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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层治理创新克服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 

 

王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乡村治理内卷化是制约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现实难题，而脱贫攻坚过程中更为

集中和快速的国家资源输入，则引发贫困地区更为突出的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本文以 C

县的典型贫困村 L村的治理困境及其创新实践为案例，剖析源于基层治理实践本身形成的乡

村治理创新何以成为“去内卷化”的可能途径。在现有的资源下乡背景下，要克服治理内卷

化困境，其关键点在于以村社公共性的重建和村社成员自主性的发挥为基本着力点，着重增

加基层治理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创新：一是要开辟治理创新窗口，增加基层治理创新机会；二

是要发掘基层治理领头人，提升组织动员领导能力；三是要整合内外部组织资源，增进治理

模式上下融合。 

【关键词】基层治理;扶贫创新;积分超市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20）01—0000—00 

 

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是近年来乡村治理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在贫困县和

贫困村中，伴随着扶贫强度加深、速度加快，以及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转型

期的任务叠加，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更为凸显，尤其表现为内生动力不足、治理

生态失衡、治理负担加重等问题，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源于乡村治

理实践过程本身寻求缓解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的突破口，既有益于延展对内卷化

的理论思考，也有助于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参照。本文以 2019 年 8 月对罗霄山

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C县 L 村的调研案例为基础，以该案例反映出的一种基

层治理创新模式——积分超市——为分析对象，通过对这种创新模式的背景、成

效和经验的分析，旨在指向基层治理创新本身如何源于基层实践、发挥效果，并

为乡村治理内卷化提供“去内卷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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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格尔茨在农业问题研究中将“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

形态, 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用以刻画印度尼

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

产的过程”[1]。“内卷化”的概念因黄宗智在考察中国农业问题的两本著作(《华

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的改造性

应用而被国内学者广为熟悉，并引起彭慕兰、刘世定等多位学者针对概念误用的

批评 [2,3]，而后郭继强（2007）进一步对“内卷化”概念提出了整合性解读，并

彰显了“内卷化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机制”[4]。在此过程中，内卷

化概念的工具性分析价值实则愈加明确，并从农业领域延伸到制度、文化、治理

等多个领域。 

特别是在基层治理研究中，内卷化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工具，用

来论述“有增长无发展，有投资无效益”的机制和现象。何艳玲等最早使用“内

卷化”分析了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

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

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

的现象。[5]在乡村基层治理方面，“内卷化”被更加频繁的指出，马良灿提出，

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在市场化和乡村制度变迁的巨大冲击下遭遇的“内卷化”过

程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被挤压、总体性功能衰竭、自主性消解和社区公共性衰落

等。[6]国家代理人监控不足、基层政府压力与自利表达、村庄社会规则功能发挥

缺失表现为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在不同阶段的原因。[7]后农业税时期国家与农民

之间的关系变革，特别是国家资源的输入，既带来了治理资源，又是乡村治理内

卷化的重要起因。乡村社会中出现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吸取大部分自上

而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并不断侵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

[8]，其实质就是以排除普通民众的分利秩序为表现的治理内卷化。[9]而国家为了

确保下乡资源合理有效使用而制定的越来越多、越发具体的资源使用规范，在防

止基层资源滥用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基层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反而造成基层

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10]，已成为制约乡村治理水平提升乃至国家治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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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挑战。[11] 

“内卷化”概念的使用，其目的终归是要为“去内卷化”寻找出路。乡村治

理内卷化是乡村治理领域真实存在的问题，而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资源输入条件

下，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关系如何在变革和互动中寻得可以提升治理效果

的整合，克服内卷化困境。机会与危机常常是同源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内生

性地形成的治理创新或将为缓解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提供洞见。由此，本文就是

通过对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观察，以 C县的典型贫困村 L村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及

其创新做法作为案例，剖析源于基层治理实践本身形成的乡村治理创新如何可能

成为“去内卷化”的一种途径。 

二、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革，特别是脱贫攻坚过程中更为集中和快速的国家

资源输入，引发贫困地区更为突出的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在此阶段，密集的扶

贫资源以及其他资源下乡，既存在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问题[12]，[13]，也存在出于

资源规范使用目的而形成的标准化规则下乡所产生的副作用，包括基层治理主体

自主性缺失问题[10]和实践偏离问题[14]，以及不完善的帮扶机制带来的悬崖效应问

题及其引发的乡村治理风险。[15]由此，贫困地区确实是观察乡村治理内卷化以及

可能创新机制的窗口。 

C县是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县，近年来以“攻项目、整环境、提效率”作

为全县工作的主旋律，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建档立卡初

期的 18%下降至 2018年年底的 0.8%，并于 2019年 4月正式退出贫困县队列，是

政府主导实现脱贫退出的典型。在此过程中，C县贫困村普遍面临乡村治理内卷

化问题挑战，包括内生动力不足、治理生态恶化、治理负担加重等问题。这些问

题之所以被称为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问题，其本意不外乎是表达这样一种乡村

治理现象，即：村级治理在现有组织形式和组织要素基础上，虽然面对和处理的

工作量大幅增加，但其治理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未能指向更高水平的治理效

果。 

（一）外部进程挑战内部发展节奏，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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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其既有发展结构越单一、速度越缓慢，外部力量

的输入越强。面对主要由外部主体决定的脱贫攻坚与各项整治工作的步调，乡村

内在驱动力因跟不上外部节奏而凸显不足，对于贫弱涣散村和贫困人口而言更是

如此。近年来，C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六大产业就业扶贫

群①和四大保障扶贫群②，同时还在全面开展农村环境整治。L 村地理位置偏远，

原是所在乡镇中综合条件最差、人均收入最低的村，不仅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村

庄环境整治任务更是繁重。然而，村民内生动力的不足、自主性的缺失问题在本

村已经十分突出。以环境整治工作为例，涉及家家户户，但 L 村推动半年多未取

得明显成效，村民连自家卫生都没有意愿打扫，更别说门前屋后、路面水沟，下

乡干部不得不亲自给贫困户家庭做清洁工作。 

（二）帮扶失衡诱发乡村治理风险，村社治理生态亟待修复 

脱贫攻坚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但同时也因帮扶失衡造

成对村社内部治理生态的侵蚀。在 C 县，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的贫困户花 1

万元即可入住县城的安置住房，其福利悬崖效应十分突出，陪同调研的年轻扶贫

干部也感慨自己拼搏一辈子或许也难在县城买一套房，更不必说普通农户。另一

方面，当地通过医疗和救助多项政策叠加将贫困户的医疗自付水平控制在 10%以

内（拔高了扶贫标准），而非贫困户依然面临看病贵、看病难困境。尽管 C 县表

示上级部门已要求县里整改有关拔高扶贫标准的问题，但既成事实不仅引发了非

贫困户的心理失衡，也导致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非贫困户和村委干部的关系受损。

在 L村，当初认定贫困户时，一些非贫困户与贫困户生活水平差别不大，但后续

帮扶过程中福利差别悬殊，由此导致非贫困户对脱贫认可度不高。在这样的背景

下，村社内部要继续推动涉及全员的其他公共事务时，更难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三）事务繁重激增基层治理负担，治理模式亟待整合 

C县除了产业就业扶贫和保障扶贫工作，还在全面实施村庄整治提升工程、

安全饮水全覆盖工程、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集体经济壮大工程、乡风文明提升工

程，而这些工作推进最终全都要落在村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式的多

事务推进局面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以 L村为例，单单脱贫攻坚就涉及

村里各项大小事务，工作内容多，工作强度大，村干部过去还能兼职搞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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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以来则是脱产全职忙于村务③。在此情形下，村庄公共事务标准化和指

标达标为上的目标替代了一些治理任务本身的实质目标，村干部的“行政化”也

导致了自治性和自主性的不足等问题。 

三、倒逼之下迈向整合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 

源于治理困境的倒逼，L 村于 2016 年率先发起积分超市的治理创新模式，

并于 2018 年 3 月对超市正式挂牌（当地称为“爱心超市”）。该模式成效显著，

周边村庄陆续效法，并进一步在全县农村得到推广和发展。截至 2019年 8月，C

县建成爱心超市 132 个，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全县爱心超市布货总金额 126

万元，共开展积分评比 601次，累计兑换人次 9595人，累计奖励货品金额 35.78

万元。积分超市创新了乡村治理的动员机制，通过协调一批资源、调动一帮人员，

从而解决了一串问题，成效显著。 

协调一批资源，改物资分发为兑换。精准扶贫时期，社会对农村扶贫工作关

注度大幅提升，来自对口扶贫部门、包保机关单位、企业和个人的社会捐赠资源

大量增加，而给贫困户一发了之的方式，不仅会弱化贫困户的脱贫主动性，还会

引发边缘贫困群体甚至普通群众的心理失衡。积分超市将帮扶资源对接进来，一

方面形成用于积分兑换的货架物品，将直接给钱给物式的帮扶救济方式转变为通

过志愿劳动和评比所得积分换取的奖励；另一方面在帮扶物资结构上，也从过去

统一派发转变为按需兑取。在 L村，积分超市货架物资一部分来自产业扶贫的村

集体收益、公益岗位资金出资购买，另一部分来自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赠。超市

设立在本村脱贫指挥部，货品以粮油干货、个护清洁、居家用品、非处方药品等

老百姓常买常用物品为主，以积分标明兑价，农户通过参与社区活动积累积分用

于兑换超市物品。 

调动一帮人员，变群众游离为参与。一是充分挖掘和调动留守妇女的能动性，

在村小组配齐妇女小组长，由妇女小组长组成志愿者队伍，开展村小组的公共事

务活动，调动了人员积极性。在 L村，村里制定了明确的志愿服务准则和积分奖

励规则，成立了一支村级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志愿者服务每次可获得 30个积分，

该积分可用于积分超市货品兑换，以此方式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政策宣传、环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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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爱心帮扶、邻里调解等村级公共事务。二是参与者从贫困户扩大到非贫困户。

运行之初，L村的爱心超市仅针对贫困户，通过每月卫生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评

比积分兑换货品，但运行过程中发现，原本非贫困户就对精准扶贫政策“厚此薄

彼”表示不满，卫生评比若只评贫困户将引发更大的不满情绪。于是村里扩大覆

盖面，将参与对象扩大到全村农户。三是通过评比奖励调动积极性，扩大影响力，

提升号召力。积分超市一方面正面发挥了邻里效应，因为老百姓“爱面子”，以

村务公开方式借助微信群的动员、评比、亮照，环境评比促使自家环境卫生成为

邻里关注的事情；另一方面调动了内部激励，因为老百姓青睐“小实惠”，在简

单明确的评比规则、兑换标准下，货架上看得见的礼品起到了直接、有效的参与

激励作用。如此一来，涉及村内各项事务的政策知晓度和农户参与度大幅提升。 

解决一串问题，化事务繁杂为轻省。积分超市不仅对社会捐赠实现了登记管

理从而实现帮扶资源往来透明化，更将帮扶物资以积分兑换（而非直接分发）形

式与村内各项建设整合在一起，调动了村集体成员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并连

带推动了志愿服务行动、乡风文明建设、贫困人口激励、人居环境整治等多项工

作，促进了扶贫与扶志结合，扶贫与公平兼顾，通过广泛参与的过程对原先失衡

的治理生态起到了修复作用。自创办积分超市以来，L村的各项公共事务参与度

达到近年来新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迅速推开，村书记直言“最难搞的环境整治

大家都愿意参与进来，极大地减轻了村干部的工作压力”；同时，非贫困户对这

一系列工作也非常认可。 

四、通过基层治理创新“去内卷化”的经验与启示 

进入脱贫攻坚收官期，不少贫困县陆续实现贫困退出，任务重点随之转向巩

固脱贫成效和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调动包括贫困户在内的村民内生动力，

提升乡村治理的全员参与，是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转型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而

其突破口只能源于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创新。在现有的资源下乡背景下，

要克服治理内卷化困境，其关键点在于以村社公共性的重建和村社成员自主性的

发挥为基本着力点，对接国家以及其他外部资源，克服技术治理的弊端。C 县 L

村的治理创新提供了一些经验与启示，需强调的是，克服内卷化困境不在于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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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体创新模式的效法，而在乎如何增加基层治理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创新。 

（一）开辟治理创新窗口，增加基层治理创新机会 

在微小处不断创新基层治理不仅有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益，一石多鸟，也有

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和促进乡村社会融合。但以 L村的积分超市模式为代表的治理

创新其产生过程极为缓慢，属于困境倒逼之下的偶然激发，治理创新尚未成为常

态。原因在于治理创新没有成为基层工作的必要任务和工作理念，基层治理事务

过于繁杂，村两委工作落实交待尚不及，缺乏时间和精力探索创新治理模式。政

府可参考类似众创空间的方式为乡村干部搭建治理创新平台，考虑定期召集村干

部，以茶话会等形式表达治理难处、分享考察见闻、开展头脑风暴等，以专门的

时间和空间为基层治理创新开辟窗口，增加创新机会。同时，对基层治理创新要

予以适度监管、政策激励、宣传表彰，使治理创新成为基层可为、能为、愿为的

新风尚。 

（二）发掘基层治理领头人，提升组织动员领导能力 

从加强国家对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着手，在将基层干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的同时，也需要让基层的权力行使有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16]

而思路活跃的领头人通常是基层治理创新的核心人物。贫困地区基层组织软弱问

题十分普遍，L 村也不例外。Z 某（党员）原为致富能人，有外出经商经验，其

经营的鲜莲加工事业属于该县的农业支柱产业。2015年村干部选举，Z某既受上

级党组织青睐，又在主观上具有为乡亲们办事的意愿，通过选举被推选为村支书。

与此同时，选举还吸收了部分相对年轻④的村委会干部，村两委战斗力明显增强。

村干部们开始改变村里长期涣散软弱的组织面貌，带领村集体盘活村中闲置资

产，组织村民外出考察学习种养殖技术和发展观念。积分超市的模式灵感正是来

源于村支书 Z某和村委干部的外出考察学习，而后期运营模式的创新则是由于推

动全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整合内外部组织资源，增进治理模式上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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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内部充分的组织动员既是社区自治的体现，也是承接外部资源的基础。

通过村社内部规范与社会关系的积极培育和有效利用，可以形成和强化内部组织

基础。L村向外整合了政府和社会的帮扶资源，向内整合了党员和群众的组织资

源，调动妇女的积极性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合乎时宜地利用村社内部舆论和网络

关系的监督，形成了有效的组织动员，从而得以顺畅有效地利用外部投入的村庄

整治资源、帮扶资源等，并在这个过程中兼顾了乡村内部的治理生态，提升了群

众满意度。 

 

注释： 

①六大产业就业扶贫群是指烟草、莲子、蔬菜产业扶贫群、旅游扶贫群、光伏扶贫群、电商

扶贫群、车间扶贫群、创业致富带头人帮扶群。 

②四大保障扶贫群是指教育扶贫保障群、健康扶贫保障群、安居扶贫保障群、兜底保障扶贫

群。 

③当然，村干部的待遇也提高了，村两委干部每个月工资相比2015年已增加了近1000元，其

中，村支书达到3200元/月，村主任达到2500元/月。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乡村治理成本

的提升。 

④选举之前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超过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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