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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is ethnographic story is an account of what we heard and experienced during the

fieldwork in 2001 in a Zhuang village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southwest China.It aims to decipher

the formation of local economy in the post-reform China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state economic

intervention and villagers' negotiation ,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in shap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We also intends to argue that most current development project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developmentalism , are not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community;but cause

the re-emergence of rural poverty.

　　消除贫穷是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共同意愿 ,问题是扶贫策略的制定应考虑什么? 在推行扶贫措施的

过程中 ,地方民众有什么得益 ,要付出什么? 这些“付出”与“得益”谁去权衡? 当地人有无选择的余地?

当然更根本的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究竟我们要“扶”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肯定扶贫对象是扶贫过程的

主体的话 ,就要弄清楚他们的处境 、想法 、考虑等 ,否则非但他们参与扶贫过程的动机不能提高 ,而且还

会造成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关系紧张 。无可否认 ,地方民众的参与是促成扶贫效果能否持续的最重要保

证 ,所以 ,探讨他们复杂的心理是研究的必要起点 。

本文通过在云南省东北山区村落两年来搜集整理的口述资料和笔者下去调查时对于乡干部“扶贫”

工作的所见所闻 ,收集了地方民众的声音 ,希望对反思扶贫策略有所帮助。

故事背景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凹寨的地方 。凹寨是云南省东北部的一个壮族山寨(有少部分人口为汉族),该

村庄由8个自然村组成 ,总面积约 23平方公里 ,据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当年出生人口为34人 ,

出生率为 23.14‰(其中男 25人 ,女 9人)。全村现有壮汉两族共 347户 , 1469人 ,其中壮族 287户 ,1238

人 ,占总人口的 84.3%。

凹寨村位于乡政府北面 15公里处。南北长 18公里 ,东西宽 1.28公里。聚落呈“叶”字形 ,四面环

山 ,所以被称为凹寨 ,我们称那里的人为“凹寨人” 。① 凹寨村地势为东北高 ,西南低。东北为山区 ,海拔

1200-1500米 ,气候温凉 ,地广人稀 ,有 2个汉族村寨 ,适宜发展畜牧业 。西南为河谷区 ,海拔 750-850

米 ,气候炎热 ,分布着 6个自然村 ,均系壮族 ,凤岚河流贯其中 ,故有“一河穿六寨”的说法。

该村水利资源较好 ,有耕地91.2公顷 ,其中水田 39.1公顷 ,其余为旱地。主产玉米 、水稻 、大豆 、旱

谷 ,经济作物有生姜 、油菜 、热带水果以及政府偶尔推广种植的甘蔗 、土豆等 。除了两个位于高山的汉族

村寨外 ,其他村寨的村民主要以种水稻为主。林业是凹寨的经济支柱 ,有杉木 、飞松 、泡桐 、红椿和速成

林木 ,覆盖率为 27.4%,有珍贵的药材和野生动物 ,特产香菌 、木耳等。据乡年报统计 ,到 2000年凹寨村

粮食总产量达到 45万公斤 ,人均 329公斤 ,经济收入 50万元 ,人均 376元。村里有粮食加工设备 6套 ,

79

① 本文所使用的县 、乡 、村庄 、人物名称全部为化名。

社会学研究 2004年第 2期



安装 9千瓦电机一座 ,个体商店 3个 ,从事建筑业者 10人 ,个体经商者 10人 。

故事内容

县长的蚕豆

2001年 10月 5日我们又一次进村 ,在此之前已经听研究助理说乡政府因为收教育附加费的事情与

村民关系紧张。和村民和村支书(后称支书)刚坐下闲话家常 ,我们就听说了上面下达任务种蚕豆的事 ,

有些村民的田里刚刚种完蚕豆 。我们询问了一些村民的看法 ,有的表示愿意种 ,有的却表示不太愿意 ,

“因为不晓得种蚕豆是否会成功” ,还有的担心蚕豆的市场问题。村民的顾虑跟以前种甘蔗 、土豆的收益

不好有关 。但无论如何 ,在我们到达之前 ,迫于村委会的压力该种的农户基本上都种了 ,他们只好期待

着来年的丰收。

支书说 ,种蚕豆是县上直接下达的指标 ,因为我们在凹寨设项目点 ,为了配合项目进行 ,县长也把自

己的联系点放到了凹寨。县长向凹寨承诺想办法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 ,于是 2002年小春由县里免费提

供1.7吨蚕豆种 ,让大家收了稻谷后赶快把水田的水放干 ,不失时令地完成蚕豆栽种 ,待来年卖个好价

钱。然而 ,不是每个愿意种蚕豆的都可以拿到这些免费种子 。支书的解释是:县长的蚕豆是试验性的 ,

能种的只有100多亩样板田 ,是联片种植 ,主要涉及对象是凹寨的两个坝区寨子的(山间谷地)良田 。这

产生了一些矛盾:不是每个在试验区内的农户都想种 ,而那些在试验区外想种的农户却又得不到种子。

这引起了村民两方面的不满 , 一方面不满支书用强迫手段要他们种蚕豆 ,支书威吓谁要是在示范田上

种别的庄稼 ,就会叫村干部拔掉;另一方面认为支书徇私 ,村民的说法是支书的田地全都种了蚕豆 ,而他

的田地并不都在示范联片的范围。支书辩解说乡上要求他带头都种蚕豆。

不受欢迎的洋芋

在蚕豆试验种植的同时 ,政府又来推广种植洋芋 。① 第一步是必须向上面汇报洋芋种植面积。村

干部分别到每家每户要求群众自己报栽种面积 ,然后还要按上指印 。支书说当时他们在动员农民报栽

种土豆面积时采取了诱导加威胁的方法 。譬如他对农户说:“你们不报土豆就得不到免费的蚕豆种子 ,

而且即使种了别的我们也会给你们铲掉 。”农户害怕 ,不得不报种植面积。

我们在村里的时候 ,乡上按照村委报上去的种植面积拉来了 13吨洋芋种子 ,但几乎没有农户来领 ,

支书说前两年他们已经失败了两次 ,已经不敢再实验了 。政府这次下达的洋芋种植规划面积是全乡

2000亩 ,划分到凹寨村是 300多亩 、40多吨的种子。

于是支书召集各村委开会 ,乡上派工作队下村解决凹寨村民拒不领取种子的事情 ,村干部 、各自然

村组长都到会了 ,我们也被邀请列席会议。会上 ,村干部诉说了推广洋芋种植的难处:首先 ,村民不愿意

种是因为政府的洋芋价格贵 ,要0.95元 斤 ,而现在市场价格只有 0.4-0.6元 斤 ,故村民认为这是政府

在赚农民的钱;另外 ,村里已经有两年种洋芋的失败经历 ,村组长老董就直接指出:“不种洋芋不借钱 ,种

了洋芋反而缺钱 ,陷入贫困。洋芋把凹寨村民害苦了 ,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负债累累。明摆着亏损还要种

植 ,农户怎么敢种。”

乡上官员对于村干部这种说法当然不满意 ,他们解释说政府推广洋芋是为村民好 ,政府也没有赚

钱。洋芋种子与商品洋芋不一样 ,价格当然比较贵 。他们还说:“拉种子时 60元的下车费原本应该村委

会出的 ,但乡农科站的人员自己垫支了 ,如果是政府赚钱 ,怎么会让干部自己垫钱呢 ?”对于洋芋销售问

题 ,乡畜牧站副站长说 ,县政府与上海洋芋老板签好了合同 ,可以保证收购 。上两次种洋芋乡上没有兑

现承诺是因为乡政府没有经验 ,没有与老板谈好。这次定协议 ,没有生虫 ,没有坏 ,没有绿皮 ,70克以上

的洋芋就保证 0.7元 斤收购 ,70克以下 0.4-0.5元 斤收购 。

由于第二天副乡长会亲自到村里来 ,故要求村干部在当晚和第二天早晨挨家挨户做农户的思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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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保证落实 ,否则就要把 40多吨的洋芋全拉来 。在乡上官员面前 ,支书还是把工作任务分配下去 ,然

而 ,村干部都是阳奉阴违 ,结果任务落在年轻老实的村农技员身上。

第二天早上 ,村农技员百般无奈 ,带着怨气到村寨去动员村民领取洋芋种子 。除了去自己分管的寨

子外 ,他还得替村副支书兼副主任去一个路又远 、户数又多的寨子。农技员对种洋芋意见也很大 ,路上

他对我们抱怨:“上面每次让我们换种新品种 ,我们都会欠债 ,我们会更穷……”他特别提到这几年种洋

芋把村民坑苦了 ,一般村民原来小春种油菜两亩可得 300元左右纯利 ,而现在种土豆 ,肥料 、人工不算 ,

两亩多地要倒贴 300多元 。农技员没有跑遍全寨子 ,全村寨 40多户他只去三四户 ,我们问他如何交差 ,

他说回到村委会就对支书说“大家都不愿意种” 。他说上一次统计种植面积时也没有每户都去 ,只是支

书估计有 40吨的种植面积 ,这次乡上先拉来了 13吨 ,到现在都发不出去。回到村委会时 ,他果然汇报

工作组只有4家愿意种洋芋 。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就有情绪(自己一个月只有 20元补贴),另外

他觉得自己本身就不愿意种土豆还要让别人去种 ,有点说不过去 。

2001年 10月 10日上午 10点左右 ,天气依然阴沉沉的 ,凹寨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小学的高音喇叭不

时传来召集村小组长到村委会开会的通知。村委会门口堆着一袋袋的马铃薯种子 ,旁边停着两辆平时

难得一见的吉普车 ,看来副乡长带领一队人已经来到了凹寨 。村委会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 ,屋里烟雾弥

漫 ,男人们抽着水烟和香烟 ,大家神色都很凝重。围绕落实 2001年小春洋芋栽种的事 ,乡上的官员与村

干部有不同看法 ,村干部继续向乡干部反映推行小春洋芋栽种工作的困难;而乡干部则指责村干部没有

积极做思想工作 ,宣传种植洋芋的好处 。大家各执一辞 ,会场充满了紧张和对峙 。

当天的与会者包括:副乡长(分管农业)、村支书 、工作组 2人(一人是乡农科站副站长 ,一人是农科

站的农科员)、部分村干部和我们 3个外来的研究员。人大致到齐后 ,副乡长开始讲话 。他首先介绍了

县里关于在冬季农业开发方面的安排。首先是县委牵头 ,各级党委政府决定对下三乡(指县里海拔较低

的三个乡)实行产业结构调整 ,其中第一是改种优质稻 。副乡长认为现在农村已经不存在吃不饱肚子的

问题 ,而是吃好的问题。农户与工厂的工人一样也需要围着市场转 ,市场需要什么 ,就供应什么 。经过

实践 ,大多农户的优质稻已卖得差不多 ,今年的基本售完 ,甚至市场出现紧缺 。有的家庭今年卖优质稻

净赚 8-9千元 。部分农户减产是因为科技含量的问题 ,肥料跟不上的问题。杂交稻卖不了高价钱 ,只

有1.20-1.70元 斤 ,而优质稻可以卖2.50-3.00元 斤 。所以县委相当重视。由于调整产业结构 ,退耕

还林 ,森林无法开采 ,种姜卖不出价 ,而且对生态影响很大 。故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个安排是小春种植

洋芋 。副乡长解释 ,根据下三乡的气候 、地理优势 ,可以以种洋芋为主 ,实行产 、供 、销一条龙。他认为农

民担心种出来卖不出去是多余的。因为这次有个上海老板与县政府签定了协议 ,保证收购洋芋 。种植

“洋芋耿马 2号” ,凡单个达到20克 ,没有起皮 、虫咬的 ,厂商就收。保护价是 0.58元 斤。当时我们心里

就嘀咕:为何他们就那么相信上海老板呢?这种保证以前不是也有过吗?

这次乡里订了 2千亩的种植任务 ,投资近 30万元买种子 。副乡长解释 ,考虑到农户困难 ,乡上先提

供种子 ,到有收成时再收回种子钱。如果到时候拿不出至少 1500吨的产品 ,乡政府要被罚款 。面对村

民对种植洋芋的抗拒 ,副乡长生气地批评:

　　在落后的地方 ,部分农民想不通。少数农民 ,只要是政府要办的就有意见 。凹寨是壮族

乡 ,意识落后 ,贫穷。与其他乡相比 ,文化 、意识落后。女孩子失学多 ,读初中的很少 ,男孩多一

些。知识学得少 ,科技意识低 ,传统耕作的思想严重。自己吃的蔬菜都要买 。(我们)去其他自

然村 ,有柑橘之类的水果招待。在凹寨 ,自己吃的都没有。政府办的事只要“白给”就容易调

动 ,像蚕豆一事 ,一开始要(大家)表态落实几百亩 ,没人种。县长说是白送的 ,就有人种了 。种

洋芋本来是好事 ,部分农户科技意识低。农科部门技术人员来村里做规范性技术指导 ,引导他

们做 。可是农户有时间花在打扑克 、打麻将上 ,也不愿意种 。没有活计 ,也不出去打工 ,打工至

少可以搞点化肥钱。如果不引导 ,发展就难了。农户中 ,有接受快的 ,有接受慢的。如果政府

不采取行政措施 ,自己家没有吃的 ,到别人家地里去挖 ,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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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寨 40多吨洋芋种植都难落实。现在村民自治 ,民主管理 ,大家喜欢做就做。在我们民

族地区 ,还不能达到发达地方(的水平)。如果真这样 ,不当这个支部书记 ,民众也不会这么穷

……农民现在只想自己家的事 ,公益事业与自己无关。凹寨比起江浙一带落后 10多年 。与狗

街(乡所在地)比起 ,也落后10多年 。赶不上别人 。(有时)引导不行 ,也要采取行政手段。我

们不是坑农 、害农。政府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想不通 ,也要干。干好了 ,有了好结果 ,慢慢再

去想。我们这地方生活水平最低的就是凹寨 。连漂亮的 、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像样的厕所也

都没有 。我分管农业 ,主抓农业开发 ,广泛发动与引导 。个别想不通 ,也要采取行政制裁 。今

天进来开个会 ,发动大家 ,坚决要搞(洋芋种植)。只养成“要 、靠 、望”的思想不行 。

多么熟悉的声音 ,在主流话语中 ,国家的贫穷 、落后 ,经济发展的失败和停滞永远归咎于农民的教育

水平低和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 。农民再次成为国家政策失败的根源。然而 ,这真的是农民的责任吗?

难道农民真的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生计吗 ?他们不种是否有自己的道理呢?

农户不种的道理

听完乡长的一番“教育” ,支书特别不服气 ,但他同样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农户思想落后 ,他说:

我们群众工作也做了不少 。政府下达的面积也已经落实。基本上每家每户去了几遍 。洋

芋种子难发放主要是 1998 、1999 、2000 年的推广 ,群众没有得到实惠。群众不愿意可能是群众

思想落后 ,科技意识不强造成的。对种洋芋 ,(由于)经济文化落后 ,农民拿了种子不当一回事 ,

导致产量不高。甚至种子都难收回 。群众把发放的种子看作坑害他们来理解。有的去年的洋

芋还没有卖掉。有牲口的驮去卖了些。但皮子绿的 ,不要;芽眼的 ,不要;洋芋凸凸凹凹的 ,也

不要 。大多数卖不掉 。今年与上海老板(签约),销路上可以保证 ,但村民还是不要种 ,当然是

我们凹寨群众思想落后啊 !

支书的这番话其实道出了从 1997年以来政府推广新品种出现困难的症结。农户这几年最受损失

的是 1997年种甘蔗。跟这次一样 ,当时政府也与老板签了合同 ,糖厂老板也是承诺了收购 ,鼓励农民种

甘蔗 ,还定了保护价 0.25元 斤 。但到了收获的时候 ,由于资金问题 ,糖厂没有建成 ,老板跑了。政府的

甘蔗收购价只剩下 0.10元 斤 ,结果只能给农户打白条 ,当时全村被政府拖欠了两万元左右 ,至今许多

农户手中还有那时的白条 。

1999年开始 ,政府又鼓励农户种洋芋 ,政府定的收购保护价是 0.70元 斤 ,但政府又失信 ,结果收购

时价钱只剩下 0.40元 斤 ,很多村民因此亏了本。2000年政府再次推广种洋芋 ,一开始农户不肯种 ,当

时的村主任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 ,向村民谎报说洋芋种子是政府的扶贫项目 ,村民信以为真。结果

0.90元 斤的保护价不能兑现 ,村民只有忍痛以 0.45元 斤的价格卖出 ,再一次赔了。农户还欠着政府

的种子钱 ,有的欠了 1000元 。村民感觉被骗 ,不愿意交钱 ,现在这事还僵持着 ,政府说还要继续回收。

今年村民怕欠款 ,都不肯种。

会上 ,支书在继续诉苦:

前天我们把通知发下去 ,每家 100斤 ,最好能完成 300-500斤的任务。我们的工作量很

大。过去两年 ,洋芋种子一到 ,一通知农户就来拿 。但今年就很难。农户说如果今年还不成

功 ,明年(就是种子)不要钱 ,我们也不种了。工作相当难。先进的村委会见了效益 ,群众的积

极性高。我们的销售环节出了问题 ,群众见不到效益 。熊老师(原村委会主任)的兄弟去年洋

芋收获4吨 ,才卖了 300公斤 ,损失很大 ,要求村委会弥补他的损失 。

田野中的政治

从我们出现在凹寨的第一天起 ,我们已经无法逃离村庄里的政治 ,我们可以是政府管治村庄的资

源 ,也可以是保护村庄的资源 ,没有客观的研究 ,没有袖手旁观的研究者。

在会上 ,支书要我们这些外来的研究员讲一些话 ,希望我们能够影响乡上 ,让洋芋种植计划搁浅。

我们感到两难 ,一方面我们对于强制性耕种是不同意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继续留在村里做项目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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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帮的忙 。但我们还是提出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认为农民不种洋芋也有他们的理由 ,建议应该聆听村民

们的声音 ,了解他们的真正需要 ,这样才能避免政府与农户之间的矛盾 。副乡长也再次提出政府的看

法:

每搞一项实验 ,都不可能 100%成功和 100%失败。关键是当地的领导 ,是不是代表群众

的利益 ,是不是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有的地方可以(把产品)卖掉;有的难卖掉 ,主要是没有搞

好销售 ,没有搞订单农业。政府联系不着的 ,自己想办法。失败的原因是农民又想收成好 ,又

不肯投入。如果不投入 ,肥料不加 ,就是神仙也难做。其他村 ,政府联系老板 ,招待收洋芋的 , 5

天左右整个村的洋芋全卖掉了 。而有的村委会 、村干部 ,说是再过两天 , 三拖两拖 ,市场如战

场。再往后 ,就失败 。市场一掉价 ,老板就磨 ,嫌这嫌那的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这也能理解 。

老板多收一斤 ,就要多吃亏一斤 。但不是所有的农户都失败 ,有的是想从政府这“白吃 、白种 、

白拿”。其实我们的经验是 ,失败是个别的 ,整体是成功的。这里的农民只想“低投入 ,高收

入” 。在地里 ,哪家堆有农家肥 ?

农户说我们的洋芋(种子)贵 ,市场上洋芋才 0.55元 斤 ,而政府的种子就要 0.95元 斤 。

(这就)譬如不懂行的分不清楚优质稻与杂交稻的区别 。群众不知道当中的关系 ,市场上需要

的是新品种 ,是老板需要的种子 ,市场上有的种子要 4-5元 斤。种子与商品是两回事 。

接着副乡长继续批评和教训支书和其他村干部:

连片面积 ,无法全种洋芋;面积过大 ,因地制宜 。不能完全种一样的商品 。对个别没有农

家肥 、没有化肥的 ,生产垫本都没有 ,不要给他种 。“张嘴要吃 ,生根要肥” 。规范化种植 ,成功

后再推行。不成功就不推行。你们这些做干部的要统计一个数字 ,挨家挨户落实。以今天报

的数字为主 。不要一级哄一级 。到时交不出货来老板罚政府 ,我们罚谁呢 ?这里要批评支书 ,

你们的工作不实 。农民哄村公所 ,村公所哄乡政府 ,乡政府哄县政府……有些干部宣传不到

位。而有的农民吃了亏 ,自己不总结为什么比别人落后。不能什么都怪政府 。政府的责任是

科技指导。

副乡长批评支书 ,支书又批评在坐的两位乡上来的工作队干部———乡畜牧站的副站长和农技员 ,指

责他们乱报 ,因为当时就是他们带队到村里做调查的 。总之 ,40吨洋芋 ,拉来 13吨就没有办法 ,都是领

导干部工作不利 。支书一方面斥责他人 ,一方面为自己开脱 ,他说自己负责的寨子根本就不成问题 ,他

又讲述其怎么招待上面下来的人 ,以及洋芋种子到时 ,他怎么亲自下田 ,等等 ,很是不服的样子 。

也许是我们在场的关系 ,这次会议的结论是乡政府要求村干部再次下去逐户调查 ,把实际数字报

上 ,如果村民真的不种 ,乡上答应把种子拉回去。

其实前几年的教训使得大部分农户对于政府的政策不报有什么期望 。不管村干部怎么说 ,他们都

不来拿种子。他们对我们说 ,自己当时所报的数字其实是被逼的 。几天下来 ,我们虽然看到有些村民到

村公所去挑洋芋种子 ,但直到我们几天后离开时 ,一大堆洋芋依然在那里 。农户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他

们并非像政府官员所想象的那么愚昧 、那么不通情理 ,面对强制性的种植政策 ,他们只好用拖延 、敷衍等

手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进一步受损。当政府逼得紧时 ,他们就会把政府打的白条拿出来 ,叫其无言以

对。农户也许觉得我们是保护他们的资源的 ,所以常常在我们面前诉苦 ,要求我们向上面反映他们的困

难 ,这也使得我们与乡上的关系一度紧张。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寨子里的人继续以自己的模式过他们的生活 。

没有结局的故事

故事说到这里 ,当然不会因为乡干部或者我们的离开而有结局 。扶贫的策略就是促进农产品市场

化 ,如果上级干部继续认为农民是愚昧 、被动的 ,故事的主角农民就只有两种选择:服从或是消极抵制 ,

而故事就必然以它既有的轨迹发展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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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启示

在中国 ,这种故事大家听起来可能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在毛泽东时期或改革开放的年代 ,这种国家

介入农村经济发展的事件经常发生。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调查(李昌平 ,2002;孙立平 ,2000;孙

立平 、郭于华 ,2000;马明洁 ,2000)。孙立平等学者把这种政府行为概括为“逼民致富” 。但问题是:为什

么农民需要逼呢 ?难道他们不想致富吗 ?是什么原因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执行政策而需要用强迫的手段

呢?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如何解开这死结是扶贫策略的重要考虑 ,否则扶贫策略只会沦为“逼民致

富”的策略 。

(一)财政拮据与地方国家干预

公社制度的瓦解以及自由市场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农民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毛泽东时期地方干部手中掌握的资源再分配权力 ,使得他们无法完全控制农

民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 农民基本上获得了生产上的自主性 ,能够决定自己的劳动过程(Watson ,

1984-1985 、1988)。另一美国学者殊伊(Vivienne Shue ,1988)也认为经济改革削弱了地方干部的权力 ,

她的论点是:市场经济的引入 ,打破了地方干部作为农民保护层(protective buffer)的能力 ,使得农民直接

面对市场和国家的干预。但是很多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发现 ,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农村 ,国家权力依然不

断影响农村社会的不同层面 ,有些地方政府依然像毛泽东时期那样粗暴地推行政策 。

有的学者认为 ,改革时期的村干部依然拥有权力 ,因为他们依然有能力控制土地承包权和不同种类

的资源 ,另外也能够影响乡镇企业的运作。乡镇企业的发展亦使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获益 ,故他们依然有

能力为村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地方干部资源的垄断使得毛泽东时期那种村民与

村干部的附从关系依然维持着(Oi ,1989 、1992;Nee ,1991 、1992;Lin ,1995)。根据美国学者欧伊(Jean Oi ,

1992:99-126)的说法 ,这种附从关系只不过换上了一种新的外装 ,那就是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地方干部摇身变成法团的主管 ,影响着法团的运作。

有的美国学者如倪(Victor Nee ,1991 、1992)却用市场过渡理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来理解为何改

革时期干部依然拥有一定的权力。他认为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 ,虽然市场机制的出现已

经削弱了地方干部作为国家代言人(gatekeeper)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 ,但市场的力量依然受到限制和官

僚的微型干预(bureaucratic micro-intervention)。地方干部基于自己在官僚架构中所处的有利位置 ,依

然能够影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 。改革初期的下海干部就拥有一种官商混合的身份(hybrid elite of cadre-

entrepreneur),这种身份使得他们在公家领域和私人领域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 ,

农户或者居民为了能够获得一些稀有资源或者低价材料以及市场销路 ,必须与这些地方干部打交道 、建

立关系 ,这使得毛泽东时期的那种干群依附关系依然存在(Nee ,1991 、1992)。①

凹寨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上学者的一些发现 ,那就是国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干预在改革开

放时期并没有停止过;地方干部依然使用毛泽东时期那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法推行政策 ,影响所在地民

众的生计。然而凹寨当地现实却不一定与欧伊等人的研究地点相似 ,凹寨所在地的政府和民众面对的

是经济贫困的问题 ,地方国家强制介入更现实 、更根本的原因是地方财政的严重困难 。

中国内陆贫困农村地区在改革开放时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这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财政

改革有很密切的关系 。自从财政实行中央地方“分灶吃饭”之后 ,地方在完成上缴的财政指标之后 ,可以

保留财政盈余。② 地方财政独立后 ,中央政府减少对地方财政的投入 ,地方政府也要负起地方的开支。

对于那些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乡镇政府而言 ,财政收入的确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这些乡镇政府也相应有

能力为村民提供福利 ,承担乡村的公共事业。然而对于那些缺乏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来说 ,财政往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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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个政策一方面是希望地方能够财政独立 ,减少中央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Oi ,1992)。

笔者并不完全同意 Nee 的分析 ,因为地方干部权力干预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而消失 ,反而可能更加剧。这种市场过
渡理论基本上是一种西方中心 、直线式发展的分析理论 ,根本忽略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现实。



现困难。凹寨所在的乡镇和村公所便属于缺乏乡镇企业的地区 。

贫困地区集体财政的拮据产生恶性循环 。一方面意味着地方政府无法为村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

以及承担公益事业(包括教育 、医疗 、卫生保健等),对于这些 ,所在地民众非常不满 ,他们觉得政府没有

履行该尽的责任 ,却只扮演了收税 费 、罚款的角色。地方政府无力承担村里的公务 ,大大削弱了村干部

的威望 ,他们以前那种类似保护人(patron)的角色也消失了。故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时期公社制度的

解体削弱了地方干部的权威 ,因为他们以前所拥有的权力基础几乎全部解体 。假如今天的地方干部已

不再组织生产以及完全控制资源的再分配 ,他们也不再对村民的福利有所承担 ,其剩余的功能只是负责

传达执行上级政府的任务 。吊诡的是他们靠什么来推行上面下达的任务呢 ?如果遇到村民拒不执行

时 ,他们凭借什么手段控制呢 ?结果地方政府只能采用强制手段 ,比如凹寨干部推广优质稻就是采取行

政措施 ,包括采取各种强制威胁手法等 。当强制手段失效时 ,地方政治出现的现象就是层层欺瞒 ,比如

为了完成上面的指标虚报耕种面积和种子数量 。另一方面 ,集体财政的困难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与村民

的紧张关系。因为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收入 ,由于没有任何的途径 ,只好巧立税费名目 ,将

开支转嫁到农户身上 ,这使经济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我们在凹寨时 ,除了碰到产业调整的问

题之外 ,也经常听到村民诉说政府强迫收取教育附加费的事情①。近年来 ,中央政府不断提出减轻农民

负担 ,下令地方政府取消不合理的税费 ,但贫困地区政府为了能够完成上级政府的财政要求以及维持财

政运转 ,只好通过各种手段增加财政收入 ,例如大举借贷 ,凹寨所在县乡政府的官员就屡次透露 ,政府每

年向银行巨额举债。按照乡书记的说法:“凹寨所在乡义务教育方面已经欠债很多 ,光是`普九' 就欠了

1200万 ,我们的钱已经用到了 2015年 。”县长也透露县上义务教育欠债很多 ,全县现在财政缺口是 6000

多万元 ,县乡连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全。

近年来 ,随着政府扶贫工作的开展 ,很多贫困县在财政问题的困扰下 ,在申请扶贫项目时 ,从增加县

财政收入出发 ,过多地申办工业项目 ,而不是解决一般农民的温饱问题。扶贫项目遂成为为地方政府解

决财政问题的灵丹妙药 ,与一般贫困农民的生活完全没有关联。有些扶贫项目成为地方政府领导树立

政绩的途径 。扶贫项目不一定是适合地方自然资源条件的生产项目和普通民众愿意参与生产的项目。

于是 ,扶贫项目成了行政性的任务摊派 ,农民在行政命令下被逼参与扶贫项目 ,承受贷款的压力和风险。

地方政府领导只追求短期的政绩;只要扶贫贷款在任内申请成功就行了 ,调升后扶贫项目的失败与否已

与己无关了。投资失败的话 ,就由下任领导来处理那些棘手的问题 ,由农民来承担债务了 。

凹寨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中国内陆贫困地区 ,当地民众似乎依然无法摆脱国家干预和地方干部的干

扰;相反 ,像凹寨的民众一样 ,他们被套进新的限制中 ,使他们进一步陷入生存的困境 。而国家对地方经

济的强制介入与地方财政的困难有莫大的关系(Peng ,1996)。

(二)地方国家与农业商品化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扶贫政策的出炉就是为了解决农村贫困 。但扶贫政策背后其实是一种

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 ,其相信社会发展必然走西方工商业国家的道路 ,工业化 、私有化 、市场化和商品化

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古学斌 、陆德泉 ,2002)。而要解决农村贫困的状况 ,农业必须走商品化和市场化的

道路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引进外国资本以发展工业 ,同时大力发展商品农业 ,

盼望早日达到高度工业化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这些信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连贫困地

区的地方官员也相信发展工业和农业商品化才是脱贫的灵丹妙药。以上故事发生地的县乡政府就是这

样期望的。1998年乡政府与商人合作 ,打算开办糖厂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县里的收入;2001年优质稻的

引入也完全出于商品化的考虑 。记得 2001年 5月我们与县长进村的时候就围绕种植优质稻的问题与

村干部有过一些讨论 。当时县上积极推广优质稻和抛秧种植法 ,村支书和村主任却向县长反映村民反

应不热烈 ,县长要他们做好宣传工作。村支书面有难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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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不原意种优质稻是因为其产量低 ,而杂交稻产量高”。县长说:“有几个办法 。农户

可以种优质稻 ,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 ,得到现金后到市场上去买杂交谷 。或者把优质谷与粮站

交换杂交谷 。”我们对县长说:“农民从来无法掌握市场的价格” 。县长说:“去年政府已定了保

护价 。”我说:“农民其实最担心的是上面作了保证 ,到时候无法兑现。”①

其实县政府连续几年推广洋芋种植就是企图把农业商品化 ,把农民的产品推向市场。由于地方政

府官员相信农业商品化能够为他们增加收入 ,解决财政困难局面 ,于是他们与商人签订合同 ,用行政命

令强制村民生产商人所需的原材料 ,改变了生产的性质 。

就算地方政府不是真正相信发展主义的神话 ,在中央政府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方向下 ,中央政

府不但要求高层领导 ———各部委 ,更是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发展商品经济。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视为政

治任务和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 。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建立政绩 ,需要不断向上级显示出积极跟随经济发

展方向 ,创新开拓的气魄 。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对经济发展的领导作用 ,加重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

吸引投资角色的要求 。② 特别是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还要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 。在全球化挑战

下 ,不少传统的农业无法在国际市场竞争 ,区域间的贫富悬殊不断拉大 ,于是 ,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业结

构调整 ,开展全国性的扶贫行动 ,实施西部大开发 。

这种透过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农业政策的发展形态 ,陆德泉等学者称之为国家动员式发展主义(陆德

泉 ,即将发表)。他说:“这是发展主义与中国动员式官僚体系结合的产物。虽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经济改革 ,逐渐脱离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虽然现在没有计划经济的硬指针来操纵所

有的经济活动 ,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是非常强调一定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

这种片面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指针与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义价值非常接近。在具体的

经济发展目标上 ,采取的是追赶(catch-up)的策略 ,要追上美国 、西欧和日本这些已发展国家的工业化 ,

模仿它们在生活水平 、经济结构 、商品化 、城镇化的发展途径 。”(McMichael ,2000)

从制度上看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也采取了直接兴办和管理企业 ,到间接调控经济的方式。中央

政府无论是模仿 , 还是路径依赖 , 均是采取了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之发展式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道路 ,强调政府对经济的间接介入 ,譬如通过产业倾斜计划 、政策优惠 、政策性贷款 、

税务优惠 ,等等 ,来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 。然而这种国家强势介入的发展方式是否有效呢 ?会产生什么

后果呢?

(三)谁的发展

农业商品化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 ,学者们对其产生的结果已经有很多的讨论(Marglin ,1996)。农业

商品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内涵 ,农民的生产不再是为了自己 ,他们的产品不是为了生存的缘故而生产 ,

而是变成了在市场出售的商品 。农业商品化虽使部分农户收入增加 ,但也使农民在面对更大的不确定

性和市场的不稳定性时 ,失去了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 ,因为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决定了农民的收入 。这

种情形对贫困山区的民众是非常危险的 。

在中国内地的贫困山区 ,大部分农户仍然在温饱线上挣扎 ,情况较好的也不过是温饱的状况。例如

凹寨 ,有些农户一年中 4-6个月是断粮的。稍有天灾人祸 ,连口粮都没有 。其中有两个自然村寨的农

户靠借高利贷度日。在凹寨目前的状况下 ,粮食生产对于农户的意义是解决吃饭问题 ,而不是赚取现

金。所以种植味道好而产量低的优质稻对于连饭都吃不饱的凹寨村民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当地官员对

村民抗拒种植优质稻的反应是“现在的村民缺乏商品意识” ,他们觉得粮食不够吃可以把优质稻拿到市

场上卖掉 ,然后购买杂交稻吃 。因为优质稻拿到市场上可以每亩多卖 50元。但我们质疑的是 ,到底当

地民众生产的优质稻是为了谁的消费需要? 随着近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城镇居民对饮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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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陆德泉把这种地方政府干部因应动员式发展主义而采取的应对策略称为政绩政治。而且 , 政绩政治可以把官僚体系中的集体
利益和官员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一般来讲,杂交稻是亩产 800斤 ,收购价是 0.8元 斤。优质稻大约亩产 600斤左右 ,但收购价却是 1.5元 斤。



也越来越高 ,农民种植优质稻其实很大程度是满足城里人的需要 。先不说种优质稻是否一定可以提高

村民的收入 ,村民长途跋涉把优质稻运到市场出售 ,然后购买杂交稻扛回家 ,对于交通极不便利的凹寨

村民来说 ,已经是非常烦劳的过程 。另外 ,当地民众对政府这种“必赚”的逻辑亦深表怀疑 ,他们的怀疑

来自他们的经验教训:甘蔗种植的失败和当地政府在事件中失信于民 ,使村民不再相信政府所承诺的保

护价 。优质稻的亩产比杂交稻低 200斤左右 ,如果优质稻的市场价格不稳定 ,凹寨的很多民众将面临缺

粮的威胁。虽然当地政府屡次承诺保证价 ,市场的无可预测性使得政府无法真正控制市场的价格 ,甘

蔗 、洋芋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

种植洋芋也不是当地民众的需要。本来凹寨村民在小春大都种植油菜 ,其投入少 ,不像洋芋那样需

要投入那么多的肥料;油菜虽不能为村民带来很高的收入 ,但却能为村民挣取春耕需要的化肥钱。现在

政府强迫农户种洋芋 ,连续几年亏本 ,非但不能为村民提高收入 ,反而使村民连春耕的化肥钱也没了。

根据我们在村里所做的调查 ,很多村民说明年小春他们还是会种油菜 。又例如 ,当政府推广优质稻的种

植时 ,也同时引入新的抛秧播种方法。抛秧方法虽然比传统插秧方法省去很多时间 ,但抛秧的田需要更

多的化肥 ,因此许多农户不愿意使用 ,因为化肥对于凹寨的农户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他们感到成效比不

上传统的种法。

其实当地民众很了解自己生存的环境 ,也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他们很清楚自己的需要是什么 。像

凹寨这样的农村 ,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饱肚子 ,如果连吃饭都保障不了的话 ,收购价再高对他们来讲也没

有意义。对于农民来说 ,生存保障是他们第一考虑 ,而不是挣钱 。然而一直以来 ,政府的许多官员和一

些外来的专家往往把农民看成是愚昧无知 、缺乏商品市场意识 ,不懂得面向市场 。在发展 、进步的旗帜

下 ,国家的干预被看成是必然 。我们虽然不怀疑国家介入农村经济发展背后的良善意愿 ,但他们一厢情

愿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强制性地为农民做事 ,可能会对当地民众的生计构成威胁。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

是国家的干预不是真正考虑当地民众的需要 、帮助当地民众脱离贫困 ,而是为了达标 、为了政绩 、为了与

商人合作从中赢利 ,这样使本来已是非常贫困地区的民众更加陷入贫困的状况(Luk ,2000)。

现在 ,不同的发展组织不断提倡参与式发展模式 ,是因为看到以往那种强制性的发展模式不能真正

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政府提出的发展是谁的发展 ?当我们在计划一些经济

政策的时候是否用心聆听了当地民众的声音 ,让民众真正成为发展中的主体 ?为什么不能给农民一些

自主权让他们自主选择呢 ?

小　结

凹寨的故事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 ,许多有关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 ,那

就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的干预依然很频繁 ,基层干部依然用一种强制性手段去实现对农民

干预的目标。所在地民众并没有因改革开放摆脱政府的经济干预 ,相反他们面临着新的困扰 ,各种各样

的经济政策不一定能带领当地民众走出贫困 ,有的政策甚至使得本身已经脆弱的农业经济面临破产 ,民

众的生计受到威胁。这其实并不只是中国的特例 ,外国也有类似的经验 ,像费格信(Ferguson ,1992)、格

那与路易斯(Gardner &Lewis ,1996)、斯科特(Scott ,1998)的研究都指出 ,不少国家对发展的介入不但带来

失败 ,更进一步带来意料外的后果:加大官僚的权力 ,削弱民众的权力 ,带来进一步的贫困化。

贫困地区政府面对资源和信息的缺乏 ,无法像沿海一带或富有地方的政府一样发展工业 ,只能从农

业上想办法解决农村的贫困 ,希望能够增加农户的收入 ,从而增加政府的税收。然而也因为缺乏信息 ,

其实国家对市场也无法控制 ,当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市场或者资本的影响。

中国政府强调扶贫应以发动群众积极性为目标从而促成“造血”的效果 ,在现实上却是自上而下的

动员 ,地方群众没有机会参与表达他们的需要和对扶贫项目的意见。在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中 ,扶贫项

目不单引起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冲突 ,甚至令贫困民众陷入困境 ,甚或造成“返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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