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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聚焦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ꎬ既指出其令人振奋的一面ꎬ也指出一些其所忽视的问题ꎬ从既是

历史回顾也是前瞻愿想的角度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考ꎮ 文章对比中

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乡村)间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历史的异同ꎬ

特别突出中国乡村小农、社区、产权体系与合作传统在过去和现在的作

用ꎮ 据此ꎬ提出一些仍然被忽视的关于全球经济和法律的看法ꎮ 最后ꎬ

进入关于双方现今和未来趋向的论析和愿想的讨论ꎮ

关键词:小农经济和小农社区　 相关产权法律和规则　 合作社传统

　 东亚模式　 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

回顾中国数百年来的农村社会经济史ꎬ将其与西方ꎬ特别是美国的

经验对比ꎬ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根本性的不同ꎬ也可以看到诸多可以借

鉴西方的先例之处ꎬ尤其是中国在近 ４０ 多年来引进了西方全球化的市

场经济和伴之而来的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ꎮ 本文的目的在借助历史和

比较视野来探寻一条既有中国特殊性的ꎬ也是高度现代化的中国乡村振

兴的道路ꎬ试图提出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前瞻性愿想和对发展道路的思

考ꎮ 它无疑既非纯粹是传统中国式的道路ꎬ也非完全模仿西方的道路ꎬ

而是一个综合两者的超越性道路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战略规划”ꎬ要求在

２０５０ 年达到全面更新中国乡村ꎬ彻底解决“三农问题”ꎬ并且中央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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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ꎬ充分尊重农民意愿ꎬ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的主体作用ꎬ调动亿万农民的阶级性、主动性、创造性”ꎬ给予了中国

小农前所未见的关注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ꎬ２０１８ꎬ«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第二篇、第二节)特别使人振奋的是ꎬ曾经的将农村

主要视作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将农民和农民工视作招引全球资本的筹码

等(“非正规经济”———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ｃ)ꎬ有可能将会逐步成为过去ꎬ国家

有可能将迈向其长期以来一再明确申明的“共同致富”的目标ꎮ

本文既特别关注中国农村过去和现在与西方的不同ꎬ又关注应该借

鉴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ꎬ以此来设想一个扎根于中国基本实际

的道路和前瞻性愿想ꎬ重点在连接经验实际与新理论概括ꎬ探寻综合中

西的超越性发展道路ꎮ 毋庸说ꎬ也将针对一些学术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

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ꎮ

一、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ꎬ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之下ꎬ中国形成了稳定的以小规

模家庭农场为主的农村经济ꎬ其也是以小农户紧密聚居的社区为主的农

村社会体系ꎮ 村庄多是亲族聚居的小社区ꎬ即便不是ꎬ也会借助拟亲族

关系来组合其社区ꎮ 那样的社会组织是与儒家道德理念紧密结合的ꎬ讲

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ꎬ以及“己所不欲ꎬ勿施于人”的“仁”的道

德理念ꎮ 两者的结合进而促成比较独特的社区调解惯习ꎬ形成一个庞大

的“非正式”正义体系ꎬ与官方衙门执行的正规正义体系并存ꎮ 而且经过

两者间的互动ꎬ更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非正规与正规两大体系互动组

合的中间领域(笔者称作“第三领域”)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ａ(２００１)]此体系

仍然存在ꎬ可见于如今社会纠纷处理中的三分天下的局面:在每年总数

约 ２５００ 万起的(有记录的)纠纷之中ꎬ有 ２ / ５(约 １０００ 万)的纠纷是调解

结案的ꎮ 其中ꎬ将近 ５０％ 仍然是通过社区调解结案的ꎬ１５％ 是经法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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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结案的ꎬ３５％ 是由结合两者的第三领域体系(如基层司法服务单位、消

费者协会和公安局)调解结案的ꎮ①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１１ꎬ表 １ꎻ亦见黄宗

智ꎬ２０２０ｂ)

“新大陆”的美国(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则十分不同ꎬ在其相对地

广人稀的基本国情之下ꎬ根本就没有类似中国这样小规模的农户农场ꎬ

并且由于其农户农场间距离较远ꎬ也没有可能形成紧密聚居的村庄社

区ꎬ更没有中国的主导性儒家道德理念ꎮ 因此ꎬ也不可能形成像中国这

样以社区为主的调解互让的非正式正义体系ꎮ 西方的司法体系基本以

官方的正式法庭和法律为主ꎬ谈不上类似中国这种程度的讲究人际亲和

关系的调解制度ꎬ当然也更谈不上在其与正式法庭体系之间形成的半正

式、半非正式的第三领域ꎮ [详细论证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ꎻ亦见黄宗智

２０１４ｂꎬ第一卷(２００１)、第三卷(２００９):尤见第 ２ 章ꎻ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ｂ]

以上的基本差别更导致两国之间十分不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ꎮ 中

国固然长期以来一直都有相当稳定的土地(以家族为主的) “私有”产权

(并且获得正式和非正式正义体系的认可和维护)ꎬ但同时也具有相当稳

定的社区所有财产ꎬ包括村庄的灌溉水道、水井、山地、山坡、林木、水面、

(亲族或村庄的)坟地和祠堂、寺庙ꎬ以及 ２０ 世纪初期以来的村办学校

等ꎮ 以上的传统可以视作中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初期所普遍确立

的村庄合作与集体所有体系的部分历史根源ꎮ 相对来说ꎬ中国农村会更

容易接受社区共同所有的制度ꎬ此点与美国有一定的不同ꎮ

在改革时期大规模引进西方法律和法理之前ꎬ那样的产权制度也许

可以被视作一种不成文的“普通规则”ꎬ虽然未经逻辑化和法典化ꎬ但在

民间仍然得到较普遍的认可和遵循ꎮ 这里笔者有意避免英美传统“普通

法”的表述和概括ꎬ因为后者多依据法庭判案的先例ꎬ不符合中国的历史

实际ꎮ 笔者也有意避免“习惯法”的表述ꎬ因为它混淆了被正规法律接纳

的习惯(如诸子均分财产)与被其拒绝(如田面权)的习惯或不置可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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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如亲邻优先购买权)ꎮ 笔者还有意避免“乡规民约”的表述ꎬ因为

它多未经成文或制订ꎮ 笔者这里要表达的乃是人们认为是当然如此但

又多未曾制订或成文的规则ꎬ但在民间实际上是得到广泛认可和遵循

的ꎬ被认为当然应该如此ꎮ 如此的普通规则可以视作中国农村社区的特

点之一ꎬ即乃是源自其悠久的紧密聚居历史实际的一种未经成文表达的

普通规则ꎮ 那样的传统也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改革之前中国的合作化

与集体化所依赖的部分历史根源ꎮ

二、革命时期边区的互助与合作

在革命时期ꎬ根据地的乡村相当普遍以村庄社区为单位来进行生产

资料合作化的互助生产ꎬ用以解决村庄较大部分成员生产资料(土地、牲

畜、肥料、劳力)不足的问题ꎬ并通过全村动员来进行一些村内外的水利

和开荒等工程ꎬ而经过互助合作的工程ꎬ基本会被视作社区的共同所有ꎮ

(李展硕ꎬ２０２１ꎻ高原ꎬ２０１８)虽然ꎬ当时并没有十分注意将其条文化为成

文法规或乡规民约ꎬ但仍然应该被视作当代中国的互助组、合作社与集

体化村庄的一个重要历史基础ꎮ

其来源、性质和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实用道德主义”精神及思维方式

高度一致ꎮ “道德主义”是因为社区源自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理念ꎬ特别是

“亲”与“和”ꎬ强调家庭关系ꎬ进而包括亲族关系ꎬ更进而包括社区的亲

族纽带与共同意识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ꎬ第 １ 卷(２００１)] “实用”则在于关

注实际运作和可操作性的普通规则多于形式化逻辑或成文法规ꎮ 而且ꎬ

根据“和”的道德理念ꎬ更促成了长期以来以“和”为主导理念的社区调

解纠纷的传统ꎮ 从全球视野来看ꎬ它是中国正义体系至为关键的一大特

点ꎬ也是受到“中华法系”深层影响的“东亚”国家(主要指日本、朝鲜、越

南)正义体系传统中的一个主要特征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它与中国传统正

义体系思维高度一致ꎬ与现代西方法律(无论是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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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ꎮ

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来认识ꎬ才能看到中国正义体系与西方之间

的异同ꎮ 中国的正式成文法律及其主要的正式基层施法机构———县衙

门———与西方判案的法庭有一定的相似之处ꎮ 虽然如此ꎬ它是由原则

性 / 道德理念性的“律”和实用性的“例”共同组成的ꎬ在清代被非常系统

清晰地表达为«大清律例»ꎬ与西方的形式逻辑化法典很不一样ꎮ 其中的

“例”ꎬ一直都因相应施法实践 / 经验而被改动、添加ꎬ而“律”则基本长期

不变ꎬ由此形成了“律”与“例”的不同和组合ꎮ 同时ꎬ它又具有根据长期

以来紧密聚居的村庄中的不成文普通规则ꎬ尤其是涉及纠纷调解和全社

区的共同“产权”等的不成文普通规则而长期延续和运作的特点ꎮ 那样

的非正式正义体系与正规衙门 / 法庭共同组成正义体系整体的不可或缺

的两大部分ꎬ并在两者的互动之下ꎬ形成了一系列由双方的互动所组成

的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巨大第三领域ꎮ 三者共同形成了与西方古代和

现代法律都十分不同的一个正义体系整体ꎬ并贯彻了其独特的(实质主

义的)“实用道德主义”基本思维ꎬ与西方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形式主

义的)高度逻辑化和抽象化的法律思维及传统很不一样ꎮ

即便是在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和引进西方法律的现代中国ꎬ中西法

律在实际运作层面上仍然具有上述的鲜明不同ꎮ 中国式的调解在西方

的正义体系中ꎬ仅是近几十年来产生的“另类”体系ꎬ主要由于其完全对

立性的诉讼制度费用过高ꎬ但其在西方正义体系整体中的占比仍然十分

有限(２％ —４％ 或更少)ꎬ但在中国则仍然是其基本“特色”之一ꎮ (黄宗

智ꎬ２０１６ｂꎻ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ꎬ第一卷ꎻ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ｂ)

同时ꎬ中国对待产权的态度也和西方十分不同ꎮ 不仅在其调解体

系ꎬ也在其产权体系之中ꎬ特别是在社区产权的传统基础之上ꎬ通过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互助、合作化和集体化而最终被纳入计划经济的大框架

中ꎬ成为在全国被广泛采用的制度ꎮ 它是之前不言自明的普通规则的扩

大ꎬ被与计划经济搭配而使用ꎬ在个人化私有产权更加根深蒂固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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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的现代西方ꎬ十分不可思议ꎮ

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是改革以来“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新法律法规

下一家一户的“承包权”———即土地经营权———的部分历史起源ꎮ 承包

权的实施ꎬ虽然在理论上似乎模仿、迈向了西方式的个人私有产权制度ꎬ

但实际上仍然是部分回归传统中被广泛认可的家族土地私有产权制度ꎬ

而且在法律上ꎬ土地最终所有权(区别于经营权)仍然是社区“集体”所

有ꎮ 在实施中ꎬ则又同时继受另一传统———“普天之下ꎬ莫非王土”ꎬ以及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的理论传统ꎮ 这也就是说ꎬ土地

仍然可以被国家按需要征用ꎬ而且没有国家的允许ꎬ村庄“集体”本身也

不可以随便买卖土地ꎮ 如此的产权制度可以表述为一种“混合”或“多

元”产权体系ꎬ是和农户个体的部分土地产权(“承包地权”ꎬ即土地经营

权)共存的ꎮ 这便再次造成和西方十分不同的农用土地产权制度ꎬ迄今

依然如此ꎬ不可被简单等同于现代西方那样的单一化私有产权制度ꎬ或

被认作最终必须朝那个方向“发展”的制度ꎮ 其社区组织及产权也如此ꎮ

三、美国农业合作社在矛盾法规下的演变

与此不同ꎬ美国的农业合作社是在根深蒂固的私有产权大环境中诞

生的ꎮ 其原先意图是组织小农场和农业的合作化ꎬ目的是为农耕者提供

合作化的服务ꎬ包括合作购买生产资料ꎬ进行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ꎬ以

及建立金融服务的信用社ꎮ 其具有比较鲜明的服务小农场农民的目的ꎬ

其精神直接体现于如今仍然存在的、名义上所有社员一人一票的规则ꎮ

但是ꎬ美国的合作社法规传统一直都没有完全接纳排除个人私有制

的社区(或社团)所有制ꎬ一直坚持根本性的私有制不可或缺ꎮ 因此ꎬ其

合作社法理的极限乃是社员一人一票的规定(此点当然也与其政治制度

相关)ꎬ未能做到排除私有产权的合作或集体所有制度ꎮ 正是由于那样

的模棱两可的基本产权观念和法律框架ꎬ美国的合作社法规一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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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像中国革命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近乎绝对(虽然仍然有“自留

地”)的社区所有制的集体制ꎮ 在美国的合作社传统中ꎬ一开始便采用了

社员合作与资本主义个人营利两者并存的原则ꎬ同时容纳部分源自社区

合作的一人一票制度和绝对的私有产权的按资本投入量算股的两种原

则ꎬ因此也为后来的演变埋下了伏笔ꎮ

在美国经济整体的全盘资本化和大企业化的大潮流下ꎬ原先的两种

所有权———社团所有和个人所有———兼顾和并存的传统及意图越来越

让位于私有资本化ꎬ即从由私有资本来支配的运作规则ꎬ迈向了由占资

本份额最高最大者来支配合作社的运作ꎬ由资本占有额来分配盈利ꎬ或

由所占销售额———实质上多由其资本投入额而定———来决定分配ꎮ 虽

然它们仍然在表面上(部分根据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理念)保

留了名义上一人一票的规定ꎬ但实质上ꎬ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如此ꎬ已经逐

步成为由有限一家或数家大农场、大资本来控制合作社的运作和分配的

制度ꎮ 如今ꎬ在美国的“合作社”中ꎬ“合作”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虚

名ꎬ实际上已经成为基本是在资本支配下的一个类似企业公司型的组

织ꎮ 在所有的合作社中ꎬ仅有少量的真正以社团共同所有的宗旨来主导

分配的合作社ꎬ可谓是一种“另类”组织ꎮ 总体来说ꎬ其不可避免的大趋

势是越来越趋向一切以私有资本为主ꎮ (关于此演变在文化层面上的论

析ꎬ尤见 Ｈｏｇｅｌａｎｄꎬ２００６ꎮ)

四、中国 ２００６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实施以来的虚拟合作

中国 ２００６ 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逻辑、条文和运作模式都是模

仿当时的美国ꎮ 其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不同主要在于ꎬ由更加强势的国家

参与来推动ꎬ尤其是资金补助和税收减免ꎬ而美国则没有那样程度的国

家参与ꎮ 结果是出现了参差不齐的合作社ꎬ其中大部分主要是由私有资

本支配的ꎬ对社员的所谓服务实际上乃是对资本的服务ꎮ 因此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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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有名无实ꎬ和美国的一样ꎮ 有的则混合资本主义和小农社区合作两

种不同原则ꎮ

笔者和其他论者曾经估计ꎬ当前的合作社可能仅有 ２０％ 是“好的”、

真正服务于小农户的合作社ꎬ但规模多是较小的ꎬ而大的合作社则多是

假冒合作社的企业性私人资本ꎬ借此谋取国家补贴和税收优惠ꎬ它们所

占比例可能达到约 ３０％ ꎬ剩下的 ５０％ 是两者性质皆有的合作社ꎮ (黄宗

智ꎬ２０１５:２１ 及其后ꎻ刘老石ꎬ２０１０)虽然国家在 ２０１７ 年对合作社法进行

了修订ꎬ但仍然保留了原先基本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总体设想和主导框

架ꎬ其背后仍然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２０１７ 修订)»]

实际上ꎬ中国仍然具有不少集体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性资源ꎬ迄

今尚未被充分利用ꎮ 一旦国家政策转向ꎬ它们足可成为新型合作化所可

能借助的制度资源ꎬ包括集体产权、传统社区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共有”

财产、村庄政权组织、村社的亲族纽带和拟亲族纽带等ꎮ 最新的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便明确指出如此的共有财产的实际(虽然ꎬ“规划”的

部分设想的前景仍然仅是美国式的资金化和股金化ꎬ不是将其当作振兴

农村社区和承继传统与革命时期的可用资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第十三章ꎬ第三节)ꎮ 其因为受到美国模式的深层影响ꎬ

无视了中国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实际ꎮ

更有可论者是在法律实际运作层面上ꎬ原来的中华法系中的关键性

实用道德主义的基本精神仍然存在ꎬ仍然可以广泛见于引进的西方法律

在中国的实际运作之中ꎮ 此点可见于今天的正义体系的诸多方面:一是

上面已经说明的ꎬ社区的民间调解结案在所有约 ２５００ 万起案件中仍然

占到约 ２０％ 的比例(５３０ 万)ꎻ二是各种不同调解占到纠纷解决总数的约

４０％ (１０００ 万)ꎻ三是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半正式司法机构(如基层法律

服务所、消费者协会以及公安部门)所处理的纠纷ꎬ调解结案占到所有案

件的约 ２５％ (２４７ 万)(以及所有纠纷中的约 ４０％ )ꎻ四是即便在正规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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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度形式化的法院处理的 ４９２ 万起案件中ꎬ也有约 ３４％ (１６８ 万)是调

解结案的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６ｂ:１１ꎬ表 １ꎻ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ｂ)可以看到ꎬ中国传统

基于社区的非正式正义和半正式正义体系ꎬ在今天的正义体系整体中ꎬ

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ꎮ 我们绝对不可以用传统正义体系已经不

复存在或必定将消失的绝对化视野来观察中国的正义体系ꎬ必须看到其

中存在的仍然是关键性的中华法系传统因素ꎬ不可继续盲目试图模仿美

国模式ꎮ

这里需要指出ꎬ最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虽然明确地突出了

长期被忽视的农民主体性ꎬ但却仍然没有关注村庄社区ꎮ 其未经表达的

基本观点仍然是村庄社区应该或只可能消失———显然再次是受到美国

模式的深层影响ꎮ 而且ꎬ在其关于“乡村文化”的规划中ꎬ显示了一定程

度的城市中心主义ꎬ简单将城市等同于“科学文明”ꎬ乡村等同于欠缺“公

民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等的落后区域ꎬ将其仅仅当作需要现代

文明改造的对象(不然则将其视作观光旅游与好奇的对象)ꎮ (中共中

央、国务院ꎬ２０１８:尤见第二十三章)在法律层面上ꎬ“规划”同样将乡村视

作落后地带ꎬ将重点放在教育和增强其法律意识上面ꎬ包括“加强乡村人

民调解组织建设ꎬ建立健全乡村调解”ꎬ完全没有对其长期以来的非正式

调解正义体系传统的认识ꎬ表达的还是高高在上的城市“文明人士”对待

“无知”的乡村人民的基本态度ꎮ (同上:第二十六章ꎬ第二节、第三节)

虽然如此ꎬ上面我们已经看到ꎬ“规划”同时又前所未见地特别突出了农

村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创造性”ꎮ 显然ꎬ两种矛盾的态度和意

见之间还存留一定的张力ꎬ还需要一个超越贯通的过程ꎮ

未来需要重新概括、设想合作社的基本性质ꎬ采用过去的合作历史

经验ꎬ再次借助社区整合的历史和社会资源ꎬ再次借助社区中的人际人

脉关系来建设共同体意识ꎬ培育公益化的道德理念来推动振兴农村社区

的合作化运动ꎮ

一个重要的搭配措施可能将是ꎬ确立集体 / 社区产权也可以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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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房产、基础设施那样成为国家金融机构所愿意接纳为贷款抵押的

资产———譬如ꎬ作为村社信用社融资的抵押ꎮ 那样的话ꎬ将赋予农村ꎬ特

别是被忽视的最基层村庄小组ꎬ比目前的情况宽广得多的融资渠道ꎮ 那

样的话ꎬ应该能够赋予未来基于社区共同财产的合作社更为宽阔的发展

道路ꎬ也可以激发更多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ꎮ

五、可资借鉴的东亚模式

与以上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所谓的“东亚合作社模式”———一个由多

个历史传统的偶合所促成的总体经验ꎮ 表面看来ꎬ它似乎不符合逻辑ꎬ

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ꎬ既非以资本为主也非以劳动为主ꎬ而是

以村庄社区为主ꎻ既非以私有资本产权为主ꎬ也非以代表无产阶级的共

产党政党—国家为主ꎬ而是以村庄社区为主ꎻ既非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主ꎬ也非以公有产权＋计划经济为主ꎬ而是以社区＋市场经济为主ꎮ 这

是它的特殊性ꎬ也是它的悖论性ꎬ更是它的成功秘诀ꎮ

对小农户来说ꎬ社区合作组织为其提供了基层合作化的多方面的服

务:联同购买(有折扣的)农资ꎬ联同提供大市场经济环境中所需要的加

工、运输ꎬ营销服务等ꎮ 加上政府建设的大型现代化批发服务市场ꎬ包括

冷冻服务、电子信息服务等一系列非营利性的新型“物流”服务性辅助ꎬ

形成一个完整的高度现代化物流体系ꎮ 借此ꎬ经合作社推进的农业发展

成为整个经济体发展的至为关键性的第一步ꎬ进而促进相对较高程度的

社会公平ꎬ避免了要么是高额的资本主义纯营利化的大商人＋小商小贩

所组成的收费物流体系ꎬ要么是低效的计划经济下的官僚化供销社的物

流体系ꎬ进而推进了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ꎬ做到了远比中国今天要优越

的社会公平度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著名智库兰

德公司 ２０１６ 年 发 表 的 一 份 合 作 报 告 早 已 明 确 指 出 了 此 点ꎮ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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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层面上来考察ꎬ东亚合作社在日本的出发点乃是美国占领军

司令部所主导的关于农业和村庄的新法律ꎬ他们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年陆

续制定了«农地法»ꎬ规定农户耕地不可超过 ４５ 亩ꎬ地租不可超过 ２５％ ꎬ

外来资本不可购买农村土地ꎮ 也就是说ꎬ凭借国家法律来给予小自耕农

在日本乡村中的中心地位ꎬ借此基本消灭了地主经济ꎮ (固然ꎬ美国占领

军司令部的几位设定立法蓝图的官员ꎬ他们还有确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

的意图ꎬ其中也有误以为美国自身农业的基本单位将永远是所谓的“家

庭农场”ꎬ没有预见到后来越来越强盛的高度资本主义化大农场ꎮ)(黄宗

智ꎬ２０１５ꎻＫｕｒｉｍｏｔｏꎬ２００４)

同时ꎬ这些人员也受到美国在经济大萧条后农业的复兴过程中ꎬ小

农场合作社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历史经验的启发ꎮ 此点可见于这组官员

中的一位人物科恩(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Ｃｏｈｅｎ)的回忆和叙述ꎬ直接反映于该书的

总标题:重新塑造日本:作为(美国罗斯福总统下的) “新政”的美国占领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Ｎｅｗ Ｄｅａｌ)ꎮ 他们将美国的占领

视作在日本树立进步的美国型“新政”的契机ꎬ试图在日本建立自己心目

中的理想进步社会和经济体系ꎮ (Ｃｏｈｅｎꎬ１９８７)

此外ꎬ他们在 １９４７ 年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ꎬ勒令之前的基层地方

政府将其所掌控的农业资源转交给基层农民和其社区合作社(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ꎬ １９４５—１９６０)ꎬ规定合作社必须为社员所有和管控ꎬ并为其

利益服务ꎬ必须是农民完全自愿参与的组织ꎬ并且必须通过一人一票的

方案来治理ꎮ 之后ꎬ“农协”的理事长和理事成为民众广泛积极参与和激

烈竞争的职位ꎮ 其理事长身份在公众场合所具有的地位仅次于当地头

号官员ꎮ 其每年可以组织和领导合法的“米价运动”ꎬ推动该年拟定米价

的政府举措ꎬ为农户争取最大的利益ꎮ ( Ｍｏｏｒｅꎬ１９９０ꎻ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ａ:

２８０—２９０、４８１—４８７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１５)

在此基础上ꎬ日本建立了扎根于村庄的合作组织ꎬ企图在日本建立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新政”———民主社会和经济体系ꎬ由此奠定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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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十年的农业和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ꎮ

其制度核心的形成在于以下一系列的特殊条件:一、合作社乃是当

时政府认可和大力支持的高度自主组织ꎻ二、它完全是一个以服务社区

农民为主旨的社团组织ꎬ并具有高度的合法性ꎻ三、它还是一个可以为村

社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ꎬ其所组织的信用社可以接受社员的资金ꎬ

可以贷款给农民ꎬ包括让农民低息赊购物品ꎻ四、合作社本身也可以向国

家或私营金融机构贷款ꎬ具有合法的社团和所有权身份ꎬ并且在这些基

层服务社的基础上ꎬ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林中央金库” (简称“农林中

金”)银行ꎬ其后发展成为全国六大银行之一ꎮ 在这方面ꎬ其与中国由国

家极其严格控制的金融制度形成鲜明对照ꎮ ( Ｋｕｒｉｍｏｔｏꎬ２００４ꎻ黄宗智ꎬ

２０１５:２１—２２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ａ:２８０—２９０ꎬ４８１—４８７) ①

另一关键因素是国家设立的服务性规模化农产品批发市场ꎬ包括对

生鲜产品提供冷冻储藏设备和服务ꎮ 这与中国的营利性批发市场不同ꎬ

其目的是要为小农户提供高效廉价的完整的“纵向一体化”供应和销售

链服务ꎬ并在基层的民间合作社之上设立全国化的、凭借市场机制来确

定农产品价格的大型批发交易市场ꎬ借此来达到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最

佳实现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８)

结果确实是人们意想不到的ꎬ在军国主义的灰烬之上ꎬ建立了一个

确实是比较成功和民主的ꎬ也是高度经济现代化和发达的日本ꎬ更是一

个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不见巨大城乡差别的政治经济体系ꎮ

东亚模式应被视作一个非自由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比较贴近特

别关注村庄社区的、实质主义理论的、悖论的历史现象和模式ꎮ 它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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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度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ꎬ美国 ３０ 期国债债券居然达到 １５％ 年利的高额回报率ꎬ促使人们大规

模投资美国国债ꎮ 即便是今天ꎬ中国国家虽然已经允许并建立了私营企业体系的融资渠道ꎬ
但一直尚未完全确立公益性的社团组织的融资渠道ꎬ仍然不允许逾越服务性(公益)社团与

营利性私营企业之间的壁垒———因此杜绝了诸如美国、新加坡以及众多其他国家的慈善或

教育基金的金融渠道ꎮ 后者都可以借助金融市场来维持公益 / 服务基金的保值和增值ꎬ仅将

增值部分用于公益ꎬ凭此来长期维持其服务于社会的活动ꎮ 目前在中国ꎬ即便是国家自身设

立的医保基金ꎬ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ꎬ无法保值增值ꎬ亟须改革ꎮ (见郑秉文ꎬ２０２０)



排除私有产权ꎬ实际上是在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体系基础上建立的社

区合作“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ꎮ 它与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农村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限制了外来资本购买、垄断农村土地ꎬ树立稳定的以小农户

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ꎮ 正因为如此ꎬ中国更特别需要协助小农场来应

对大市场的合作体系ꎬ让社区综合性合作社(“农协”)成为小农户和大

市场有效连接的关键性枢纽ꎮ 那样的话ꎬ农村将不见萧条ꎬ农民不见贫

穷(大家只需回想众多在全球各地常见的、由“农协”组织的日本农村大

叔和大妈的热闹旅游团ꎬ便可以认识到日本“农协”对振兴农村所起的作

用)ꎬ农村社区仍然高度整合ꎬ从而真正振兴中国乡村ꎮ

六、法律和法理角度的思考

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ꎬ作为史无前例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一个法

律和实际运作体系ꎬ只可能是和现有所有经济学理论与法律体系不相符

的一个体系ꎮ 显然ꎬ它不符合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企业理论ꎬ也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ꎮ 相对来说ꎬ它最符合实质主义的小农经济

和小农社区理论ꎬ虽然也与其有一定的不同ꎮ 它之所以最符合实质主义

理论ꎬ首先是因为它的主体仍然是历来的小农户而不是自由主义理论中

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或农场工人ꎬ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计划经济下的

工厂化大型国有和集体农场ꎮ 它当然也与基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式法

理体系不同ꎬ也与马克思主义预期和反对的雇工资本主义农场不同ꎮ 它

的主体是比较独特的ꎬ是中国长期以来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小农户和由

其组成的农村社区ꎮ

中国近几十年以来“三农”问题的部分肇因正是来自对以上基本实

际的一些关键性认识偏差:采用的法律和组织方案多是引进的、不符合

中国实际的方案ꎮ 最突出的例子乃是 ２００３ 年之后连续 １６ 年特别突出的

要国家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大户和成规模的所谓“家庭农场”的政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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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２０１７ 年修

订)ꎬ其完全是模仿美国的企业化农场和以专业而非农村社区为主的合

作社法ꎮ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ꎬ在缺乏紧密组合的农村社区的美国ꎬ在一

切以资本主义企业化组织为主的美国型合作社框架下ꎬ近几十年已经完

全从原先的为小家庭农场服务的合作社理念ꎬ转化为主要是公司化、企

业化的实体ꎮ 其一切以资本为主ꎬ要么是投资份额ꎬ要么是以营业比例

为盈利分配的标准ꎬ完全失去了原先为小农场提供合作化服务的宗旨ꎬ

继而完全融进一切以私有资本和其营业额为基本组织宗旨的宏观经济

体系ꎮ

试图将那种资本主义的、不符中国国情的模式当作典范ꎬ导致了众

多源自理论不附实际的后果ꎬ包括众多“假”合作社的现象ꎬ基本无视小

农农户的利益ꎮ 其所采纳的典范一开始便被不符实际地设定为美国ꎬ而

其实际运作则在中国被体现为尽可能谋得(如今已经成为乡村基层最主

要的资金来源的)国家资助ꎬ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来将自己虚拟为“合作”

机构ꎬ为的是获得国家下拨的资金以及税收优惠(有的当然还附带着某

些灰色收入)ꎮ 因此ꎬ中国需要根本性地重新考虑这方面的政策ꎬ不是要

完全撤回之前的进路和其所积累的一些有限成效ꎬ而是要采纳另一种基

于农民和其社区主体性和合作性ꎬ可以带动村民广泛由下而上参与的、

真正是中国式的合作社ꎮ

七、全球化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乡村振兴

笔者过去已经详细论证ꎬ在之前的中国农村ꎬ城乡贸易实际上十分

有限ꎬ主要是单向的ꎬ由农村输出优质农产品(最主要的是优质粮食和棉

花—纱—布以及肉、禽、鱼)给城市ꎬ农村从城镇购买的仅是一些很有限

但必需的小产品ꎬ如糖、盐ꎬ食油、酱油、火油等ꎬ在其购买产品的总价值

中才占到 １０％ —２０％ ꎮ 而城市所购买的主要物品乃是粮食和棉纱、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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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ꎬ在其所有购买品的大宗中约占 ８０％ ꎮ 以上是满铁在 １９３０ 年代后期

对华北和江南地区村庄所进行的详细精准的实地调查所证明的情况ꎮ

[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ｂ(１９９２):７７—９２ꎬ尤见表 ５.４、６.２、６.３、６.４、６.６ꎻ亦见黄宗

智ꎬ２０２１ꎻ黄宗智 ２０２０ａ]这些事实所说明的是ꎬ农村商品经济的组成ꎬ最

主要是余粮农户和余棉农户间的交换ꎬ一如中国一整代的优秀经济史大

家们(特别是来自工商管理部门的吴承明)所详细论证的那样ꎮ (徐涤

新、吴承明主编ꎬ１９８５)

这就和亚当斯密观察到和总结的 １８ 世纪英国蓬勃发展的城乡双

向贸易十分不同ꎮ 斯密观察到的农村正处于 １８ 世纪农业革命后期———

在一个世纪中ꎬ农业总产值在农业劳动力人数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了

约一倍ꎻ同时ꎬ现代型的制造业也已经兴起ꎮ 经济史研究者已经根据大

量的遗嘱记录而证明ꎬ当时的英国农村相当广泛地从城市购买产品ꎬ诸

如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ꎬ( Ｗｅａｔｈｅｒｈｉｌｌꎬ１９９３:尤见 ２１９—

２２０ꎬ表 １０.２ 及 １０.４)说明农村食品和城镇制造品间的双向交易已经达到

一定的规模ꎮ 那正是斯密概括的(不仅是地区和国家间的ꎬ也是城乡间

的)平等互利双向贸易的经验基础ꎮ 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英

国来看ꎬ中国同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的市场ꎬ乃是个“畸形”单向

的市场ꎮ 那主要是由于中国乡村的贫穷ꎬ未曾经历英国那样的农业革

命ꎮ 在中国所见的主要是相反的越来越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单向贸易)ꎬ

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所至为关心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ꎮ

因此ꎬ中国并没有进入斯密基于(国内)城乡贸易(和地区与国际间

的贸易)所概括出的根本性演变和原理: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的比

较优势)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产品 Ａꎬ而乙地能同样以低成本生产 Ｂ 产

品ꎬ两地交换无疑是对双方都有利的ꎮ 多边的贸易当然更是如此ꎮ 在这

个基本洞见之上ꎬ斯密更概括出ꎬ如此的贸易将会推进社会分工ꎬ进而导

致劳动生产率的大规模上升(其所开宗明义引用的乃是:由单一个人生

产一枚针ꎬ可能一天都完不成一枚ꎻ但由十个人分工合作ꎬ一天足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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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０００ 枚针———那是他观察到的实际ꎬ当然也是新兴城镇制造业的至为

原始的实例和概括)ꎮ [ Ｓｍｉｔｈꎬ１９７６(１７７６)] 但那样的变化完全没有在

１８ 世纪的中国出现ꎬ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仍然基本如此ꎮ [黄宗智ꎬ

２０１４ｂ(１９９２)、２０２０ａꎻ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２１]

如今ꎬ中国的小农经济当然不再简单是前工业化的经济体系ꎬ中国

的农民也不再是其帝国晚期单向城乡贸易体系下生活于生存边界的小

农ꎬ而是一个个越来越与城市商品 / 市场紧密相连的小农ꎮ 现在不仅有

相当部分的农产品进入城市的大市场ꎬ也有一定比例的城镇产品被农村

人民消费ꎮ

笔者已经详细论证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的“新农业”革命的兴起ꎬ导致许

许多多小农户从相对低值的农业生产转入“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高附

加值新农业———主要是肉、禽、鱼和高档高值菜果的生产ꎬ到 ２０１０ 年其

已经占到农林牧渔总产值的 ２ / ３(耕地的 １ / ３)ꎬ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隐

性农业革命”ꎮ 之所以说是“隐性”的ꎬ是因为它不像过去的农业革命主

要来自某几种产品生产率的提高ꎬ而是来自全国(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

范围内人们食品消费的转型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ꎮ (黄

宗智ꎬ２０１６ａꎻ黄宗智ꎬ２０１０)伴随那样的演变而来的是农村人民收入一定

幅度的提高(虽然仍然相去城镇水平较远)和一定程度的对更多城市产

品的消费ꎮ

未来这些方面显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目前ꎬ中国高附加值农业

中的菜果种植占到总耕地面积的 １８.９％ 和农产品总产值的 ２６.７％ ꎬ已经

是不错的成绩ꎮ 但是ꎬ相比美国的高值菜果农业则相形见绌ꎬ后者仅用

总耕地面积的 ３.６％ 就使菜果生产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３６.８％ ꎮ 而中国的

菜果产值对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的比例才 １４１％ ꎬ美国则达到 １０２２％ ꎬ相

比之下ꎬ中国的菜果农业所占经济地位显然还去之很远ꎬ还具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ꎮ (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ａ:３３１ꎻ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表 １)此外ꎬ中国

的有机农业虽然已经占到全球市场总额的 ６％ ꎬ但相比美国的 ４７％ 和欧

５４

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盟的 ３７％ ꎬ同样还去之很远ꎬ同样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刘石ꎬ

２０１８)

同时ꎬ农村也越来越多地消费城市的工业产品ꎮ 根据最新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得出的数据ꎬ如今中国能用手机上网的农户占比

为 ４８％ ꎬ用电脑上网的为 ３２％ ꎬ也显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目前ꎬ中国

农村拥有私人小汽车的农户占比为 ２４.８％ ꎬ相比美国每 １００ 人便有 ７７ 辆

汽车ꎬ当然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ꎬ

２０１８:表 ４－７)此外ꎬ彩电、冰箱和各种各样的家电产品ꎬ也都还有一定的

发展空间ꎮ 这就和当代之前的农村十分不同:之前的商品化主要是单向

的由城市从农村榨取优质消费品(高档棉花和蚕丝产品、高档肉禽鱼、细

粮)ꎻ但如今(改革以来)则不然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城乡双向贸易ꎮ

此外ꎬ目前仍然仅有不到一半(４７.５％ )的行政村具有超过 ５０ 平方米

面积的商店或“小超市” (同上:表 ３ －６)ꎬ而且ꎬ在所有的行政村中ꎬ仅

２５.１％ 具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同上:表 ３－２)ꎮ 电子商业当然也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ꎮ

往前看未来ꎬ一方面ꎬ小农户仍然将长期存在ꎬ另一方面ꎬ小农户将

面对越来越多样的城市及全球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产品ꎮ 正因为如此ꎬ我

们需要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不断地试图形成新的设想和概括ꎬ不能限于

现有的理论ꎬ也不能局限于任何历史经验的先例ꎬ而是需要一方面是脚

踏实地的历史视野ꎬ另一方面是关于未来的远大设想ꎻ一方面是中国具

有悠久历史的农村社区传承ꎬ另一方面是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包括与

中国比较相似而又有一定不同的“东亚”经验)ꎻ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独

特经验和理论ꎬ另一方面是外国的经验和理论ꎮ

笔者已经论证ꎬ东亚模式中为农户提供现代化的纵向一体化服务的

综合性合作社ꎬ能够帮助农村更好地连接大市场ꎬ保留更高比例的农产

品价值ꎬ进而缩小农村与城市、农户与市民间的显著差别ꎮ 它也会维护

和振兴中国的农村社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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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采用“一带一路”倡议中凭借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国际间的

平等互利贸易ꎬ借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方法ꎻ也应将那样的远大愿想

用于中国自身ꎬ来推进城乡双向平等互利贸易ꎮ 譬如ꎬ目前中国的道路

体系基本仍然只通达行政村(村委所在地)ꎬ未能渗透自然村(村小组在

地)和各家各户ꎬ如果能做到(自然)村村户户通路的话ꎬ将会促进农村进

一步的经济发展并缩小城乡差别ꎬ(亦见黄宗智ꎬ２０２１)使农民能够购买

更多的城镇产品ꎬ同时又推进农村生产更多、更高值的农产品ꎬ包括出口

产品ꎮ 毋庸说ꎬ那样的乡村振兴也将会为中国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创建

更大更宽广的国内市场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ꎮ

八、超越性的愿想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ꎬ在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演变后ꎬ已经与传统资

本主义迥然不同ꎮ 它从原来为了增强自身与别的新兴民族国家的竞争

力和战争中的国力而兴起的重商资本主义ꎬ转化为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体系ꎬ但偏偏又将其虚构为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

理念中的无为国家和个人权利最大化ꎮ 其中的悖论矛盾实际早已被马

克思在 １９ 世纪中叶系统和细致地批评过ꎬ其洞见后来更成为俄国、中国

和越南等国家革命的指导思想ꎮ 同时ꎬ资本主义本身也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ꎬ被改革为一个相当高度福利化的体系ꎮ 但是再其

后ꎬ当资本主义体系于 １９７０ 年代再次出现经济危机(滞涨)之后ꎬ古典资

本主义卷土重来ꎬ形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大规模的去福

利化ꎮ 并且ꎬ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化为越来越由一个高度股市化和虚拟

化的超巨型股票市场所支配的体系ꎬ并凭借全球化而渗透到世界每一个

角落ꎮ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ꎬ在美国的超级军事和财政实力的护卫和

推广之下ꎬ它已经成为一个在全球占到绝对霸权的体系ꎮ (黄宗智ꎬ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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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ꎬ它的运行逻辑已经和过去的几个不同的资本主义演变阶段十

分不同ꎮ 支配全球的数百家巨型跨国公司已经不再是旧式的、由数百人

的大资本家和公司掌控及支配的无限逐利公司ꎬ而是新的完全去人性化

的超巨型股票市场ꎮ 支配全球的已经不再是有名有姓的大资本家个人ꎬ

而是一个高度数据化和半虚拟化的股票市场ꎮ 企业管理者不再是个别

的大资本家ꎬ而是金融工具ꎬ特别是股票ꎮ 企业管理者真正的“老板”已

经不再是一个个股东ꎬ而是股票 / 股值和从其衍生的金融产品ꎬ它已经成

为一个没有面目的股票基金和指数基金ꎬ也包括由其衍生的凭借高杠杆

作用营利的股票市场投机者所组成的、为广大对冲基金和股票期货等赌

博型基金所摆布的体系ꎮ 正因为如此ꎬ其运作逻辑要远比传统资本家更

去人性化ꎬ与实际管理者和投资者都相去较远ꎬ成为一个无人性、人情可

言的“客观”“游戏规则”ꎮ 正因为如此ꎬ它要比传统的、过去的资本主义

体系更极端无情地无限逐利(譬如ꎬ尽可能垄断关乎生死药物的霸权ꎬ将

其价格尽可能提高ꎬ借此来提高其利润率ꎬ最终目的是提高其公司股票

市值)ꎮ 伴之而来的是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和大规模的去福利化

趋势ꎬ同时又返回到脱离实际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单一化、理想化

的意识形态建构ꎬ即市场竞争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保证最大

多数人的利益ꎬ因此不需要考虑到职工福利等无关要紧的措施ꎮ (黄宗

智ꎬ２０２１)

面对那样的一个全球经济和法律体系ꎬ中国正在试图走出一条比较

独特的道路ꎬ初步清晰地体现于其“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愿想ꎮ 它基本拒

绝一个股市霸权下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ꎮ 它要求仅采纳斯密原来

的最基本洞见ꎬ即平等互利的贸易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ꎬ能够推进

贸易双方或多方的经济发展ꎻ同时也纳入斯密的第二大洞见ꎬ即如此的

贸易会推进社会和地区分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ꎬ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发

展ꎮ 该倡议进而借鉴中国自身的经验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乃是最佳的推

进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方法和道路ꎮ 此外ꎬ去掉了其余的自由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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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意识形态ꎬ诸如作为帝国主义说辞的其他方方面面ꎬ

包括“无为的国家”和“造福全民”等虚构ꎬ也包括其越来越去人性化的

股票市场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ꎮ (黄宗智ꎬ２０２１)

中国不接纳目前的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ꎬ当然也拒绝其前的

剥削性帝国主义ꎬ以及更早以前的以国际战争为主要目的的重商主义ꎮ

它不接纳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逻辑ꎬ而要求源自儒家道德观念的“仁”的

王道ꎬ区别于专横的“霸道”的理念ꎬ要求国际间迈向“平等互利”与“不

争霸”的“和”价值理念的方向ꎮ (黄宗智ꎬ２０２０ｄ)

如今ꎬ中国更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ꎬ要求在 ２０５０ 年

完成其愿想ꎮ 其目标是实现“仁” 治ꎬ更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共产党治理理念ꎮ 也可以说ꎬ等于是将农民也纳入一个与其“一带

一路”倡议及愿想类似的国际关系框架和道路之中ꎮ 真正实现的话ꎬ应

该会促使农村人民收入有一定规模的提升、中国的“国内市场” / “内需”

的再次扩大ꎬ以及中国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ꎮ 同时ꎬ也可能将为我们展

示一条改组目前全球股市霸权下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道路ꎮ

至于对目前仍然掌控全球金融、经济、法律和军事霸权的美国来说ꎬ

也许最理想的未来乃是重新思考其凶恶的无穷逐利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的一面ꎬ承继亚当斯密的两大真正洞见ꎬ摆脱霸权追求ꎬ更完全地继受

其优良的真正自由民主理念传统ꎬ探寻造福其自身和全球的大多数人民

的道路ꎮ 在最近四年ꎬ前者非常具体地体现于一位无限逐利和极其霸道

的特朗普总统ꎬ这已经促使美国越来越多的明智和进步人士对国家的根

本性质及走向进行深层反思ꎬ而且其大多数的人民ꎬ尤其是新一代的青

年ꎬ都已经看到深层改革的紧迫必要ꎮ 对全球的人类来说ꎬ最理想的未

来愿景是中美双方都在较崇高的道德理念下ꎬ协同友好地发展ꎬ撇开其

相互敌视的一面ꎬ真正造福全人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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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ｔｈ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Ｗｅｓ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ｆａｒｍ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ｎ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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