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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待刊的三卷本(新型小农经济"新型正义体系"新型非正规经济---黄宗智待刊6"9"N)的

后续和扩延思考' 三卷本中已经详细论证的内容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摘要!在市场经济与集权的国家体系+市场合同与行政发包#承包%两者结合的框架中*由国家与社会间互动

所产生的第三领域及其运作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关键点) 它既引进了现代西方的私

营企业市场经济*也保留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以及主要生产资料国有的制度) 它的行政体系

既趋向类似于#韦伯型的%现代西方科层制*又带有#古代%中国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和!分块的集权体系"特

色) 它不可能通过中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路来认识和理解*需要从二元合一的思维来掌握) 一定程度

上*它可以被认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具体和实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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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特殊的政党1国家体系下&中国共产党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拥有主要生产

资料&尤其是土地和其他主要自然资源&并且通过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体系来调控资本' 中国

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即便已经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体系'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生气蓬

勃的市场经济&其中私有企业占据非农生产总值约 *'V&而具有独立经营权的市场化小农场

则占据农业总产值的很高比例&即便他们并不拥有自家农地的所有权' 我们该怎样来认识这

样一个既是社会主义也是市场经济的混合体, 既是中国传统(古代和革命传统)也是类似于

西方市场经济的混合体,

鉴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间的极大不同&我们是不是只能认为两者有一方才是

*正确+或*真实+的, 我们是不是只能要么认同于目的论的全盘西化道路&要么认同于目的论

的本土化道路&就像许许多多中国现当代思想家(也包括西方的中国研究)那样, 如果不然&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抓住中国现当代不可避免的中与西"古与今"并存和混合这个基本实际,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面对两者必然并存的现实&我们能否提出一种迥异于一般非此即彼的

思路, 能否想象两者不仅是并存&更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甚至共同形成一个超越双方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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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的整体, 能否形成一个能够更好地释放两者诸多方面的创造性能量的结合, 一个超越二

元对立思维的整体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

一

在进入以上较为宽阔的问题的探索之前&我们需要先澄清市场合同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

国家采用的行政发包"承包制度的不同' 两者常被调换使用或合并为一(如*承包合同+)&由

此而导致对两者不同含义的混淆' 我们需要从说明它们之间的不同出发&然后才能进入两者

之间&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之间&怎样可能被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的讨论'

(一)*合同+与*承包+

*合同+概念的核心是在横向市场交易中两个具有同等谈判权力实体间达成的"受到法律

保护的协议' *发包+*承包+关系则是在纵向的"多是由国家发包给某人或某实体(如某官员

或农民"农户)来承包的责任&虽然也同时附带给予后者一定的自主权力' 这里要注意&*权

力+多被人们不精确地用*权利+---即受到法律和法庭保护---来表达&实际上主要只适用

于*合同+&不适用于*发包+*承包+'

"W历史起源的不同

首先是合同和承包概念和制度起源的不同' 在西方&*合同+主要来自市场交易关系中的

协议' 固然&在当代之前&中国也有颇多类似与西方的合同协议(-AE74&hND264< g6@<AEE6&

)''.)&但在当代&承包(与合同)制度的起点和西方十分不同'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几乎所有

的生产资料都被归为国家所有' 改革肇始&从国有基点出发&国家逐步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

济)体系改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先是国家决定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割开来&将后者发包"承包给农户' 发包自始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举措&而不是

两个平等体之间的协议' 其实&发包给农民的*责任田+或*承包合同+原来还附带有纳税乃至

义务工的责任' 即便国家将经营权基本让给了农户&使其可以为市场而自主生产&但实际上农

户仍然处于国家最终管控的权力之下' 正如赵晓力在检阅了多份*承包合同+以及相关诉讼

案件材料之后敏锐地指出#其实&土地承包的实质主要是借助法院来执行国家的行政管理&现

实中过于树立这种可以通过法院来确定和保护的权利(赵晓力&)''')'

下面我们将看到&承包其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仍然占有农

地的最终所有权&但通过发包"承包将其*经营权+让了给农民---即便仍然可以被国家限制'

譬如&仍然可以规定不少农户必须生产粮食&无论其回报多么低' 当然&国家也可以随时征收

农地'

)W概念基础

合同与承包制度的历史变迁趋向是在十分不同的概念基础上形成的' 在雏形的市场合同

中&讨价还价是合同订立的过程的一部分' 一方可能在某方面稍微让步&对方也会在另一方面

做出某种让步&直到双方达成都可以接受的协议' 那样的讨价还价可能受到当时市场情况的

影响&在某一产品或房子的*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买方可能因为市场需求较低而获得更好的

优惠价格&反之亦然' 典型的合同会经过这样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即便是行将被雇用的就业

者&也可以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要求并获得更好的就职条件&和买房子或产品的人同样'

在那样的市场合同文化中&完全由单一方来确定合同条件相对少见'

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般情况则恰好相反' 逐步市场化是国家的决定&承包是国家由上

而下的发包&国家要比承包农民占据强大得多的权力' 承包一方&即便其与国家的关系被称作

'P

P'

!东南学术"!"#$年第%期&&&&&&&&&&&&&&&&&&&&&&&&&&&



*承包合同+&一般都预期其条件将会完全由对方确定&根本就谈不上讨价还价' 那样的*承包

合同+无疑直接影响到市场中的合同关系' 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即便是市场中的*合同+& 一

方常会根本就看不到合同文本&或者要在最终阶段才能看到&并必须立即签署&并没有讨价还

价过程的实际' 众多的市场交易合同实际上更像*承包+而不像对等双方间的*合同+' 正是

不对等的*承包合同+塑造了中国的独特合同文化'

(二)劳动法律中合同逻辑的不同使用

劳动法律乃是市场合同关系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 这主要是因为资方和劳方比较明

显的权利不对等' 社会主义理论将其表述为阶级剥削&即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之被资方

榨取' 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解&直到其 "/)/-"/PP 年经济大萧条之后&方才

促使其改革&依赖合同理论的理想类型&借之来倡导必须改革雇佣关系而使其更接近合同理念

中的关系&包括确立劳动者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定权利&以及设立法定的社会保

障---如失业保险和退休与医疗保障' 在美国历史中&它们一般被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

联系' 这是*福利国家+的核心&其目的是纠正资本主义过激的方方面面' 这些措施促使资本

主义经济在其历史性的危机之后得到恢复和延续'

但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合同的逻辑则被借用于相反的方向来让资方避免劳动保护和社会

保障等责任' 它导致了所谓的*中介公司雇员+ (6?A4NHB2@DA@)或*劳务派遣工+ ( <78Q6:N3

B2@DA@)使用的兴起(多是通过中介公司而不是实际的厂方来雇用的)&名义上主要是临时性的

或*半职+(钟点工人)&一般不带有就业保障或福利' 合同理论被借用来赋予这样的雇佣关系

以正当性---其逻辑是这样的雇员实际上具有与资方同等的权利&因为他或她完全可以自由

地决定是否接纳如此的合同' 在实际运作中&如今这样的雇用方式已经常常不限于临时工而

被用于长期的正规全职工' 劳动关系研究者将这样的工人称作 *Q@AN6@76:+& 即结合*Q@AN6@7e

2>8+(不稳定)和*Q@2EA:6@76:+(无产者)两词的新创词&我们也许可以译作*危难工人+' 如今&

这个*危难工人+范畴已经占到西方所有就业人员中的约 )'V(&:64<74?&)'"")'

社会主义中国则从一开始便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演进过程' 中国共产党革命自始便在

理论上将生产资料归为全民所有&土地和资本同样为国家而非私人所有' 中国共产党则是这

个新制度和社会主义理念的监护者&工人的权利和社会保障自始便已被确立'

伴随改革的来临&中国共产党采纳了市场化的决策&将市场经济"包括承包与合同的制度&

纳入了中国的政经体系' 首先将农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拆分开来&将经营权发包给农户&由他

们自主经营为市场的生产' 其后&由乡镇和村庄集体广泛设立计划外的乡村企业&让乡镇政府

和村庄集体在市场的*硬预算约束+下经营其所创办和拥有的企业' 原先多是通过旧的集体

制度来雇用员工&一开始采用的是集体制度下的工分制&当然谈不上城市产业工人所有的福

利' )' 世纪 /' 年代后期&在*抓大放小+的决策下&中小国企进行私有化改制&为的是加强企

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活力&结果却是这些企业的员工们失去了其所享有的许多福利' 同时&私有

企业广泛兴起&乡镇企业也广泛被私有化&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基本都不享有劳动者

的保护和保障' 这样&城镇工人大多数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称谓的) *非正规工人+ ---即

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工人&区别于之前具有那样的保护和保障的*正规工人+'

在最近十来年中&西方的*中介公司雇员+制度被引进中国' )''0 年的$劳动合同法%将

其表述为*劳务派遣工+&定义为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受到旧劳动法保护的)*劳动关系+

下的员工' 名义上&这样的雇用方式只被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员工&但实际上则

被相当广泛用于长期的全职员工' 新兴的劳务派遣工无疑也属于我们称作*非正规工人+的

范围' 在实践层面上&)'"' 年中国新型劳务派遣工加上原有的非正规人员&已经占所有城镇

"P

P"

!!!!!!!!!!!!!!!!!!!!!!!!

!东南学术"!"#$年第%期



员工的 #(V强&远远超过西方的 )'V' 在这样的从正规化返回到非正规化和去正规化的反向

演变中&合同理论被吊诡地用于其相反的目的'

固然&也有一些试图抑制这样的趋势的举措' 譬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P 年宣

称&企业要在三年之内达到劳务派遣工不超过员工总数的 "'V&但其实际作用比较有限' 非

正规化的总体趋势实际上无法阻挡'

至于之前的那些正规工人们对被去正规化所提出的抗议&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简单

规定国家法院不受理此类诉讼&要由企业本身来处理' 最近几年&国家更扩大了这个政策的适

用范围&确定其不仅包括国有企业&更明确地包括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集体企业和事业

单位乃至于私营企业)' 只要其*改制+是由*政府主导+的&就意味着已经获得政府批准&法院

将会裁定不受理' (黄宗智&待刊N1赵刘洋&待刊)

(三)国家行政体系内的发包

国家行政体系之内的发包同样是由上而下的关系' 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完

全掌控体系内官员的委任和升降&包括更改或终止他们的职责"权力和资源' 也许最重要的

是&所有官员都受制于体系内源自反腐需要而在 )' 世纪 0' 年代后期和 )' 世纪 /' 年代设立

铁律和制度' 这是一个无可抗拒的党内的纪律制度'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方面#一名承包某一地方职责的领导官员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力&他们被有意识地塑造为中央政权的一个较小规模的翻版&具有远远大于西方国家一般地方

行政官员的权力&不受同等程度的三权分立和平衡的制约'

周黎安将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称作*行政发包制+并将这种*官4员市5场+的机制比喻于*市

场+' 他论析&*官场+中的竞争和激励机制类似于市场中的机制' 他特别突出*官场+中的晋升

*锦标赛+激励机制&并将*官场+和*市场+并列(*官场X市场+)&认为正是两者的连同作用推动

了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 (周黎安&)'"0&)'".&)''#1黄宗智&)'"/)他的英文论文采用了*合

同+一词来将*行政发包制+表达为*行政合同制+(6<=7478:@6:7;AN24:@6N:74?) (-32>&)'"/)' 周黎

安的论析非常清晰地指出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至为关键的作用&特别

突出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和竞争机制' 他比较有效地与西方和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进

行了沟通&用他们的话语框架来突出中国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

但是&我们也需要指出&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对行政发包与市场合同之间的差别的

忽视' 他创建的*官场+一词&由于将其比喻于经济市场&可能会混淆两者在历史起源"重点和

逻辑间的差别&既混淆了行政发包制度的部分内涵&也混淆了市场合同与其的不同'

这样的误解可见于人们常常混合使用的*权力+和*权利+两词' 行政发包中所发包的是

责任和权力&不是法律和法庭所维护的权利&一如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经营权+那样'

如上所述&无论是农民还是地方官员&都没有太大可能通过法院渠道来抗拒社会主义政党国家

的强大治理体系'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周黎安的论析确实起到协助不少读者认识到中国行政发包制的重要

性&而不是下意识地简单将其贬为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专制+或*极权+体系&因而拒绝认真

认识和理解' 虽然如此&要真正认识中国这个体系的含义和实际运作&我们还需要看到承包制

与合同制的不同' 读者如果简单想象一个官僚层级之间的*合同制+&便会严重误解其所包含

的高度集权"由上而下的威权体系' 我们需要认识到*发包+与*合同+间的概念上的深层分

歧&以及其逻辑和实际运作间的差别'

固然&周黎安所借助的*委托-代理+理论领域早已拓宽了原始合同理论的范围' 它考虑

到合同两方的不同利益和激励&以及其间的*不对称信息+(68H==A:@H74 74I2@=6:724)1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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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其产生的*道德风险+(=2@6E36U6@<8)和滥用1也考虑到两方之间的不对等权力问题&尤

其是在劳动法律领域中&一如我们上面论述的那样' 但即便如此&它逻辑上的出发点仍然是市

场中的横向对等合同关系&并不能贴切地处理纵向的由上而下的行政发包中的权力关系&更不

能考虑到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的实际运作' 周黎安的贡献在于突出了中国特殊行政体系的

关键性&并阐明了其中的关键机制&但他仍然需要同时澄清我们所有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话

语隔阂+问题&即怎样来澄清*承包+与*合同*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而这两者都需要被置于政

治经济大环境中来认识和理解'

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许多学术和大众化使用中&承包和合同两词常被混淆&但在中

国的法律条文中&两者其实一直都是被明确区分的'

)'') 年(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开宗明义地说明#*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

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第二条) *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 承包地不得买卖'+(第四条)*承包方

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

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年的$合同法%第二条同样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

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显而易见&国家法律其实比较清楚地区分了承包和合同两个词汇和概念' 我们需要做的

是进一步阐明两者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

一个重要的不同源于中国传统的*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0)' 中国古代的帝国政

权无疑是个高度集权的体系&但它同时也十分有意地试图使其体系尽可能简约' 一是要避免

过多层级的划分&因为那样会直接威胁到集权的中央---由于其高度依赖对皇帝(皇朝)的忠

诚&每多一层便会添加一层离心的威胁' 二是要尽量减少行政经费&因为前工业的农业国家的

税收十分有限' 在 "/ 世纪&每个最底层的县令治理的人口平均高达 )( 万人' 而且&县政府机

构一般只比较低度(韦伯型的)*科层制化+&即被分化为专业化部门和垂直的科层制体系&结

果是比较简约的基层治理体系'

这就和西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 其一&西方封建主义制度的中央集权程度要远低于中

华帝国&虽然其从基层所提取的税费要相对高于中国---后者在帝国晚期仅占农业产出的

)V-.V&前者则一般约占 "'V(如西方和日本的封建主义制度)(d64?&"/#P6& 9)' 其二&差

别当然也来自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传统---三权分立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结果是&与西方相比&中华帝国具有比较高度的中央集权&但比较低度的基层*渗透权

力+&与西方的低度中央集权和较高度基层渗透权力不同&一如迈克尔!曼(\644&"/0.)所概

括那样' 中国的行政发包制度首先需要置于那样的历史框架中来认识'

(二)分块的集权体系

更有进者&迈克尔!曼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考虑到中华帝国的另一关键特征' 其高度集权

的中央其实有意将自身分割为多个权力性质类似于中央的地方小块&也许可以称作一个*分

块的集权体系+' 地方上的最高官员是在该管辖地代表皇帝的人员' 他当然完全是由中央全

权委派的官员&并且是被置于相当紧密的官员控制体系中的人员&但他在地方任期内却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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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度的且一定程度相似皇帝的自主权力&也同样较低程度受到现代西方民主政府那样的立

法和司法权力的制约' 同时&他的权力范围更多是地方*块块型+的&而不是处于更高度条条

划分的现代专业化科层制体系的制约之下'

以上的历史背景协助我们认识*集权的简约治理+和*分块的集权体系+这两种今天仍然

存留下来的治理框架' 它具有较高度的中央集权程度&相对低度的基层渗透权力&但又是较高

度集权的地方政府权力&没有像现代西方专业化官僚体系那样被更高度地*条条化+&也没有

受制约于三权分立和平衡' 正是那样的传统协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今天的中国在这些方面与现

代西方治理体系的不同'

进入当代&传统的中央集权体系被在战争和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现代中国共产党政党

国家体系更为高度地集权化&也更为高度地细致化&并且仍然较低度受制约于立法和司法权

力' 那些特征也可见于同样是模仿中央的较小型地方政权' 虽然&伴随工业化和(韦伯型)现

代科层制体系的建设&中国的治理体系也一定程度上趋向了类似于西方的专业化和*条条

化+' 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简约治理持续的痕迹' 这部分是由于中国仍然具有庞大的农村&

仍然受制约于比较低微的农村基层财政收入&仍然因此而趋向基层的简约治理' 此点尤其可

见于 )''* 年废除农业税费之后基层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的广泛衰落' 乡镇政府不再能够从

村庄获取财政收入&随之而来的是其从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的退出&遗留下来的是村级内部公

共服务的危机---导致满村垃圾和污水"未经修补的道路和桥梁"未经疏浚的河流小溪等---

那是*低度基层渗透力+的具体表现'

更重要的也许是&国家机构一定程度上仍然继承了古代的*分块的集权体系+&地方政府

仍然享有类似于中央的集权性质的权力&既没有同等程度地受像现代西方那样更高度*条条

化+的科层制体系的垂直化分解&也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三权分立的制约1相对来说&仍然享

有远大于现代西方地方政府的集权权力' 这样的一个体系当然也带有一定的弱点&如*条条+

和*块块+结合所导致的双重领导(垂直的中央部门领导和横向的地方政权领导)以及事权不

清的问题' 它也会导致地方主义&以及不同地方间的相互隔离和显著差别' 但是&上面我们已

经看到&地方政府*块块型+的强势权力在改革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

作用'

(三)二元对立

我们固然需要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以及合同与承包的不同来更好地认识中国今天

的治理体系的实际运作&但我们同时要警惕不再陷入中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因为

那样的对立思维只能促使我们不仅再次误解中国&也误解西方'

二元对立思维最常见的误失是陷入两种陷阱之一#一是认为西方的道路乃是唯一的道路&

认为中国必须走那样的*转型+道路' 那是来自目的论的西方主义或现代主义(包括*早期现

代主义+)思路&只能遮蔽中国的历史趋向和实际&并且无视现当代中国的最基本实际&即西方

与中国的"西化与中国传统(包括古代和革命传统)的并存' 二是其对立面&即目的论的中国

优越性&多源自一种中华文化自我优越感&认为中国的道路必定是最佳道路&因为它是中国的'

这样的思路很容易走向拒绝西化改革的极端保守主义' 这两种对立观点相互将对方推向极

端&要么是出于反对过分西方中心主义或全盘西化主义的动机&要么是出于反对过分中国中心

主义的动机' 两者的共同点是无视两者并存的现当代中国的基本实际'

在过去的百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众多这样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 在法学领域&一方是

要求西化的移植论&提倡全盘引进西方的法理和法律&并以为那样做才能够符合逻辑上整合的

形式主义法理和法律的要求1其对立方则相反地提倡*本土资源化+&认为中国的法源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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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理"法律或民间习惯' 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对立&一方提倡完全采纳西

方的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理论依据(理性经济人纯竞争性市场"看不见的手"国家

*干预+的最小化等)1与其对立的是传统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或两者的结合' 在历史学领

域&一方在 *早期现代+和近现代中国中只看到逐步西化或现代化的趋向&另一方则只看到其

对立面的*中国中心论+'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上述任何一方都没有抓住近现当代中国的

中西化并存和互动的基本实际'

(四)互补的二元

我们要做的不是将中西建构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要从现当代的中国和西方"传统

和现代在中国必然并存的基本实际出发进行概括' 两者的并存---无论是语言"文化"话语"

思想倾向和思维"实践"治理"社会经济等&当然也包括学术理论---乃是现当代中国的既定

实际'

我们该怎样去认识这一共存的实际及其在中国是如何互动"互塑和结合的呢, 过去和现

在的探索有什么长处和短处, 两者最佳的结合方案---既是基于中国实际又是为人民谋求幸

福的---是什么样的道路, 有没有一条超越中西两者间的对立且结合两者来释放双方的创造

能量的长远道路,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成功地结合了市场机制和国家能力推进了极其瞩目的发展&这已经是

不争的事实' 真正的问题是#两者到底是怎样互补"互塑地结合&从而取得了比任何一方都优

越的成就呢,

三

(一)农地承包与乡村发展

回顾过去四十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推进中国农业转化的基本政经制度框

架' 它从党中央有意地采纳了承包制出发&给予农民大体上独立的*经营权+&让其能够自己

决定为市场生产什么"销售什么&让其能够从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增值获得一定的利益' 同时&

国家积极提供了现代投入(化肥"良种"农机)' 这样的(国家与农民的)结合推动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隐性农业革命+&使许许多多农户能转向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特别是高档蔬果和

肉禽鱼)&大多是进一步的既劳动密集化也*资本+ (现代投入)密集化的新型农业(如拱棚蔬

菜"种养结合)' 如今&这样的新型农业已经达到接近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转化了中国的

农业生产(黄宗智&)'"*6)'

虽然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一直都在影响着国家的部分农业决策和学术界的观点---即认定

高度机械化和较低度劳动密集化的美国型大规模农场乃是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必由道路&认为

中国农业必须朝着那样的方向发展才可能真正现代化' (与其相反的一种意见则是一般的马

克思主义者观点&同样认为那样的途径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但又认为这是不可取的甚至于要

推翻的资本主义方式')事实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如今已经可以确定了---主要是高附

加值的新型小规模家庭农业' 并且&由于中国如今仍然有 ) 亿农业从业人员&劳均才 "' 亩耕

地"户均才约 "( 亩(相对美国的户均约 .(' 英亩&即 )#'' 亩)&并将长期如此1再加上中国长久

以来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内卷+型小农业&这其实是必由的一条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是最佳资

源配置的道路' 和美国主要是高度机械化和低度劳动投入的农业十分不同&中国的新型农业

则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而又差不多全是小规模的农场' 高度密集化的土地使用使得

中国农业的单位土地产值要远高于美国' 美国型的农业只可能促使大量农民失业和单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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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大规模降低&不可能承担中国大量人口的食物需要'

(二)结合国家与市场

如果说中国的新农业革命较好地展示了中国结合现代投入和小农家庭农场&以及国家的

高度中央集权的政经体系和小农的市场化自主经营&那么城镇企业则较好地展示了集权的中

央和地方国家体系与市场化企业的结合' 进一步说&鉴于西方高度发达的跨国企业&中国新兴

的私营企业唯有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体系的扶持&才有可能与其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竞争---

唯有中国国家体系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与西方巨型的全球化企业竞争&唯有中国*分块的集

权+地方政府的扶持(在土地资源"基础设施"不严格的劳动力使用"税收减免"松弛了的环境

保护等)&才有可能招引到外国资本的投资&唯有国家权力才有可能使中国成为全球回报率

(不止 )'V)最高的资本去处'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体系本身还需要一个有效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一个能够促使他们为

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上效劳的机制' 具体的实施方案是激励地方官员们在管辖地的 g,K

发展成效方面的竞争&并给予足够的权力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性和经营性&而又严密掌控他们的

评价和晋升' 其实施方式正是行政方面的*发包+制度&设立地方官员间推动属地的g,K发展

的晋升*锦标赛+'

那样的一个治理制度也需要市场机制和约束来执行' 地方官员面对的是&他们的行为必

须要在市场中见效&市场的竞争机制成为他们施政的重要激励和约束' 他们不仅要对上级负

责&还要对市场的约束负责#他们是否成功地为地方企业建设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是否采用了

符合辖地资源禀赋的举措, 是否推动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 正是在那样的框架中&中央

政府制造了一个国家和企业间相一致的目标和激励&这样的机制赋予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

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高效结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机制是通过实践产生的&是在实践中被证实有效而形成

的&首先是在农业方面的承包制度&而后是乡镇企业方面的蓬勃发展&再后来是省"市"县政府

的*招商引资+所推动的企业发展' 国家成功地促使地方官员们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而在其

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则是通过政府在税收优惠"土地和基础设施以及财政资助等政策的扶持下

成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 两者的结合成功地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的第一选择&成为推

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力' 市场经济的合同关系以及行政体系的承包关系被证明是特

别适合中国*转型+经济的结合' 这里的*转型+一词我们需要谨慎地使用&不要再次陷入目的

论的西化主义&似乎中国要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话&只能完全模仿西方---这是*转型+一词

比较普遍的含义' 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已经展示了既是西式也是中国式的二元互补的发展道

路&而不是一条非此即彼的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捕获了上述的特殊中西结合' 它是

在改革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战略性框架&如今已经经过相当程度的实践&有可能成为中国

式的可持续现代化发展进路&从而有别于我们长期以来惯常性使用的*全盘西化+"现代化"

*资本主义发展+或*市场合同经济+等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在学术界(尤其是国

外学术界)被相当普遍地视作没有实质意义的官方用词&然而&实际上这一词颇有可能成为不

仅仅是个*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体系&而且是一个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

道路&不但在短期之内如此&而且在长期中也如此' 当然&它更是一个形成和演变中的过程&不

是一个给定的理论或意识形态'

(三)中西结合的反面现象

更有进者&我们不可忘记近年来发展中的反面现象' 在发包制度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下&在

*P

P*

!东南学术"!"#$年第%期&&&&&&&&&&&&&&&&&&&&&&&&&&&



国家相对农民的权力悬殊的实际下&难免一方有可能会成为忽视另一方利益的支配方' 一个

真正可持续的结合不仅需要考虑到其成功的方方面面&也要考虑到其反面'

我们应该承认&劳动保护和福利在发展经济和招商引资的大目标下被暂时置于一旁' 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大力压缩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如今已经将其所占比

例减少到城镇就业人员中的仅仅约 )(V' 但是&为了长远的发展&中国特别需要扩大国内市

场来支撑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当然也要考虑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 中国迟早要将*去正

规化+的洪流颠倒过来' 如今&占全国城镇就业者 #(V的*非正规工人+(相比西方的 )'V)的

情况&严重约束了国内的市场发展&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至于农业&中国迄今仍然未能充分重视小农场的关键性&也没有充分重视小农特别需要的

现代化市场物流体系' 这迄今仍然是中国农业的软肋' 如今应该充分认可并支持小农农业的

优越性和可持续性&并给予其更大的支持---不是简单由上而下完全由国家支配的措施&而是

要充分让小农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性&纳入由下而上的农村(社区)参与能量来配合国家的组

织' 日本的*东亚合作社+是一个由于高度历史偶然性而形成的体系&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明治时期&日本的由上而下的农政(将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设定为扶持农业现代化)&

由于美国的占领和统治(在其认同于罗斯福总统*新政+的进步官员们的影响下)&被改革为一

个纳入由下而上的"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农协+制度&偶然地组成了如今至为成功的小

农经济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即为小农农产品进行加工和销售的*纵向一体化+)' 它既推

进了城乡之间较为均匀的收入和公平&也起到了维护农村社区活力的重要作用' (黄宗智&

)'"0)

在中国&土地承包制度确立了一个比较均匀的土地分配制度和兴起的优质的小农新农业&

并没有因为国家有的政策偏重大型规模化农业而受到过大的压制' 即便没有得到国家充分的

重视&它仍然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农业的基石' 今天&中国的农业可以借助东亚型的农村社区合

作社来推动新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其仍然依赖高成本低效率的"由千千万万小商户 X大

商业资本所组成的物流体系&不如转向由小农社区组成的合作社' 它们既可以高效地推进农

产品的物流&也可以让小农保留更高比例的市场收益&由此进一步提高小农的收入' 它们还可

以振兴农村社区&并为国家政策提供由下而上的支持和能量'

国家和社会权力悬殊的搭配&如土地承包制度下的国家和小农&过去确实导致了一些无视

小农利益的举措&诸如地方在征地中的过激手段"土地交易中的勾结和贪污"罔顾小农利益的

农业政策(如强加于一些小农过分集约化和低回报的双季早稻X晚稻种植X小麦)等' (黄宗

智"龚为纲"高原&)'".)权力悬殊两方的关系中&如果没有由下而上的制约&很难避免罔顾人

民利益的错误行为' 一个好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方向是国家和社会 1经济间"国家机器和人

民间逐步达到较为均衡的搭配'

除了诸如以上简略转述的问题之外&我们应该承认&改革所确定的主要政治经济框架*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包括搭配市场化和中国源自*集权的简约治理+和*分块

的集权体系+的*行政发包制+政经体系' 两者的结合已经展示了庞大的能量和创新成绩' 这

是个应该被进一步深化的成功框架' 它不是依赖简单的西化或中化&而是脚踏实地地从成功

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进路' 长远发展道路的探索不应该是仅关注成功实例的一个过程&而应

该是个不停地探寻怎样更好地结合西方和中方的优势来组成一个长远的中国发展道路的

过程'

(四)儒家化的法家法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性概念背后的思维类似的历史先例&是西汉时期的*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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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化+&也常被表述为 *阳儒阴法+'

"W法家法律的儒家化

从其前朝秦代的法家法律出发&汉武帝在儒家思想&尤其是董仲舒(公元前约 "#/-前 "'.

年)的影响下&作出的选择不是简单地废除法家法律&而是创新性地将其*儒家化+' 从儒家的

思想中&特别选择了其以*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政+为核心的道德理念&将其与

法家以惩罚为主的刑法结合成为一个更宽阔的整体' 儒家的这一面为法家提供(我们今天也

许会称作) *软实力+&将其严峻实用的法律体系温和化&让两者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可持续

且威力比任何一方都更为强大的体系' 实用性的法家法律及其严峻的惩罚制度被改为一个更

为宽阔"基于儒家和谐理念的社会非正式调解的体系' 正式的国家法律与一个非正规的调解

正义体系并存&严峻的治理被道德化的治理温和化&威权的父亲与慈爱的母亲结合(*父母

官+)为一个更长远"更可持续的体系' 正是在那样的思维框架下&形成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

华法系+的核心&并被扩延到整个*东亚文明+圈(在中国之外&主要包含日本"朝鲜和越南)'

它是一个既慈祥又严峻的"既道德又实用的体系&两者共同组成了笔者之所谓的 *实用道德主

义+的正义体系'

当然&该体系也带有一定的弱点和问题' 许多基层的纠纷并不能被社区调解机制解决&不

少需要进入正式的法庭来处理"判断' 但该体系具有逐渐纳入经验的实用能力&逐步添加了所

需要的正式条文来适应现实需要&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关乎*细事+(大致相当于

今天的*民法+)的内容(*例+区别于*律+)' 同时&它也从原先特别强调身份尊卑关系的法律

而伴随社会变迁&越来越趋向以大多数民众为主要对象的实用性法律体系&逐步淡化了统治阶

层和一般民众间的差别的作用(J3/i&"/*)1]A@436@<:&"//*)' 到了清代&已经和汉代"唐代的

体系颇不一样' 儒家化的法家法律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结合&而是一个在形成了基本大框架

之后&逐步改进和细化的过程' 虽然如此&无可置疑的是其结合儒家和法家为一个整体的创新

的明智性和可持续性'

)W*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一定程度上带有类似的思维和可能' 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政党国家体系成功地战胜了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并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但这样的政

党国家&加上后来模仿苏联而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经体系&虽然成效不小&但并没有能够推动可

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拟的经济发展' 改革的必要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经历了*大跃

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比较极端的群众动员和排外意识之后&这样的背景导致了向市场经济

转向的改革&目的是要推动可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发展' 但社会主义的理念并没

有被放弃&源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治理理念也没有被放

弃&共产党的领导和治理以及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或控制)权也没有被放弃'

这样&市场经济被纳入了一个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高度中央集权

的政经体系' 其所采用的不是简单像苏联和多个东欧国家那样&完全朝向私有市场经济"终止

共产党治理的*转型+&而是共产党治理的延续和国家继续占有或掌控主要生产资料' 在这个

基本框架中&一步步地&首先通过承包制度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农民&但国家仍然掌控农地

的最终所有权' 其后是让乡村政府在计划外创办市场化的乡村企业&并让其私有化' 同时&鼓

励私企的广泛兴起&并将中小国企私有化&逐步建立了一个私企和国企比重接近的局面(达到

非农生产总值 *j. 的比例)'

这些变革制定了新农业革命的政治经济框架&导致一个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市场化新型

小农经济的兴起&主要是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它基本转化了中国的农业' 同时&国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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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包R承包制度来紧密管控地方官员&但又授予了他们较大的自主权&来推动国家主导的

g,K发展' 这样的体系激发了地方官员们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以协助其属地内的企业推动

蓬勃的市场经济发展'

如今&这样的一个政经体系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给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一词实实在在的含义' 国家和企业"社会主义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制和市场机

制结合起来推动了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蓬勃发展&并赋予了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通过实践经

验&证明了结合集权的国家和市场经济&以及行政发包制与市场合同制的高效性' 虽然&这显

然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伴随成功而来的一些问题' 非正规人员在就

业者之中所占的庞大比例已经对国内市场的发展形成约束&当然也包括其所意味的社会不公'

未来的纠正途径相当清楚' 在农业领域&小农仍然严重受制于缺乏一个良好高效的现代

物流体系来协助他们从市场发展获得更多的收益' 迄今他们只能依赖要么是低效昂贵的小商

小贩X大商业资本的销售和加工体系&要么是同样低效的国营供销社体系' 这也是一个尚待

成功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同时&社会不公不仅对经济不利&也严重制约了社会和国家在治

理方面搭配的能力' 一个可能的改善方案是将国有企业利润的一定部分用于民生&特别是农

民工---之前已经有过此类地方上的成功实践' (黄宗智&)'"))

四

(一)一个新型的第三领域,

最后&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的*第三领域+(黄宗智&)'"/)&它有助于我们更完全地认识和理

解中国目前的政经和治理体系&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的新

阐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经体系中一直都存在一个由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互动而产生的第三领域' 国家治理不仅高度依赖社区的非正规自治(如社区纠纷调解)&也

依赖一个由非正规体系与国家正规体系互动而产生的半正规体系' (黄宗智&)'"/)

这个第三领域在社会基层可以具体见于社区调解和衙门对案件的处理两个并行的体系间

的互动' 一旦纠纷一方具呈控告对方&社区调解人士便会重新或加紧调解&促使一方或双方退

让&由此使纠纷得到解决' 这样的结果占到所有细事诉讼案件的起码三分之一(有如此明确

记录的)&实际上有可能多达三分之二(包括纪录中止的)'

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框架也促使行政体系广泛使用另一种半正式的治理方法' 一个比较

突出的例子是处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半正式(由社区威望人士推荐&衙门认可的不带薪)*乡保+

一职' 在 "/ 世纪的宝坻县&每位乡保平均要负责 )' 个村庄的治理事务(包括征税"纠纷处理

和传达衙门指示等)' 衙门一般都让他们自行其是&要到由于他们执行任务中产生了纠纷或

控告方才会介入' 这些操作方式也是*简约治理+的具体实例'

县令对待其属下各房的治理形式基本同样#各房的人员大多是不带薪酬的半正式人员&分

别负责各房的职务(最主要的是管征税的户房和管纠纷的刑房)' 那些*房+同样会被知县放

任自行其是&要到由于他们执行任务中产生了纠纷或申诉&县令才会介入' 其治理方式其实可

以很好地用今天的*发包+和*承包+两词来表达' 每房的主要负责人等于是承包了其职

责---为了获取该房的收入&须要交付一定的(可以称作)*承包费+(高收入的户"刑两房在晚

清时期需要交高达千两的*参费+)' 县令同样基本让他们自行其是&当然&他们要按照一般人

可接受的方式来执行任务&否则便会产生纠纷&那样的话&县令便需要介入' 这也是简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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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例'

(二)今天的第三领域

以上是今天更为宽广的第三领域治理---包括行政发包"承包制中政府的*内包+及其与

行政体系之外与社会间(如社区或个人)的*外包+---的历史背景' 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

的农村集体制度中也能看到其痕迹&如今其已经成为被更为广泛使用的一个体系'

譬如&在 )''( 到 )''/ 年的五年之中&全国平均每年 )('' 万起(有记录的)纠纷之中&有足

足 "''' 万起是在第三领域处理的(另外有 "''' 万起是由社区主要是非正式---虽然有村干

部的参与---的调解处理的)&包括乡镇法律事务所(#' 万起)&工商部门领导的消费者协会

(#( 万起)&以及公安部门进行的调解(0.' 万起)&区别于更为高度正式化的法院调解和判决

(('' 万起)' 在以上所列由第三领域机构处理的案件中&有 P0' 万(P0V)是被调解结案的'

(在更高度非正式的*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 "''' 万起纠纷中&则有一半是被成功地调

解结案的')(黄宗智&)'"*9)

至于如今的行政发包和承包制度&应该可以说是中国现有政经体系中至为突出的一个特

征' 其参与双方虽然权力比较悬殊&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由上而下的官僚制度&而是由上

级和下级"国家和社会长期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中既包括*社会的国家化+(8:6:A1

7I7N6:724)& 也包括*国家的社会化+(82N7A:6E7U6:724 2I:3A8:6:A)' 两者的结合很好地展示了如今

的半正式纠纷解决的操作方式&既非纯粹国家的行为&也非纯粹社会的现象&而是两者的互动

和结合' 那其实是改革开放期间十分快速扩展的一个政治1社会现象' 今天被广泛使用的行

政发包"承包制度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

(三)项目制

由国家挑选和资助的项目发包制度也是如此&它结合发包与合同&行政体系内部(各层级

间)的内包与政府和社会间的外包' 这个制度如今被如此广泛地使用&有的社会学理论家甚

至将其比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论说新制度是一种韦伯型的现代化"*合理化+ (或

*科层制化+)&并且已经取代了单位制而成为中国治理模式至为关键的制度和机制' (渠敬

东&)'"))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也许是&项目制的用意是要借助其竞争和激励机制&来推动政

府内部各层级间的和政府与外部社会间的承包者(包括学术单位和研究者)的积极性' 一个

依赖行政内部的晋升激励和管控机制&一个依赖外部社会中的激励&包括项目竞争"延期或再

次获取新项目等激励机制以及国家的监督(如验收)' 它的用意是要通过竞选和验收来结合

市场竞争和政府调控'

当然&有不少滥用的实例出现&包括指令性的项目(如推广双季稻种植)"不符实际地偏重

低效的规模化大农场"*虚+*伪+的合作社和腐败等滥用国家资源的现象' (黄宗智"龚为纲"

高原& )'".)同时&由于项目制所依赖的激励主要是*私利+而不是*公德+或社区利益&容易导

致无视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和行为&更加突出日益严重的全社会道德真空问题' 虽然如此&我们

也不可否认&与一般行政发包R承包制度相比&项目制所指定的目标相对更加明确(如道路设

施"退耕还林"扶贫"盖社区楼房等)' 它能激发项目发包前的竞争&以及承包实体方的创新性

和积极性' 在政府内部&承包的官员们固然要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监控负责&而外包的承包

者也要受到验收和再次申请项目等的监督' 以后如果能够更明确地将社区改良(包括村庄公

共服务和社区物流服务等)设定为一个重点目标&应该可以起到一定的振兴社区和社会道德

的作用' 总体来说&项目制的优点也许确实超过它的弱点' 它可以被视作一个结合行政发包

和市场合同的机制---无疑也属于第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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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总体的政治经济大框架层面上&这个快速扩展的第三领域&包括其对承包和合同的广泛

使用&可以被认作为官方用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包含的&但一般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机制' *社会主义+说明其仍然存续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中央及分块的地方政

府&仍然掌握着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R或控制权&但已经一直向快速扩展的竞争性市场经

济逐步出让范围越来越宽广的权力&为的是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 正是两者的成功搭配推动

了经济快速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宽广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第三领域&而不是许

多人心目中的非此即彼的国家1社会二元的必然对立' 那可能正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独

特之处&结合了西方和中国"现代和传统(包括古代和革命)---它是一个可能成为比较新型

的政经体系的部分内容&既不同于古代中国也不同于现代西方' 如果能够明确规定国营公司

利润的一定比例必须用于公益和民生&则更加如此(黄宗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另外

两个可能起到长时期重要作用的概念#一是区别国有和公有&有的国有资产权可以被转给代表

社会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二是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由中央来进行宏观调控&由市场机

制来主宰微观运作' 本文不展开这两个重要话题的讨论'

未来的框架已经相当明了' 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框架&具体化为同

时依赖一个强势的政府和竞争性的市场&以及其中的关键性行政发包R承包逻辑和市场合同逻

辑&这已经被证实为一条有效的道路' 如今需要解决的是&仍然比较薄弱的国内市场和比较贫

穷的农村等问题' 要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长远可持续性&不是要放弃重要生产资

料的国有或国家掌控&也不是要放弃其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内外包制度&更不是要采纳完全像

现代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代表制民主和韦伯型科层制政府&而是要继续推进社会和国家

的更为均衡的搭配' 这不仅是为了预防两者间权力悬殊所可能导致的错误决策和判断&也是

为了进一步释放社会主义X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 X高度发达的社会间所形成的两者共同

参与的新型"半正式的第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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