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 , 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

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 , 现代性因素的进入, 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

理性化 , 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

型, 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 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Abstract: Currently, a deep ethical cris is is emerging in China ’s rural areas . The core of the bas ic values of Chi-

nese peasants has been family reproduction, and now such a core value is being challenged and rationalized. This

paper puts the values of Chinese peasants into different types and discusses thei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give

some ins ights into the deep ethical cris i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 villages .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

[文 / 贺雪峰 ]

一、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最近几年在全国农村调查, 诧异地发现了诸

多难以理解的现象, 比如中央电视台 2006 年一期

焦点访谈报道苏北农村“丧事上跳脱衣舞”, 我则

在河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的诸多农村遇到

过, 只是没有见到跳脱衣舞, 而是在丧事上表演欢

快歌舞和以搞笑为目的的低俗小品。一百多年来,

基督教在西方帝国主义保护下传教, 一直没有取

得突破性进展, 最近几年, 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出

现了地下基督教的暴炸性传播。在一个村庄调查,

问最近一些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 一个老年

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在

一些农村, 子女虐待年老父母不仅是令人发指, 而

且缺乏理性, 更糟糕的是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而是

相当地普遍, 以至于老年人说现在年龄大了的人

想生活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河南农村向来

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理念 , 现在却是“生两个儿子哭

一场”, 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反而让人羡慕。湖北

荆门农村 , 头胎生女儿 , 隔五年可以再生一胎 , 有

些乡镇竟然有半数头胎生女儿的夫妻放弃生育第

二胎。四川绵竹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 , 一个 70

岁的老婆婆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 不顾 7 个子

女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嫁给城里退休工人。而这并

非孤例, 仅我们调查的同一个村民组近年来就发

生三例老婆婆嫁给城市退休工人的案例。改革开

放以来, 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长, 但在一些农

村, 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天反而减少了。河南安

□
51



□
52

2008/03 开 放 时 代

阳农村, 农民相互之间竞争建房的高度, 现在有的

平房已经建到 4.5 米的高度 , 不仅经济上浪费 , 而

且已十分不安全。村民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

以为是县里干部, 而强烈要求我们出台限制房高

的政策。农民为什么要竞争建房的高度? 湖北洪湖

农村, 农民找各种借口摆酒宴到了荒唐的程度, 以

致每家小孩的每个周岁都会大摆酒宴收人情钱。

湖南农村, 有人娶了两个妻子( 当然不是都办了合

法手续) , 竟然成为当地农民心目中的榜样 , 笑贫

不笑娼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村庄内部的邻里矛

盾, 竟然从外面请黑社会来摆平, 等等。

如上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最近

10 年来 , 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 且已经越来越

成为农村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如何理解当前农村

发生的巨变? 这种巨变将变向何方? 其后果如何?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如此巨变? 本文拟提供一个初

步的理论框架, 以期为理解这些现象作些准备 , 并

期待在不久之后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要理解这些现象, 首先要理解农民对生存意

义的看法, 或者说要理解农民的价值类型。当前中

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家权

力向农村的渗透, 使得现代性因素全方位进入农

村, 并因此改变和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 改变和重

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性条件 , 从而导致中国农村

出现以上各种现象, 导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 也许

是不可逆转的)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农民价值的类型

在一个少变动的社会中, 人们依据习惯和传

统行动, 而不必问为什么。而一旦发生了社会的急

速变化, 则过去那些不必问也事实上很少问的行

动依据就会成为问题, 在习惯和传统掩藏下面的

行动的理由就会显露出来。

人的行动理由或行为意义可以分为三个不同

层次, 并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 具体如

下:

一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即关于人的生命

意义的思考, 关于如何面对死亡, 如何将有限的生

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 , 关

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精神层面的价

值, 可以叫做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

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 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

义的答案, 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 涉及

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 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

的基础, 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

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但

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回答, 这对士大夫而

言 , 就是“立功、立德、立言”, 就是“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就是“人生自古谁

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君子而言, 就是养浩

然之气,“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一般普通

人而言 , 就是“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 ,

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 祖祖辈辈而来,

子子孙孙而去。相对于西方彼岸与此岸世界的划

分, 中国儒家更多将安身立命的基础, 将有限人生

的意义, 定位于现实世界, 中国人相信“未知生, 鄢

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总

之, 在传统社会中, 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

恰恰是传宗接代, 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延续个体有

限生命的意义。在有些时候, 也相信灵魂不死, 来

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进入二十世纪后,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 灵

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本来就缺少中国传

统文化的根基, 就很容易被现代性的尤其是唯物

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消灭。在河南农村调查, 农民也

接受遗体火化, 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的遗体也是

火化的。死亡及安葬本身具有的终极价值上的意

义被轻易取消了。

新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套将有限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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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到无限意义中去的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将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人民,

民族—国家, 共产主义, 及更现实一些的集体主

义, 都成为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 通过在集体中的

个人努力, 并将个人努力集中到集体事业之中, 再

集中到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去, 人就

获得了当下行动的意义, 也就解决了人的安身立

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和残存的

来世观念 , 进一步与迷信、愚昧、不理性等负面价

值划上等号, 而被抛弃, 而毛泽东时代解放人类的

共产主义目标看来是遥不可及了 , 人们有意义的

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个人奋斗”, 为个人而活替

代了为祖宗而活和为人民而活 , 个人安身立命的

基础发生了变化。

二是人的社会层面的价值, 是关于人与人之

间关系, 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 关

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

讲究人伦和社会关系的文化中, 社会所具有的意

义, 实在已经大到将个人淹没的程度。中国有句俗

话, 叫做“人活一口气, 树活一张皮”, 人之所以活 ,

就是因为有气, 就是要争气, 就是不能受气。中国

人的这个“气”, 就是其他人的对待与评价所引起

的情绪性反映。中国人的面子观、人情观 , 均与之

相关。

中国社会之发达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儒家强调

对当下生活的重视, 对此岸的重视, 对入世的重

视, 强调功名和现世生活。在根本上, 儒家的这种

强调会为人们提供本体价值的导引 , 而在常规时

期 , 这种强调就成为现实的、日常的生活中 , 人际

交往与评价的标准。刘少杰说:“中国社会缺少经

基督教孕育的这种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基础, 长达

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使人们特别重视亲

缘关系、熟悉关系和圈子社会, 这些感性层面上的

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

!"梁漱溟则称中国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是

说 , 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中 , 有着更多为他人而活、

为社会而活的成份, 社会性价值中有时渗入了本

体性价值的部分, 因为在有些常规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误将社会中他人的外在评价与看法作为了人

生的根本目标, 并以此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个体可以从社会中获取

两类不同的生存价值的判断, 一是社会中多数人

或社会的基本共识, 构成了每一个个体对生命意

义的想当然。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 一个不

信仰基督教的人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 , 他

要苦苦寻求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找到其他

理由。这个意义上, 人类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

但一旦他有了新的本体性的价值信仰, 则他会忍

受其他层面的包括生存层面的苦难, 他就会舍生

取义, 为新的本体价值信念而牺牲其他的关系。在

一个社会存在稳定的基本共识 ( 本体价值信念)

时, 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这些层面的问题时

时提出, 而只有那些与社会大众的基本共识有差

异的人们才会感受到人生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

性。

第二种生存价值的判断 , 是他人的外在评价。

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就会有社会中特有的位

置, 及由这个位置所产生的适与不适。人是从社会

中获得自己位置, 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认识和确

证自己的。在一个社会中, 人们本能地追求他人的

好评, 会在乎荣誉和声望, 会有羞耻之心。

而荣誉和声望又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 一个

人特定位置产生的适与不适, 关键恰恰是其所在

的特定位置。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比如地主( 经济

上的) 、士绅( 声望上的) 、族长( 权力或权威上的) 、

老年长者( 年龄上的) , 中国社会要求每个人归于

自己的位置 , 要求爱有差等 , 尊敬长者 , 要求三纲

五常, 都反映出社会中的等级与分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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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层的序列中, 向下流动所产生的感

受会十分地负面, 而向上流动的感受十分正面。所

有人都希望至少可以保持目前的位置, 有机会向

上流动, 做“人上人”, 那就是非常愉快和有成就感

的事情。向上流动就是获得了过去不能获得的社

会好评, 向下流动就会失去过去所获得的社会好

评。

获得他人的好评有时会 与 其 他 价 值 产 生 冲

突, 当这种冲突发生后, 个体在社会性价值的追求

中到底会如何行动, 就取决于他对名与实, 对他人

评价和个人其他目标的权衡。这方面的讨论我们

将在下一节展开。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传

统文化, 在新中国建立后被一并摧毁。所有人都是

新中国平等的一员, 甚至过去文化和社会资本及

经济资本最少的贫下中农, 成为了政治领导阶级,

成了政权的依赖对象 , 成了“越穷越革命”的创造

历史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这种颠覆, 就产生了深

刻的社会性后果, 这种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都加

入到对社会承认的争夺中来, 所有人都有了获得

他人尊重和个人尊严的可能, 所有人都不再愿意

被他人歧视( 不重视) , 都要求有脸有面, 要求社会

承认。因为过去不平等的基础被消灭了, 这个所有

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尊敬和承认的社会中, 那些积

极分子就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因

此, 人们远不再安于自己的生活, 而在生产、政治、

文艺的各个方面, 发挥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 , 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 , 社会

结构重新固化, 个人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

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村庄内也出现了社会分层。改

革开放之初, 因为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个人对社会

价值的积极追求就因为经济的多重可能性 ( 大集

体解体了, 土地承包制度及由此释放出来可到城

市谋取收入的剩余劳动力) , 而在村庄内部爆发了

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异乎寻常的社会价值的竞争 ,

这种竞争在缺乏本体性价值的背景下, 往往变得

荒唐不理性。直到新的结构形成, 过度社会性价值

竞争本身的荒唐性使这种竞争不再能获得社会性

的荣誉评价时, 这种社会性价值的竞争就可能嘎

然而止, 而留下的则可能是社会性价值的一片荒

漠。

三是人的基础性价值, 就是人作为生命体延

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 包括衣食温饱问题 , 这方

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又可以从

二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一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基

本的生命安全等涉及个体生命能否延续的条件 ,

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 人就不能生存下来, 也无法

繁衍子孙。二是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带有舒适意

谓的衣食住行。人追求口腹之欲, 希望更加舒适的

个人生活, 源自人的生物性本能。但人又不止是一

个生物性需要所可以满足的, 他还是一个社会的

人, 是一个希望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 , 是一个只

要有条件, 就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 , 是一个有反思

能力和攀比欲望的人。因此, 人的生物性需要往往

会上升到社会性乃至本体性价值的层面: 正是经

济上的成功, 使个人自我满足, 可以让自己有成就

感, 使个人可以获取社会声望, 等等。

总之, 个人的价值或需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

一是本体性价值, 二是社会性价值, 三是基础性或

生物性价值, 这三种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个

人处境上, 具有相当不同的关系, 三种价值之间的

互动及消长, 既是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 又是生动

的社会现象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讨论三种价值之

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条件。

三、三类价值的相互关系

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价值的相互关系。在一

个常规的稳定的社会中, 三类价值的关系大致可

以勾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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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 是所有人的共

识, 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 是不被反思的身体无

意识, 也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及个人的最深沉的情

感。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稳定, 而使一个社会较

少花功夫争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一个人很

少会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理想。本体性价值确立了

一个社会运转最基础也最为根本的动力和模式。

本体性价值构成了一个文明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和

内核。通过对本体性价值的理解, 可以理解一个文

明的核心, 本体性价值的变化, 是一个社会巨变的

结果, 也是原因。不同文明的差异, 有时候正是源

于本体性价值的差异。比如梁漱溟认为西方是向

外扩张的文明, 不断地向外探求真理, 西方文明所

要处理的, 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来获得人生

价值。印度文明是向内扩展的文明, 不断地向内探

求 , 节制自己的欲望 , 通过禁欲来实现人生价值。

中国文明是持中的文明, 是一种早熟的文明, 强调

中庸, 既反对不断地向外扩展, 又反对一味地向内

探求。中国人将人伦关系的状况 , 将传宗接代、延

续子孙作为了自己的宗教。

当一个社会中有着稳定而明确的本体性价值

时, 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关注的根本人生目标

就不是问题, 人们不会在人生的根本意义上发生

困惑, 人们要做的事情是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这

个根本目标。对于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来说, 他

就会表现出宗教般的宁静和纯粹, 就感到满足, 就

可以忍受贫寒苦痛。而对于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人或难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 他们往往会焦虑不

安、愤世嫉俗、自暴自弃, 乃至醉生梦死。当本体性

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 他就愿意牺牲其他

价值, 就会“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本

体性价值的实现, 是一巨大的幸福, 是一深沉的满

足。

在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 人生目标明确之后 ,

人们在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安排上 , 都会

围绕本体性价值的目标进行。而一旦社会性价值

和基础性价值不与本体性价值发生冲突时 , 社会

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也会追求自己的目标。社会

性价值追求在社会中的地位 , 在人群中的受尊敬,

希望个人生活得体面, 希望获得其他人的好评, 希

望有面子和尊严 , 希望“办得成事 , 说得起话”, 等

等。基础性价值则追求更舒适的经济条件, 更安全

的环境, 更良好的娱悦生活, 等等。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 人们在追求社会

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时, 就会较理性节制, 就不会

太疯狂冒险, 就会具有底线———除非有时候社会

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本身替代了本体性价值 , 因

为重要的在于本体性价值, 且有本体性价值目标,

有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当本体性价值目标变得可

疑或难以实现时, 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目标

就可能被无节制地推到过于重要的位置 , 以致于

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因为失去依托, 而变得

面目全非。本体性价值的动摇或丧失, 生物性欲望

就无节制, 人们就会醉生梦死追求刺激性体验, 在

乎口腹之欲, 行事缺乏底线, 就更加追求外在的东

西, 更在乎当下和眼前的东西, 就渴望赤裸裸的炫

耀, 就更缺少生活中的耐心和难以忍受现实生活

中的苦难, 更容易表现出极端情绪, 就更加在乎外

在评价, 更加敏感于他人的态度, 更加期待他人哪

怕是表面的尊重, 等等。

虽然本体性价值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本体性

价值在决定人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上甚至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构成所有人的生存意义的

最基本条件, 却是基础性价值的实现, 即一个人首

先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 有基本的生命安全可

以保障。或者说, 只有当一个人生存问题解决了,

他才可能在乎他人的评价, 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

一个终日为解决温饱而不停止劳作的人 , 一个总

是处在生存威胁之下的人, 就很难有时间停下来

想人生的意义, 他至多是本能地按照习惯来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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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 是讲基础性价值

与社会性价值的关系 , 此外 , 也只有仓禀实 , 才有

功夫去关心更加超越性的东西。简单地说, 一个生

存不再存有问题的人 , 他就希望有朋友 , 有面子 ,

有吹牛皮的机会, 他就会思考有限生命的意义, 并

接受一套( 极少数人可以创造一套) 将有限生命投

入到无限意义中的哲学( 宗教) 。这就是说, 一个人

及一个文明社会, 一定要为有限人生提供一套关

于永恒意义的说法, 一套构成人们安身立命基础

的本体性价值体系。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 , 及不同的阶层 , 都

可以有不同的本体性价值, 即有不同的关于有限

人生意义的说法。近代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基

督教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化的本体性价值的转

型, 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化, 是一切目标以

成功与否来衡量, 成功的标准就是经济增长, 就是

货币增加。马克思说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 是生

产剩余价值, 韦伯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清教理性精

神的结果, 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即人以追求外

在的成功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目标。随着资

本主义的发展, 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明被逐

步地打破, 传统的以对具体人和事为基础的信任,

被以货币为代表的抽象物所替代, 传统的以有限

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基础秩序被以不断扩大再生

产来创造( 刺激) 出无限需求替代 , 传统的以价值

为目标的理性, 逐步被工具理性替代, 进一步则是

工具本身成为目标, 赚钱就是目的, 过程高于目

的 ,“拼命赚钱 , 且拼命消费”, 人的价值被异化为

工具的价值, 人的目标变成了物的目标, 人的终极

意义变成过程就是一切, 人们都忙忙碌碌, 不知何

为。清教为实现被拯救而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的

目标消失了, 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本身成为宗教。

虽然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 但资本主义本身

的理性化以现代性为手段, 传播到中国, 中国近代

以来的现代化既是回应又是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

精神。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深深

地浸透于中国社会, 中国被市场经济的狂潮褒挟

而下。中国 9 亿农民千百年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本

体性价值的基础, 在最近一百年来, 不断地被各种

力量所动摇和清洗 , 在最近 10 年来 , 中国农村农

民的本体性价值终成问题, 他们似乎又缺少中产

阶级“拼命赚钱, 且拼命消费”的机会。中国农村传

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 他们未来怎么办, 是

当前正面临着的问题。

四、本体性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有限的问

题, 是有限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化为无限的意义的

问题。一旦我们不能找到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 一

旦我们认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就是所有意义 的 终

结, 则我们将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待死亡, 对待现在

的生活。而一般来讲, 有三种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

的办法, 一是本能地行动, 比如像动物一样本能地

维系种族的繁衍。二是习惯性地按传统来获取生

命意义 ,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 自己也因此这样做 ,

这样做本身就使得本体性价值实现于其中。在这

个过程中, 人是传统和文化的奴隶。三是具有明确

的终极价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被提出来让人直面。

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及本体性价值的实现面临威胁

时, 本体性价值就被从文化的理所当然中凸显出

来。

而从本体性价值的类型来讲 , 则本体性价值

的类型繁多, 大体可以从宗教与非宗教两个方面

来划分。所谓宗教, 就是通过设定一个彼岸的世

界, 来为此岸世界寻找出路。此岸世界是有限的,

苦难的, 彼岸世界则是无限的, 美好的。基督教、伊

斯兰教、佛教等都是通过设置彼岸世界来解决人

生有限的问题。非宗教方面如中国儒家强调的“立

功、立德、立言”, 认为“三立”是不朽的。儒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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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事实上是为普通中国人通

过传宗接代来获得意义感受。现代社会中“成功取

向”的人生安排 , 民族危机中的“救国情怀”, 实现

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等等, 均具有本体性价值的特

征。

仅就中国农民来说, 传统中国农民大体有三

类本体性价值。一是宗教尤其是佛教转世说的影

响, 二是传宗接代, 三是“人活一口气”的气。以下

分别简单地作些讨论。

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十分地混杂, 往往同一

个庙宇供奉完全不同的神, 在四川调查, 一个小庙

中竟供奉有 20 多个完全不同的神, 中国也多有所

谓三神殿, 即将儒、道、佛的神供奉在同一个殿上,

甚至供上新中国领袖作为神。中国民间宗教不仅

混杂 , 而且功利化 , 所谓临时抱佛脚 , 有了事再去

求神拜佛, 希望通过选择一个好的坟地而让子孙

发达, 等等。在中国农村民间信仰中, 明显有多神

信仰的特征, 各种神祉之间的关系也暧昧不清, 这

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和生活

化特征。中国农民并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 并不沿

着一个方向认死理, 而允许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自相矛盾的道理共同存在。

相对说来,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 但已深深浸

入到中国农民的信仰之中, 只是中国农民并不只

是信佛。佛教精致的转世轮回说, 为农民提供了关

于来世可能的说法及今世行动的依据。

总的来讲, 在传统中国社会, 各种实用主义且

混杂的民间信仰, 为农民提供了关于灵魂不死, 关

于来世生活与现世联系, 关于现世行动理由, 及当

下行为的永恒意义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十分混

乱矛盾, 模糊不清, 却足以为人们提供各取所需的

关于生命意义的想象。

但是, 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并不完全依靠宗

教, 依靠对来世的想象, 而更多来自对祖先的崇拜

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人是有灵魂的, 这个灵魂

就被安置在安葬肉身的坟墓及祖先牌位上面。人

生的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个人有限的

生命在无限的子孙延续的事业中获得了意义。传

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 ,

就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只有传宗接代、有人延续香

火, 才不致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的实用主义考虑。

传宗接代还往往与一些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

结合在一起, 其中如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及村庄竞

争等。不过, 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中 , 传宗接代

是基础性的 , 是不容被其他价值所替代的 , 即 , 一

方面可以传宗接代, 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当然很好。而如果两者发生冲突, 则后者就要向前

者让路。这是传统中国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则可以

休妻的原因之一。当前有人过多关注生育的“防

老”和“天伦之乐”等实用功能, 忽视了中国传统社

会中生育本身的宗教意义, 或本体性价值的意涵。

第三种具有本体性价值含义的是“气”。中国

是农业文明, 因其强烈的实用主义, 而致在超越性

的信仰方面严重不足, 人们关心的都是伸手可以

触及的具体目标 , 所谓光宗耀祖 , 发家致富 , 子孙

兴旺等等。当一般性的本体性价值尤其是传宗接

代不成问题时, 缺少流动的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性

竞争, 就凸显出来, 掩盖了真正的让有限生命以无

限意义的本体性价值, 而“人活一口气”了。为了争

“一口气”, 而不惜一切代价 , 以致“君子报仇十年

不晚”。“气”的本质是将社会性价值错置到本体性

价值上, 因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异态而非常态。

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 传宗接代的本体

性价值虽然仍在, 但已大大削弱, 且被子女不孝等

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反击, 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

须完成的义务 , 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

虑的一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仍在, 且实用主义特征

一如既往, 但中国民间信仰因为受到科学和唯物

主义的冲击, 而越来越不足以担负起本体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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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人活一口气”本来只是社会性价值被误

置为本体性价值, 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 村

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气”不足以成为支撑

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 当前中国农民关于本体性价值 , 即

关于个人行动的根本意义的说法成为问题。这是

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五、结语

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 当前农村出现

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 出现了申端锋所说“伦理

性危机”, 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光怪陆

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本体性价值丧失了, 人

生的根本意义成为问题, 因此, 一方面是各种对本

体性价值的寻求变得格外亢进 , 典型是地下基督

教的疯狂传播, 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

值的亢进 , 人们变得更加现实 , 注重短期利益 , 注

重口腹之欲, 行事更加缺少原则和底线, 坑蒙拐

骗、不讲信义、道德沦丧, 就具有了存在的道理。也

有人说, 丧事上跳脱衣舞是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

关于喜丧的说法, 也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论述, 更符

合庄子的道的精神。但是且慢, 关键不在于丧事上

是否跳脱衣舞, 而在于跳脱衣舞的依据。当社会中

的本体性价值出现危机时, 丧事这一中国传统社

会中用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 同时又是阴阳交

会、禁忌极多的仪式, 被当作了村庄内的社会性竞

争手段。辽宁大古村一老人的妻子去世, 他反对自

己的儿子请歌舞团来表演欢快节目, 他儿子说 , 我

们不比别人穷, 别人请得起, 我们也要请。丧事这

样的事关人生根本意义的仪式, 竟然完全服务于

社会性竞争, 而没有最基本的底线。与此相一致,

一旦村庄社会性竞争的意义消解, 则丧事仪式就

会由高度竞争变得毫无内容。在湖北农村曾发生

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个老人因为不堪子女虐待

而服毒自杀, 他三个儿子一商量, 没有举办任何仪

式, 直接用三轮车将老人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

事。显然, 丧事上跳脱衣舞不是仪式而是反仪式

的, 本质上与不举办任何仪式即将死者火化是一

个道理, 是本体性价值缺失后人们行事的两种不

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本体性价值危机 , 是中

国农村的最大危机。这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何理解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原因, 及如何应对本

体性价值缺乏的后果, 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界的

急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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