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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问题 （ 二篇） 之二

新 “乡贤 ” 的基因探寻及其
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刘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津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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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乡贤可以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但乡贤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德行与才
能是新乡贤的历史基因也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与主观性的特征，容易被
掌握有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所利用，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支持乡贤发挥作用的因素还有中国社会中的
“精英” 与 “权威” 取向，这些因素会对乡民群体建设乡村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基于对这些消极影响
的思考，在此提出了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观点，希望通过大众积极的参与加制度化的规定来实现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的 “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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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贤” 是当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乡贤 ” 起源于中国东汉时期， “是指乡村本土有才
［1］

能、有德性，被当地民众所尊重敬佩的贤人 ” ， “新乡贤是在乡村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
［2］
方面居于优势地位，有能力、 有意愿且身体力行的投身乡村建设并被村民敬重的农村精英 ” 。
另一些研究指出，乡贤是 “出生于某地而德业、学行可以为乡人楷模者， 死后可能被乡人尊奉为
［3］
乡贤” ，“‘乡贤’ 是对有德行、有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 ，是对其人生价
［4］
值的肯定和荣誉认可” 。相较于前一种对乡贤的认识， 后一种认识为乡贤注入了历史维度， 认
为乡贤是一种荣誉与后人的评价 ，但两种认识均重视乡贤的 “德 ” 与 “才能 ”。 现有的一些研究

指出，乡贤可以是乡村治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推动乡村振兴， “新乡贤 ” 也可以
［5］
成为乡土、乡愁、乡韵的 “守护人 ”。 当然， 对 “乡贤 ” 的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 ———以官职、
个人能力、势力、文化水平来判断乡贤。然而，同样具有 “乡贤” 特征的乡村精英却被认为会给
乡村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研究指出，乡村 “精英” 会俘获扶贫资源，导致扶贫资源发生
［6］

标靶偏离

［7］
，返乡精英的 “寡头化” 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带来 “精英俘获 ” 问题。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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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让人感到疑惑，“乡贤” 究竟是会给乡村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 这种认识上
的分歧究竟是因何而起？ 偏差是出在了我们对乡贤本身的认识上还是出在了乡贤的使用上 ？
综合来看，第一，以德行、才能来评价和发现 “乡贤” 固然可以， “乡贤” 的这两点特征是
从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可以继续存在于 “新乡贤” 的机体内，但是，无论是德行还是才能，它们
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受到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变迁迅速的当下 ， 何为
德行良好？ 何为才能出众？ 模糊性和主观性的评价标准容易带来 “乡贤 ” 群体的 “鱼龙混杂 ”，
反而会妨碍 “乡贤” 为中国乡村建设做贡献。 第二， 在中国社会中， 人们认识上仍然存在 “精
英、权威” 取向，并且对 “精英、权威” 的认识容易以偏概全， 误以为好的东西什么都好， 反
之则全盘否定。这种认识误区的存在直接给了伪装者可乘之机， 也为 “腐败 ” 提供了方便。 因
此，“乡贤” 可以为乡村治理提供服务，但其本身存在不足之处。 基于这两点的思考， 本文提出
了新 “乡贤” 的制度化发现机制，指出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规定来识别乡贤、 使用乡贤、 激励乡
贤，发挥乡贤群体的能量，助力中国的乡村建设。并认为，乡贤可以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 同时
也存在不足，完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手段是制度 ，实施的主体是乡村居民及相关组织 。 本文的
结构安排是，首先探寻新 “乡贤 ” 的历史基因， 并指出其中的不妥之处， 随后讨论 “新乡贤 ”
的发现机制及其完善问题，指出发现机制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之处 ，并分析新 “乡贤” 参
与乡村治理的完善问题，最后是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性说明 。
二、新 “乡贤” 的历史基因探寻
（ 一） 德行与才能的历史基因
1． 历史基因的探寻。对德行与才能的重视与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有关 。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
代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是古代帝王统治中国的重要工具，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
文化走向，因而儒家思想也常被称为中国的文化政治 。儒家理论重视人的内在修养，重视 “礼 ”，
提倡 “仁”，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讲究德行、 尊卑有序的社会。 自汉代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
以来，儒家的理论逐渐地占据了 “国学 ” 的地位， 成为治国大臣和社会贤达必须学习的理论思
想，儒家所提倡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学而优则仕 ” 深刻地影响了古代的读书人，
它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现在。 正统思想对 “德行 ” 与 “学识 ” 的重视使得天下百姓逐渐形成了
相应的思想观念，并逐渐地遗传下来。除儒家思想重视 “德行” 与才能外，在封建社会中，有重
要影响的佛教和道教也重视 “良好品行” 的教化， 佛教讲究 “积德行善” “普度众生 ”， 道教则
讲求 “尊道贵德”。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似乎 “德行 ” 成为了中国人生来就需要遵守并追求的
东西，它也逐渐地成为了人们评价某些东西的标准 ，在中国古代的举孝廉、 察举制、 科举取士和
后来的 “八股取士” 都能看到这些思想的影子。
［8］1
现实经济因素的影响。 “从基层上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 ，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 是
一个长期从事农耕的国家，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社会中，底层百姓形成了基于血缘关系集中居

住的传统，他们从一个 “小家” 逐渐发展为 “大家”、家族，而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也是基于这
［9］［10］
。 在 “家 ” 中自然存在一
种传统的 “家” 来构建，因此，中国也常被称作 “家国同构体 ”
种秩序，这种秩序长期以来都是以 “父 ” 为核心， 这种以 “父 ” 为核心的秩序扩大开来就是一
个家族的秩序、 一个国家的秩序， 因此， 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官员以 “父母官 ” 相称， 皇后是
“母仪天下”。那么， “父 ” 为何能够获得一个家庭的话语权呢？ 这就与农耕经济的特征有关了，
传统的农耕经济都是一些力气活， 虽然也有一些工具， 但是没有强健的身体、 吃苦耐劳的态度，
是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供家庭消费的 ，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天然比家中的女性更加有优势。“父 ”
除了是家中口粮的主要供给者外， 他还是家中子女的养育者， 因此， 子女似乎天然就具有尊敬
“父” 的义务。再者，在家族聚居的传统农耕社会中， 聚居者大都是以 “父 ” 的血缘为主， 因
此，这种居住方式也就天然地给予了 “父” 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农耕经济的这种特性是如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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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德行与才能的重视的，进而使其能够成为一种历史基因？ 在一个家庭中， “父 ” 的重要影响
使得家庭成员形成了对父亲的尊重 ，在家族中形成了对长辈的尊重， 在国家中形成了对帝王、 对
官员的服从，这些都是当时所谓的良好 “德行”。在以家族形式聚居的农村社会， 他们之间的血
缘关系也直接要求乡里之间的互帮互助 、患难相恤， 这也是当时提倡的良好 “德行 ”。 因此， 从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农耕经济是 “德行” 基因的直接塑造者。在农耕社会中，底层百姓是没有机
会接受完整的教育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能够识文断字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才能 ， 能够有能力获得
更多的口粮也是一种为人称道的才能 ，具有能够解决周围百姓困惑的能力也被人们所看重 （ 例如
巫医、工匠、武力等） 。有某种才能的人就具有某种影响力 ，而这种影响力也被乡村居民所尊重。
因此，形成了 “德行” 与 “才能” 的社会基因。
政治制度的影响。自秦国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统治就逐步的在中国建立起来 ， 但是， 集
权统治者无法对国家事务面面俱到 ，因此，在地方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分权 ， 甚至在乡村基
层社会中实现了 “自治”① ，因而在中国长期存在 “皇权不下县 ” 一说。 既然集权统治者无法对
国家事务 “事必躬亲”，那么，他就需要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来代表自己处理一方事务， 这样， 在
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就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官员的选拔和考核机制 。对于统治者来说， 对自己的忠诚
是选拔代理人的首要标准， 古代帝王对于 “谋反 ” 是恨之入骨的， 违反者常常是要被 “诛九
族”。除忠诚外，“才能” 则成了最为重要的考核因素之一， 因此， 在封建社会中， 考取功名者
则往往被视为具备了治国理政的能力 ， 可以作为帝王的代理人治理一方。 帝王将对 “德行 ” 与
“才能” 的重视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并且通过宣传正统思想的方式向百姓灌输， 这种方式不仅
培养了自己统治的帮手， 而且也成为了 “驯服 ” 百姓的好方法。 就一方的官员而言， 良好的
“德行” 和 “才能” 是思想教化的要求，是获得上级赏识与重用的一种必要素质 ， 也是自己治理
一方时获得 “民心” 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前已述及， 底层百姓对良好的 “德行 ” 与 “才能 ” 存
在一种敬畏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百姓容易被地方官员 “笼络人心 ”， 成为听命于他们
的人。那么，这与前述的乡村 “自治” 是否相冲突？ 既然百姓听命于治理地方的官员，那么他们
又如何谈得上 “自治”？ 其实，我国封建社会大部分时期的乡村都是实行 “自治 ” 的， 但是这种
“自治” 是在地方乡绅、地主和权贵控制下的 “自治 ”， 其内核与封建社会的集权统治并无二致 ，
是集权统治在乡村基层社会的一种再现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地方的领导权和管理权掌握在地
主、贵族和乡绅手中，他们这些人的来源是退休的官员及其亲属、 地主和取得过功名的读书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 “德行” 与才能一方面可以获得县官 ② 的信任， 协助县级政府收税、 管理治安、
传递信息等，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获得底层百姓的支持， 作为乡村秩序的实际维
护者和管理者，而底层百姓在乡村事务中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他们的主要任务似乎只有交税与
服从。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德行 ” 与 “才能 ” 成为了一种历史基因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当
中，也成为了他们评价 “乡贤 ” 的一种标准， 这种标准也一直影响到现在对新 “乡贤 ” 的评价
与选择。
2． 对其历史基因的评价。 “德才兼备 ” 是一种对兼具 “德行 ” 与 “才能 ” 者的高度评价，
也是我们选择 “乡贤” 的一种标准， 具备这两种特质的人往往会被认为对现实社会有积极地影
响。但是，从社会的实践来看，“德才兼备” 往往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 完全具备这两种特质
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往往是非常少的，如果把这两种标准用于评价新 “乡贤” 往往也会存在一些
不妥当的地方。具体来说，不妥之处除了具备这两种特质的人较少外 ， 乡贤的这种历史基因还存
在标准的模糊性、评价的主观性的特征，导致的后果则是 “乡贤” 不贤的变质。
“德行” 与 “才能” 的模糊性是说，“德行” 与 “才能” 的多少难以量化， 不同的人会有不
同的标准，这种模糊性的评价标准会转化成某种 “自由裁量权 ”， 掌握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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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进行寻租，为自己谋利。就现实的社会来看，掌握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往往是地方官员和村
委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利用乡民对 “德行 ” 与 “才能 ” 的认可， 并且利用这种模糊性的评价标
准来自行决定谁是乡贤、该不该引进，当他们可以对引进乡贤进行自行决定时 ， 他们做出决定时
所采取的态度就不仅仅是为乡民服务了 ，自利的掌权者往往会将自己的私利粉饰成 “公利” 进行
宣传，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利益 。当乡贤的发现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时， “乡贤 ” 的评价
或者说选择和确定已经偏离了初衷 ， 成为了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 “工具”。 “乡贤 ” 的选择和评
价本是乡村社会对贤达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 ，希望这种贤达之士可以获得后人的祭奠与效仿 ， 从
而使得乡村社会和谐安定，这是乡村居民的一种自发之举。但是，随着统治阶层的介入， 这种自
［3］
发性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有意的行为 ，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赵克生 在对明清乡贤考据
进行研究时指出，地方乡贤的考据直接和地方官员的政绩相关 ，那么， 本是乡村自治事务的乡贤
［11］
问题为何会成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呢 ？ 杨开道先生在 《中国乡约制度 》 中说过， 从宋代的
《吕氏乡约》 到明清的 “圣谕六言” “圣谕十六条”，政府对乡约制度的干预越来越严重， 最后使
得乡约成为了统治者教化的工具 ，丧失了乡约最初的 “自治” 功能。因此，将这两点结合起来看
就可以发现， “乡贤 ” 成为官员的政绩考核， 除了希望乡村的安定有序之外， 它还说明 “乡贤 ”
已经具备了工具性色彩，成为了有些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 ，而隐含在其背后的则是模糊的评价
标准所带来的谋取私利的企图。
所谓的评价主观性强需要从 “上” “下” 两个方面来认识。 这里所说的 “上 ” 的一面是从当
时的统治阶层来说的，而 “下” 的方面是从底层百姓来说的。 统治阶层所看重的 “德行与才能 ”
和底层百姓看到的 “德行与才能”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不同，但是会有一些区别，其中的原因是各
自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前已述及，统治阶层提倡 “德行与才能” 是将其视为维护统治的一种方
法，选出的 “贤才” 也主要是为自己服务，将这种思路放到乡村治理中时就可以看到 ，统治阶层
所认定的 “乡贤” 未必和底层百姓认可的 “乡贤” 相一致。就底层百姓来看， 他们认定 “乡贤 ”
的时候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并且值得效仿 、 值得表彰的人， 这
些人未必就是统治阶层所认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 ， 老百姓希
望有一个 “侠义之士” 为他们伸张正义， 但是这些 “侠义之士 ” 往往会受到统治阶层的排斥。
此外，这种主观性还体现在，即使是在底层百姓当中，他们评价 “乡贤” 的标准也存在很大程度
上的差异，评价 “乡贤” 受到当地宗法礼俗的影响，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各地风俗相差可能会比
较大，A 地所认可的乡贤在 B 地就未必是了。这种评价方式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行得通 ， 因为在当
时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人口基本上处于一个不流动的状态 ，他们也很难发现或者面临评价标准
的冲突。但是，这种状态放到当前的环境中则会行不通 ，我国当前的乡村是一个混合社会， 在乡
村中生活着外地迁入的人，而且在乡村居住的居民和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处境可能存在差异 ， 如果
仍然使用这种主观性的评价方法 ，难免会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国家的政策为自己谋利 。
当然，这里不是对古代 “乡贤 ” 群体的完全否定， 只是通过说明一些古代 “乡贤 ” 评价和
发现标准的不妥之处，从而启发于当前对新 “乡贤” 的认识与发现。乡贤的德行与才能的评价标
准能够遗传到新乡贤之中，并发挥一定的作用，说明德行与才能的标准的存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必
要性，只是我们需要在如何使用上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
3． 德行与才能的必要性。虽然德行与才能作为乡贤的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和主观性的特征 ，
但是，德行与才能本身作为乡贤服务乡村社会建设的一种必要的特质是没有问题的 。 首先， 从引
进乡贤的目的上来说，引进乡贤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乡村的经济建设服务 ， 希望乡贤能够将自己
的资源、技术和才能带到乡村社会当中， 具备良好德行的乡贤， 有奉献精神、 良好的合作态度、
遵纪守法，这些德行一方面能够使乡贤在乡村的投资长期化 ，做到与乡村社会、 乡村居民良好的
互促互进，另一方面良好德行可以增进合作各方的信任， 减少合作过程的摩擦， 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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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才能则是直接的生产力，具备良好才能的乡贤不仅可以自己利用才能从乡村建设中获取财富、
为乡村社会贡献财富，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带动乡村居民进步 ， 提高乡村居民
的生产技能，激发他们的生产、生活热情。其次，从情感和文化传统上来说， 人们在情感上普遍
认为具备良好德行和才能的乡贤能够为乡村社会的经济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 ， 并且， 在德行与才
能方面越是突出，所能贡献的正向力量就会越大。因此，将具备良好德行与才能的乡贤引进到乡
村社会中更能够获得乡民的接受、 认可和支持。 而从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来看， 正如前文所言，
具备德行与才能在很长的时间里就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 ，成为了乡村社会中某些方面的领导者
所需要具备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遗传到了当前人们对乡贤的认识上 。 最后， 从社会风气的营造
上来说，美德几乎是每一个社会都会提倡的东西 ，③ 美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规范行动者的行
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降低社会经济的交易成本具有良好的效果 。 但是， 美德作为一种具有
网络效应的物品，遵守的人越多，美德的社会价值就会越大，很多时候行动者在行动中并不会完
全遵守它，他们总是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在没有严格监督的环境中违反规则并不会对自己
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美德的遵守与提倡需要每一个行动者自觉地通过自己的行动来维系 ， 而
对引进的乡贤做出德行与才能的要求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乡村社会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与维
持。乡贤进入或者回归乡村社会的一个直接原因则是参与乡村的经济建设 ， 具有良好德行与才能
的乡贤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践乡村社会对文明乡风营造的要求 ， 并且通过经济利益的诱
导促使相关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行为互动中自觉遵守相关的要求 ， 久而久之， 良好的社会风气、
文明的乡风就可以在乡村社会中逐渐建立起来 。
（ 二） 认识和治理上的 “精英” “权威” 取向
支持 “乡贤” 与 “乡村精英 ” 回归乡土参与乡村的经济建设的因素中 ， 除了 “德行 ” 与
“才能” 的历史基因外，还有长期扎根于中国人思想中的 “精英” 与 “权威 ” 取向。 “精英 ” 与
“权威” 取向的出现，并且能够长时期的得到中国社会的支持与运用 ， 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原因。
第一，传统经济因素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领导 。正如 “卡尔 · 魏特夫的 ‘水利工程论 ’： 大规
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满足 ，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 埃及、 中国和墨
［12］82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 中国的乡村居民世代围绕着现有的耕地进
西哥的国家兴起”
行耕作，传统农耕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脆弱 ，因此，农村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的主要愿望则是

“风调雨顺” “安居乐业”，希望经济社会稳定。当农业生产面临着重大的灾害或者出现突发事件
的干扰时，单个的村民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此时，乡村居民总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
来处理，希望有一个组织帮助他们应对，这个时候出现的领导者必须有应付事件的才能 ， 这是领
导者脱颖而出的基础，若是这位领导者具有良好的德行，那么这位领导者就是众望所归。 在长期
的这种氛围的浸染下，人们就逐渐将那些有过人才能和德行的人视为 “精英 ”， 甚至给予他们更
高的待遇——— “权威”。传统的经济活动给予了这种 “精英” “权威 ” 取向的物质基础， 并且不
断地通过上千年的农耕活动将这种取向传递了下来 。
第二，集权统制传统的粉饰与教化。 “精英” “权威” 取向的出现与传承在传统的农耕经济
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确实为农耕经济的稳定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 但是， 这种合理性总是
会被某些群体所利用，为他们谋取个人私利服务。中国自秦制始为中央集权制国家， 政府对社会
经济进行了较为统一且严格的管理 ，实行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统治阶层的政治经济利
益。那么，他们是如何利用 “精英 ” 与 “权威 ” 取向的？ 集权统治的授权模式是自上而下的，
帝王是天子，而天子是至善的象征，因此，历代帝王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 粉饰自己剥削百姓财
富的面孔，他们总是通过各种仪式和宣传教化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往下则是帝王授权给百官， 则
百官具有了管理和处理一方事务的权力与权威 ，得到帝王的授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接受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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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精英”，帝王的授权一般止于县，而县以下则是乡绅的活动范围， 乡绅的授权一方面来自
于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其自身的能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乡绅群体大都是考取过功
名的读书人，或是告老还乡的官员及其家属，又或是当地经济实力较强的地主 （ 经济实力也代表
了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他们掌握了联系县级行政长官的途径与权力， 是信息上传下达的重要节
点。此外，古代乡村社会的居民大都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他们基本上无法进行正常的读写， 因
此，乡村社会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在十里不同音的生活状态下，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乡绅自然
也就成为了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 ，这些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总是有机会通过 “欺上瞒下” 来谋取
私利。
第三，乡土社会长时期的分裂与隔绝。乡土社会中的农耕生活基本上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
息”， “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 乡民们在固定的生产生活区域长期聚
居，逐渐会在聚居的区域形成家族村落， 家族村落中人们进行行为互动的准则是家族的宗法礼
俗，这是家族成员在长时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规范 ，人们在长期基本不变的社会环境中基本上
遵守着这些规范。这种规范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家庭的家长 、家族的族长， 宗法的权威即是家长的
权威，也是族长的权威。在村落分裂并相互很少交往的环境下 ，政府是如何对这些乡村进行管理
的？ 当时的政府管理乡村的主要目的是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 而政府管理
乡村的主要手段则是 “法”，当然，当时的 “法” 与现在所说的 “法” 是有区别的， 俞可平先生
指出，“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 ‘刀治’ （ 法制的制为立刀旁） ， ‘Ｒule
［13］236
by law’，却没有 ‘水治’ （ 法治的治为水旁） ， ‘Ｒule of law’ ”
。 政府通过垄断法律制度的
供给对乡村社会进行暴力统治，暴力统治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帝王的统治 ， 其次则是通过对百姓的

威慑维护政府的经济权威，让百姓按照律法的规定缴纳各种税收 ，服各种徭役。 政府的这种统治
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乡村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分裂和隔绝的状态 ， 防止乡村之间进行联合， 达
到削弱乡村家族的 “议价” 能力的目的。
“精英” 与 “权威” 取向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为乡土社会的经济稳
定、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两种深深扎根在乡村百姓思维中的取向却会对当前的引进乡
贤、乡贤治村与乡村善治的推进带来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 国家引进乡
贤、鼓励社会贤才回归乡土，目的就是要激发社会潜力为乡村社会建设服务。 但是， “精英 ” 与
“权威” 取向的存在容易让人们自我设置门槛和障碍 ，让人们在回归乡土的时候有所顾忌， 认为
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回归乡土、建设乡村，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的建设热情 ， 在一定程度上也减
缓了社会有力的生产资源参与乡村建设的步伐 。第二，从资源的获取来看。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资
源曾经长时期被地方乡绅、权贵所掌握，乡民们所掌握的生产资源或者说能够利用的生产资源是
很有限的，而乡绅、权贵则是那个时候的精英与权威。回到当下，农村经济建设的诸多资源仍然
不是掌握在村民手里，村民在乡村建设中的参与度与存在感也较为的有限 。 在村委会行政化的情
况下，引进乡贤、给予乡贤生产资源似乎都成为了村委会中干部的事情 ， 也成为了乡镇政府的一
项政绩工作。本应该成为引进乡贤、乡村建设服务人群的乡村居民此时的话语权或者自己的相关
要求常常被忽视。④ 第三，从基层人民的积极性来看。“精英” 与 “权威” 取向与乡村社会中的家
长制传统有着深刻的关系，乡村社会的居民长期以来总是会遵从家长的安排 ， 会听从精英与权威
的安排。乡村社会中的居民认为，听从他们所认可的精英与权威的安排 ， 自己可以从中获得自己
理想的利益，这种做法也是对集体有益的。当乡民们因为信任而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权力 ， 或者在
有些时候因为思维惯性的作用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信任而任由 “权威” 代他们选择，这个时候乡
民的利益就会任由 “权威 ” 与 “精英 ” 安排， 自己参与乡村事务的意识也会被消磨掉， 逐渐了
成为了乡村社会事务的旁观者，缺乏参与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总体而言，无论是 “德行” “才能 ” 的取向， 还是对 “精英 ” 与 “权威 ” 的使用， 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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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上总是存在一种以偏概全的误区 ，认为具备某些形式上的 “好” 的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此人其他
方面也同样优秀，这种认识也具有一种遗传基因， 传统的威权统治， 容易将掌权者认为是 “圣
人”，而现实的环境中，“精英” “乡贤” 或许只是在某一面或者几个方面是好的 ， 我们所要做的
是认可这些群体的好处， 但是对于某些可能的负面影响要做出积极的认识并采取正确的应对
态度。
三、乡贤的发现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完善路径
乡贤可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发现乡贤与使用乡贤的过程中因为历史与
现实因素的作用，它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前文已对一些问题做出了分析， 目的是通过对
一些可能的消极影响的分析启发于当前对新乡贤的引进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推进 。 那么， 既然乡贤
可以是推进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主体 ，也需要在参与乡村治理中进行完善 ， 那我们应该如何在
实践中做到对新乡贤的 “趋利避害” 呢？
（ 一） 完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观点
俞可平指出，“治理不同于统治，它指的是政府组织和 （ 或） 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
［14］2
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 。联系前文所讨论的乡贤
评价标准所存在的模糊性与主观性 ，以及 “精英” “权威 ” 主导的乡村社会中乡民们缺乏建设乡
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本文在此提出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思路 ， 核心观点是 “大众参与 + 制度
化”。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 第一， 乡贤的制度化发现机制。 在引
进乡贤的过程中，乡贤的引进标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主观性 ，这种评价标准容易被别有用心的
人 （ 握有自由裁量权者） 所利用，制度化的发现机制就是要通过明确地 、制度化的评价标准来选
择乡贤、使用乡贤，防止行动者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制度化的规定除了要在发现乡贤中发
挥作用，它还需要在乡贤引进后的评价中发挥作用 ，对乡贤参与乡村社会经济事务的表现进行评
估，并建立相关的奖惩机制与退出机制 。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机制来激励有志于参与乡村建设的人
民群众，赋予 “乡贤” 名与实相符的深刻内容。第二，大众参与。这种参与是全面的参与，不仅
要参与相关制度的制定，还要参与相关制度的实施与监督。 “乡贤 ” 的选择与评价不应该是某一
些人的片面观点，“乡贤 ” 的发现与选择应该是凝聚乡民共识与实践乡民共识的过程。 “大众 ”
不仅包含在乡村居住的乡民，还包括到乡村进行投资的人员、组织和企业， 通过各色人群的集体
参与，赋予不同人群同等的参与乡村社会事务的权力， 挖掘大众的智慧与潜力， 推进乡村善治。
第三，通过制度化的实践与大众参与，逐渐树立大众化治理的取向。 虽然治理的理念是 “政府 +
社会”，但是，在中国长期的 “精英” 与 “权威” 取向总是会与治理理念产生冲突， 对乡村善治
的推进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大众化的治理取向就是要消解甚至是取代长期存在人们思维中
的 “精英” “权威” 取向，让乡民们树立： 只要符合制度规定， 人人皆可为乡贤， 人人皆可为乡
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的观念。
（ 二） 发挥乡贤积极作用的路径思考
基于上述完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观点 ，本文在此提出了发挥乡贤积极作用的对策建议 ， 希
望这些建议对推进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善治有所助益。
第一，需要在认识上挣脱过去的束缚。 人是历史性的， “乡贤 ” 本身也是历史性的， 因此，
当我们现在来认识 “新乡贤” 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它身上的历史基因， 但是有一点需要先明
确，历史基因本身并没有错，我们所要挣脱的不是历史基因本身 ，而是历史基因中不合时宜的部
分，就本文的分析而言，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就是标准的模糊性 、选择的主观性。 为了挣脱这些
不良因素的影响，实现基因的改良，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 政府要明确自身的定位。
乡贤的发现、引入以及后续的管理既是基层官员的事情 ，也是乡村居民的事情， 他们都是利益相
关者，既然都是相关者，那么就需要他们也参与到乡贤的相关事务中来 。 政府要改变过去大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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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的处事态度，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乡贤事务以及乡村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关注并持续投
入的事业，急功冒进虽然看似从短时间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并非如此， 而且还很
可能造成积重难返的困境。就 “乡贤” 事业而言，政府可以是一个协调者、组织者的角色，政府
可以提供机会和平台让有志之士来到乡村 、回归乡村，同时也让乡村居民更多的参与到相关事务
的决策中来，多听取乡村居民的意见，让他们与 “乡贤” 有更多的交流、接触与合作，让乡村居
民自己去发现 “乡贤” 的贤能之处。其次，乡村居民要树立乡村事务的主人翁意识 。虽然我国实
行了乡村居民自治，但是在乡村很多事务的决策上，村民的参与意识不够强， 虽然这其中有居委
会 “官僚化” 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村民的参与意识。 “乡贤 ” 的贤与不贤是
乡村居民共同来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了就可以决定的 。 此外， 群众参与到乡贤事
务中来也是对基层官员和 “乡贤 ” 的一种监督， 只有实实在在为乡村建设服务的人才会得到认
可。最后，有志之士要具备一定的 “德行” 与 “才能”，并达到一定的标准， 其中， 服务意识是
关键。虽然很难要求 “乡贤” 做到德才兼备，但是具备一定的 “德行” 与 “才能 ” 还是需要的，
具体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做出明确的规定 。有志之士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发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就要从长远着眼，“放长线钓大鱼”。
第二，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 “新乡贤” 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主要包括： 乡贤的发
现制度、引进规定、使用乡贤的明细、政府服务章程、乡贤的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 违反规定的
惩罚机制。通过这一整套的制度规定， 各个乡村既可以向社会传递需要什么样的 “乡贤 ” 的信
息，又可以明确相关参与人的权利与责任 ，做到权责明确、“各取所需”。为什么这种制度体系需
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 其中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差异 ： 一方面是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它们对 “乡贤” 类型需求上的差异，有一些
需要有资本的 “乡贤”，有一些需要有技能的 “乡贤 ”， 而有一些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
的 “乡贤”，对于不同的实际需求，不同地区自然需要建立自己的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是各地的
风俗习惯不同，不同的风俗习惯会造成乡村居民对现实事务的评价有差异 ， 这些风俗习惯是当地
居民行事的非正式制度，它会对正式制度的有效性造成重要的影响 ， 因此， 正式制度的出台需要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新乡贤” 相关的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程度 ，因此，
在制度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对制度本身的完善 ，又需要时刻注意制度实施环境的变动 ， 并
及时根据反馈的信息做出修正。
第三，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严格的遵守。“德” 是对参与乡村建设的所有群体的要求， 并不是
只针对某一些人或某一群体的， 在发现 “乡贤 ”、 与乡贤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既要有 “德 ” 之
士，但又不能仅仅看到 “德”，“德 ” 是一种非正式约束， 要发挥这种非正式约束的效力， 就需
要乡村社会的各个群体相互之间进行监督 、持续的进行监督，在这种持续的监督环境下， 让相关
群体逐渐形成 “有德” 的习惯， 与 “乡贤 ” 有关的制度体系的有效性也是如此。 一项制度的制
定并推向实施，除了相关利益群体的自觉遵守外，还需要相关群体之间的相互监督， 虽然制度体
系中建立了相关的违规惩罚机制 ，但是惩罚本身并不是目的，惩罚的存在是为了不需要惩罚！
四、结语
我们总是憧憬理想社会，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应该务实一点 ，因为我们在认识和行动上仍然
缺乏一种普遍性的态度，我们总是在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 ，认为社会利益是一块蛋糕， 自己不
去争取，或者自己不去为自己争取，自己所获得的部分就会变少。但是， 如果我们稍微将这种局
限的认识放开，人人都认识到，对利益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竞争，有的时候也会是一种合作， 当
我们带着合作的态度来参与社会活动时 ，很多因为利益相争而失去的机会就会在合作中为社会带
来更大的财富。对乡贤的发现与利用也是如此，政府群体、乡贤群体以及乡民总是有着各自的利
益诉求，但其中有些群体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利益取向在采取着行动 ， 因此总是会有一些利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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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争中损失掉。新乡贤具有很多优良的特质，能够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 但我们在实
践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其中可能包含的一些消极影响 ，通过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 达到更加有效
利用乡贤、趋利避害的目的。本文通过思考这些消极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一些建议 ， 希望这些能够
对乡村社会建设有所助益。
注释：
①这种 “自治” 与现在我们说的 “自治” 存在一定的区别，后文会有相关的分析。
②官员其实与退休的官员及其亲属、地主和取得过功名的读书人是同一类人，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
③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美德的内容会有所差异，但是，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将美德视为一种社会行动主体
的规范，这种规范的作用往往要大于那些正式制度，并且约束作用的地域范围和社会领域也会更广。
④例如农村土地的征收、农民宅基地问题、农村环保对农村养殖户的财产损坏问题等，因为这些内容过多本
文在此不做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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