規審理案件，而不是一味按官方

規定行事，以維持雙方互惠的穩定

關係。

賦稅徵收中的國家與鄉村關係

只是其一面，在其他地方治理問題

上二者是否也呈現出這種關係？作

者不惜筆墨從各個角度加以證實。

例如田賦徵收包含一系列管理活

動，涉及土地買賣管理及稅冊編制

等等。在這些方面，官府同樣分派

給地方的非官方代理人，包括鄉地

和社書。鄉地主要負責與土地買賣

和地契有關的事務，社書管理土地

審冊和更新稅冊。然而，在實際運

作中，鄉地為迎合村民的需要而無

所作為；社書濫用職權，擾亂稅

收。儘管如此，縣衙門並沒有表現

出接管鄉地或社書職責的傾向，因

鄉地輪任與土地數量

掛A體現一種生存倫

理，這種生存理論根

植於以親族和自耕農

為主的同質村社中。

大多數情況下，充當

鄉地是一種負擔，而

不是一種獲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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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契稅徵收不影響縣官的考成和升

遷，契稅上繳省衙門，縣衙門不受

益；該縣的田賦總額是固定的，只

要社書能提供稅款總額的稅冊，縣

官便無興趣改變現狀（頁159）。

對這種官民兩便做法的解釋，

學者過去是照搬歐洲國家的早期近

代歷史經驗，認為政府財力不夠，

無力將行政權力向下延伸。但作者

有不同解釋，首先，清代的中國與

近代早期的歐洲列國有æ完全不同

的地緣政治關係和官方意識形態。

歐洲列國競爭的局勢，迫使各國為

提高軍力而對民間竭澤而漁，導致

民怨沸騰，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十分

突出。但大一統的帝國和巨大的納

稅人口，使中國統治者有可能採取

「輕徭薄賦」的政策，並禁止包稅活

動，而不必強力徵收地方資源。其

次，儒家意識形態中「聽民自便」、

反對官府「擾民」的行政理念，也從

另一方面促使官方限制自己的觸

角，相信利用道德說教比法律或行

政手段控制更好，鼓勵民間自我管

理和合作。所以，國家財力不足的

說法並不充分，中國獨特的地緣政

治和儒家理念是更重要的因素。

三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
鄉村政治　　　

學術界一般認為，清末民初地

方政府實施「新政」後，百姓的稅費

負擔劇增，傳統的「保護型」村社精

英紛紛辭職，地痞無賴趁機上台，

濫用權力，導致民怨沸騰。但作者

認為，這種現象主要存在於華北地

區土地貧瘠、村社渙散的邊緣地

帶，在以獲鹿為代表的冀中南核心

地帶並未出現，並從村正、興辦學

堂、縣議事會等方面來闡明。

清末民初，新政的一個重要方

面是政府在地方村社廣泛設置正式

代理人——村正，以取代半官方的

鄉地。村正的設置，引起了村社權

力的重構，村正和鄉村精英的權力

關係問題尤為突出。過去依靠非正

式手段廣泛施加影響的鄉村精英，

在國家權力向下延伸時受到衝擊。

許多情況下，村正由有勢力的人而

非鄉村精英充任，鄉村精英在某些

領域仍有影響，但其活動限制在一

定範圍內，一旦越出便被視為僭越

本分。除村正一職外，唯一留給他

們的是學堂教師和學董，因此，村

正與教師、學董之間的關係常是緊

張的。

清末民初的另一新政是設立學

堂。設立學堂對許多村正來說是負

擔，因為要擔負籌集學款的責任，

但對多數精英來說則是追逐個人利

益的機會。此時，鄉村精英通過正

式的選舉控制鄉村政權和鄉村學

堂，並且比以往有更大的空間確立

其在鄉村社會的支配地位。雖然他

們易於引來對手的競爭，但官方教

育改革話語中的措辭為他們的競爭

披上時髦的外衣。所以，作者指

出，在二十世紀早期地方現代化的

背景下，鄉村士紳的影響與以前相

比，不僅較為正式化，而且在話語

上更加合法化（頁227-28）。

鄉村精英通過興辦學堂等自治

項目對新政做出反應，並給自身帶

來史無前例的機會，但同時又帶來

較大的稅收負擔。鄉村精英往往是

大土地所有者，承擔的稅收負擔遠

鄉村精英通過興辦學

堂等自治項目對新政

做出反應，給自身帶

來史無前例的機會。

在二十世紀早期地方

現代化的背景下，鄉

村士紳的影響與以前

相比，不僅較為正式

化，而且在話語上更

加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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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與國家的矛盾便隨之加劇。

1900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大批

居住於市鎮的城市精英，他們承擔

了縣級自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國家

試圖徵收新稅時，鄉村精英和城市

精英往往組成「統一戰線」聯合抵

制。作者用三個事件闡述精英們的

表現：（1）1906至1915年，精英們動

員反對差徭；（2）1920和1921年間，

精英們反對善後糧捐；（3）1927和

1928年間，精英們反對「軍事特捐」

（頁232）。在這些鬥爭期間，國家

想依賴精英們動員地方資源，並創

辦自治組織，把精英們納入地方管

理的正式軌道，但事與願違，精英

們把自治組織變成了擴展自身影響

的合法工具，同國家討價還價，維

護自身權益。

可以看出，精英們的權勢始終

沒有被終結。國家要想擺脫這一困

境，就必須在兩方面有所突破——

國家必須將其影響力伸展至鄉村，

同時終結鄉村精英作為縣衙門和鄉

村之間的中介角色，這是1928年後

國民黨的努力方向（頁245）。

四　1930年後的鄉村重組

1928年以後，河北省開始受國民

黨政府領導。從此，國民政府試圖

繞開鄉村精英，並弱化其在鄉村的

影響，從而與村民建立一個更為直接

的關係（頁246）。此時，國家的做法

是將鄉村重組為行政鄉，用外加的

新體制和法令代替先前的內生制度。

在獲鹿縣城，「縣政會議」取代

了縣議會，由縣長、縣長秘書、縣

政府各局所的領導組成，權力集中

在縣長之手，消除了地方精英有組

織的活動。在鄉村，建立了全國性

的、正式的行政制度——鄉公所，

由鄉長和副鄉長領導。鄉村重組的

政策，並未像國民政府預想的那樣

實施。在獲鹿縣，鄉長的選任明顯

不符合國家的規定。在許多鄉村，

鄉長的選任仍像從前選任鄉地一

樣，鄉長也同樣承擔起鄉地的職

責。但鄉長和村民之間的關係不如

以前和諧，與歸還墊款有關的糾紛

增多。但在這些糾紛中，村規依然

起æ一定作用。

鄉村重組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鄉

村社會。作者用兩個實例（第一個

是位於獲鹿縣第七區的范村、談村

兩鄰村之間徵稅權的糾紛；第二個

是位於獲鹿縣第四區的上莊村的鄉

長、副鄉長之間爭奪地方財政控制

權的糾紛）說明這一結論：儘管地

方精英從正式的鄉公所中退出，但

他們依然通過非正式渠道，保持其

在鄉村政治中的影響力，先前的權

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繼續決定æ鄉

村政治的運行（頁274）。然而，這並

不意味æ1930年後的鄉村重組對鄉

村社會沒有衝擊。首先，制度層面

上，鄉公所的建立導致地方精英退

出正式的政治領域，1930年以後的

精英動員運動表明國家對鄉村社會

的影響深入。其次，鄉村重組引起

民眾對合法化的理解以及表達自身

關注的方式的變化，國家制度和近

代話語慢慢滲入到鄉村社群。

為進一步考察國家勢力向下延

伸的進程，作者在最後一章探討了

清查「黑地」問題。作者把1928年以

前國民政府在清查「黑地」中遇到

儘管地方精英從正式

的鄉公所中退出，但

他們依然通過非正式

渠道，保持其在鄉村

政治中的影響力，先

前的權力關係在很大

程度上繼續決定�鄉

村政治的運行。然

而，這並不意味�

1930年後的鄉村重組

對鄉村社會沒有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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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挫折，同1930年以後取得的成就

進行對比，說明國民黨政權在地方

社會中影響的深入。但清查「黑地」

過程中出現的諸如鄉公所敷衍了事

等新情況，又說明獲鹿鄉村內部

強大的凝聚力，國民政府試圖通過

鄉村重組向下延伸勢力的效果並不

顯著。

以上分析表明，作者對獲鹿地

區的研究開創了許多關於華北鄉村

問題研究的新思路，特別是在中國

鄉村政治進程中，獲鹿鄉村舊制度

和舊觀念的連續性、制度層面和話

語層面的變化性兩方面的研究，無

疑給有關華北鄉村問題的研究注入

了新活力。

難以撥開的歷史迷霧

● 馬學磊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

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

的處理卻是如此草率，任何一個知

道此事的人都會感到一頭霧水，因

為此事疑點實在太多。事情過去那

麼多年了，儘管已經有很多人為此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還是沒能給

出一個合理的解釋。2007年香港明

鏡出版社出版了《林彪事件完整調

查》（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作者舒

雲花費二十多年的時間，採訪了一

百多位當事人和知情者撰寫而成。

細讀之後，頓覺對此事了解突增，

然仔細回味，卻更覺迷茫，因為作

者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是，對於這

些問題又未能給出合理的解釋，以

致帶來更多懸念。

作為解釋「林彪事件」的新作，

此書優點眾多。首先，本書資料非

常豐富。「林彪事件」疑案重重，檔

案資料非常缺乏。對於這一事件，

中央一直用一種單一的說法，那就

是林彪叛逃出國。但是，事實真相

如何？三十多年來，大家不斷詮

釋，然而資料的缺乏始終是一個難

以擺脫的事實。作為一位記者，舒

「林彪事件」，又稱「九一三事

件」，在中共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歷史上都是一件大事，一個國家

的「二號人物」、黨的副主席突然潛

逃，結果機毀人亡，而當局對此事

三十多年來，大家不

斷詮釋「林彪事件」，

然而資料的缺乏始終

是一個難以擺脫的事

實。舒雲通過採訪事

件的當事者和家人，

用他們的回憶資料作

為解讀此事的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