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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村民自治组织?

杨一介

摘 要: 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制度的实践表明，村民自治组织在组织结构、产权基础和

村民自治机制等方面面临着需要克服的矛盾和冲突。以不同性质的组织制度和成员权

制度为基础，区分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更新村民自治组织主体制度的基本原

则和规则。为实现村民自治组织的立法目的，应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的多元化，促进村民

自治组织的开放性，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的责任能力制度，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基层政府和

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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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 129 － 140 页。

② 《宪法》第 30 条。

2015 年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

案》提出，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农村社区为

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开

展“政经分开”试验。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反思村

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实践，分析和解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村民自治组织的问题，以推动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的 完 善 和 村 民 自 治 基 本 规 则 的

更新。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制度面临的问题

农村居民按居住地设立、办理本居住区内的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

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宪法》
中的制 度 安 排，容 易 使 人 们 混 淆 村 民 自 治 的

性质。①

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范围内的地域称为行

政村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村不是行政区划，②也

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一般所说的行政村实际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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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建制村，但这种建制村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

法律地位常常遭到质疑。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或

半行政化几乎成了共识。一般认为，村民委员会

承担了大量的行政职能，自治职能受到削弱，成为

一个“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和乡镇政府的科层隶

属单位，成为上级政府和各种项目的“依附者”。①

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村民自治在实践

中容易转变为对村民的行政化管理。其中的一个

原因，在于人们有意无意地将行政村和村民小组

作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和单元，而没有认识到群众

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在性质上存在差别。将与

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相对应的行政区域称为

行政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在人们的意识中，

未将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对待，也未认识到

村民小组由村民委员会分设。②

上述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只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
规范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涉及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村民委员会

的选举、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等方面。问题在于，这些制度规范的实施

在一些情形下出现了真空。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

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与

其分设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

业往往是有差异的。在包含了若干村民小组或自

然村的自治组织内，某一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某

项或某几项公共事务，对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来

说意义重大，但对其他村民小组或自然村来说可

能缺乏现实意义，或者可能与它们无关。在这一

组织框架内，仅属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村民小组或

自然村的公共事务由村民委员会这一层级的村民

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法律后果，是前者的

事务由后者决定，或者说自己的事情别人办。

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村、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之

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有时候，自然村与行政村重

叠，而有的时候，一个行政村包含了若干自然村或

将一个自然村划分为一个以上的行政村。③ 同

时，一个自然村包含几个村民小组，几个自然村组

成一个村民小组，以及单个自然村设立单个村民

小组等不同情形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有效提

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因地形、距离等地理原

因，以村民委员会为单元的自治组织的服务半径

可能过大，这会影响自治组织的效率，也会影响其

履行法定职能。
尽管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分设村民小组，但

村民小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从近年来的村

民自治实践看，村民自治更多地表现在选举民主，

但由于村民委员会是通过相互关系不大或利益关

系不太紧密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村民选举产

生，其负面影响之一可能是村民自治的立法目的

不能实现。因此，村民自治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

个主题是: 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元的村

民自治，进一步探索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框架内

村民小组和自然村的法律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涉及村民利益的一些

重要事项，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强制性规定，④

既缺乏产权基础，也缺乏集体行动的基础。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对

农村改革后的产权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村民自

治组织拥有土地的集体产权，⑤与国家法对农民

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规定不相符合。农民集体所有

指的是由该农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⑥ 在农民集

体所有权制度下，集体产权主体有时候是村民委

员会这一自治组织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成员，而在

更多的时候或主要是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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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玉权、徐勇: 《回归自治: 村民自治的新发展与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62 － 68 页; 郎友
兴: 《走向总体性治理: 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第 11 －
19 页; 王丽惠: 《控制的自治: 村级治理半行政化的形成机制与内在困境》，《中国农村观察》2015 年第 2 期，第 57 － 68
页; 余彪: 《村民自治基本单位再认识与村级治理体系重塑———从广西 W 县 S 村调查谈起》，《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15 年第 6 期，第 46 － 54 页。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3 条第 3 款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
等因素而分设。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6 期，第 1 － 34 页。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4 条。
程为敏:《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26 － 133 页。
《物权法》第 59 条第 1 款。



农民集体成员。产权行使或处分的权利由其主体

享有，是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农民集体

产权的主体是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集体成员，而

其产权却由村民委员会召集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

表会议来行使或处分，既背离了产权行使或处分

的基本原则，也与组织法的其他规则相冲突。①

这种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之一，体现为在一些情

形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与村民小组或自

然村之间存在需要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自治主体与所有权主体的一致性，是自治有

效实现的基础，②问题是当何为所有权主体不能

实现清晰的法律表达和解释时，自治主体与所有

权主体的一致性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
《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集体所有

权行使的规定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

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部分事项的重合，③在一

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民自治组织的产权基础，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

织的混同。
在村民自治组织的制度实践中，村民自治的

空间与法律赋予村民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

有体现。通常情况下，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
兴办公益事业不会构成对村民自治空间的威胁，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政府职能和村民自治空

间，以及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兴办公益事业

时，村民自治组织如何参与，使政府履行职能和村

民自治能够各得其所。
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为村民自治提供了

基本规则。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不能有效实

施和执行的后果是“自治不能”。为实现自治的

目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

议、村务公开机制、村务监督机构等，为村民自治

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村民自治的空间如何能够得到清晰的界定，自治

机制的有效性如何能够得到增强。
自治章程的拘束力和村规民约的有效性是村

民自治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当自治章程缺乏拘

束力，自治组织内不同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因自

然条件、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等差异而使得村民

委员会的村规民约不能有效实施和适用时，应当

由村民小组或自然村根据不同情形制定并适用不

同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以使村规民约名副其

实，应当是村民自治的题中之意。村规民约在自

治组织内不能普遍适用，或与村民小组或自然村

的具体情况或需求相距甚远时，村民自治缺乏有

效的规则作为制度基础。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内

部缺乏自治机制的情况下，其公共事务由其他组

织代为决定和行使便难以避免。
基本上可以说，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

村民自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填补了人民公社解

体后乡村治理的真空，成为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另外，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之间事

实上的隶属关系，以及村民委员会这一层级的村

民自治组织与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之间事实上的隶

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旧体制的做法，特别

是在自治权与产权的关系上，政社合一的影响不

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既要进

一步实现村民委员会层级的村民自治，也要克服

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力所不及的空间，在维持村

民委员会架构的前提下，建立以村民小组或自然

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组织。

二、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

在一个村社共同体内部，集体经济的发育和

成长，能够为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提供动力和基

础，村民在处理和协商公共事务时较容易达成一

致意见，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自治组织与经

济组织属于性质不同的组织体。两者设立目的有

别，法律基础不同，其中所表达和体现的法律关系

也不同。即使在自治组织成员与经济组织成员重

合或大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其设立和存续也应当

适用不同的规则，而不能以经济组织的规则代替

自治组织的规则，或以自治组织的规则代替经济

组织的规则。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混同的法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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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8 条第 3 款。
付振奇:《村与组所有权: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产权基础》，《东南学术》2016 年第 2 期，第 88 － 94 页。
《物权法》第 59 条第 2 款、第 60 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8 条第 3 项、第 19 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4 条、

第 25 条。



果，是不同性质的组织体适用同类规则，或者不同

性质的规则的适用对象错误。
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与集体经济组织的

经济功能之间本来应该有基本的划分，但由于受

“政社合一”旧体制的影响，以及村民自治组织法

律制度赋予其较为广泛的经济功能，同时还由于

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都可以行使集体所

有权，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限

和划分在一些情形下变得模糊不清或合二为一，

村民自治组织的财产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也不

能区分或界定。如果说村民自治组织的财产是村

民集体所有的财产，①那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

产该如何区分? 村民的身份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

识别和界定?

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对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村民自

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区分的关键是成员权的区

分。区分村民自治组织成员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出发点，是不同性质的组织体的组成遵循不同

的基本规则和组织章程。
村民自治组织成员权的取得原因，在于其具

有村民资格。实践中，将户籍作为认定村民资格

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但已不是唯一的标准。②

由于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识别

村民资格的标准、取得村民资格的原因以及农村

居民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如国家公职人员退休

后回原籍，可以在其原籍的村民自治组织选举中

被村民推选为负责人。这意味着，该退休的公职

人员已成为这里的村民，其村民资格不是根据其

户籍来决定，也不是由他与村社共同体之间的产

权关系来决定，而是由于他与原籍具有天然的联

系，村民认可了其村民资格，他根据村民自治组织

的相关规则取得了村民资格。同样的道理，在同

一村社共同体内部，因外来人口的增加而使得村

社异质性增强，如因工作需要而在村社内部租住

的外来人口，他不具有这里的户籍，但这不妨碍他

成为这里的村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区非户籍

人口融入其居住的社区，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这些非户籍人口能否成为这里的村民自治组织的

成员，根据自治组织的章程来决定，而不是根据其

户籍来决定。③ 以户籍作为识别村民资格的主要

标准正失去其社会基础。④

成员权的本质是一种身份权。村民自治组织

的成员可能不是该村社共同体中的集体经济组织

的成员，他可以不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员，也可

以不拥有承包地，如新增人口不再取得承包地，但

这不影响他根据村民自治章程取得村民资格，参

与村民自治，根据村民自治章程履行相应义务。
同时，根据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自治组织成员可以

退出该组织，或在一些情形下丧失成员资格。
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识别或认定，应从集

体经济组织的演变和现状出发。农村改革后，新

的乡村治理体系取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体制，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乡村治

理体系的两大支柱，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重建集

体经济组织成为乡村治理和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

任务。重建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

一，是如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
长期以来，我们是以户籍为基本标准，来识别

或认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具有该集体经

济组织的户籍的村民，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享有成员权，其法律效果主要体现为取得承包地、
参与集体资产的分配。这种成员权制度在实践中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与其他规则相冲突而逐渐丧

失可操作性。在承包地取得上，“增人不增地，减

人不减地”的规则的实施，使得承包地的取得与

户籍之间已无必然联系。尽管在实践中局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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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力:《村民自治若干基本概念的法学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38 － 41 页。
同上注。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3 条第 2 款第 3 项的规定，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

举，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可以参加选举。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
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非本村户籍居民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和享有农村社区基
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吸纳非户籍居民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协商。建立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共同参与
的农村社区协调议事机制。”

如《上海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2010 年第 2 次修订) 第 7 条第 4 款规定:“已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原本村村
民，仍在本村居住或者工作，遵守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本人要求登记的，经村民
选举委员会确认，可以予以登记。”



的小调整时有发生，但新增人口不能取得承包地

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样，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推

行的成员固化，也使得以户籍为基本标准的成员

权取得规则失去其现实意义。尽管户籍对成员固

化具有重要影响，但成员的识别和认定还考虑了

其他因素。而且，成员固化意味着此后在该村社

共同体具有户籍的人可能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经

济组织的含义已发生变化。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

集合性概念。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的基础是

集体经济组织章程。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基于其

成员权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如土地股份合作社的

成员据其份额享有相应的收益权。在维持集体经

济组织封闭性的情形下，其成员财产权的转让或

继承受到限制的规则与市场交易规则和现代财产

权的基本规则不兼容而容易导致纠纷或冲突。承

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经济组织享有的财产权

的转让或继承，可避免这种纠纷或冲突，而且这种

财产权的受让人或继承人基于其受让或继承，取

得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享有了成员权，原

成员权消灭。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取得和消灭

的制度基础不同，村民自治组织的成员退出后，在

符合自治章程约定的情形下可以重新加入该村民

自治组织，但不存在这种身份的转让或继承问题。
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还在

于其组织结构的制度基础存在差异。
村民自治组织设立和存续的制度基础是村民

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① 与此不同，集体经济组

织乃根据相应的经济组织章程设立，如土地股份

合作社章程。在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股

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可以开展“政经分开”试

验的实践基础，在于这些经济组织有相应的组织

制度来支持，而且有些组织制度基本上具有了科

学的法理基础，这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

组织的区分成为可能。在未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地区，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体的混同，并不意

味着不能对其进行基本的区分，而在于制度安排

上村民自治组织与不同的财产权主体制度的混

同，②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都可行使农民集

体所有权，致使两者的区分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

碍。的确，村民自治组织有其自己的财产，但它与

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属于不同的范畴。无论是否

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区分村民自治组织的财

产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可以为两种不同性质

的组织体的区分提供一种途径，而这种区分仍然

需要回到成员权制度上来。
以不同的组织章程和成员权制度为基础，可

以基本实现区分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

目的。由不同组织体的不同性质所决定，村民自

治组织章程、村规民约与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指向

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或法律关系。村民自治共同

体自主决定和治理其公共事务，与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行使和处分财产权遵循不同的规则。村

民自治共同体的成长和发育，需要一定的财产为

基础，以实现其自主治理的目的，形成自主治理的

空间。其自治权的行使，在依据自治章程和村规

民约的同时，不得与国家法相冲突。③

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及其谋利倾向，

而致村民自治组织的主体独立性丧失和“村民的

不在场”。④ 同时，村民自治组织的设立和运行机

制也缺乏有效的保障其独立性的规则。为克服村

民自治组织缺乏独立性的问题，需要探索如何构

建与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功能相适应的主体制度，

并建立其相应的责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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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7 条第 1 款的规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制定和修改，但一些地
方法规规章却将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变更为村民委员会。高其才:《通过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从地方法规规章角度
的观察》，《政法论坛》2016 年第 2 期，第 12 － 23 页。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4 条。
如不同地区的村规民约，大多有关于罚款的约定，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具有罚款的职能，可以行使

罚款权。对这类约定的解释，应置于具体的适用环境中。从形式上说，当村民违反约定而致自治组织对其施以罚款，但
实际上罚款的实质是一种民事赔偿，如对砍伐树木、乱倒垃圾等施以罚款。

章荣君:《从精英主政到协商治理: 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5 年第 5 期，第 74 － 77 页; 田
雄、王伯承:《单边委托与模糊治理———基于乡村社会的混合关系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第 64 － 73 页。



三、村民自治组织结构的调整

在区分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

上，需要着眼于不同层级的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

关系以及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的

调整。
无论是以建制村为单元推行村民自治，还是

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推行村民自治，

应从具体情形出发。建制村、村民小组和自然村

之间存在不同的结构，它们的组成情况也千差万

别，这使得它们的公共事务既有共同之处，也会存

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即有的公共事务可能涉及整

个建制村，而有的公共事务可能仅涉及其中的部

分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这意味着，在村社共同体

的公共事务存在差异的情形下，可以进一步探索

村民自治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元的村社共同体的

村民自治，具有地缘和血缘的优势。以地缘和血

缘为基础的村社共同体的形成，一般经历了一个

长期的过程。在村社共同体内部，村民之间因公

共事务而协商和行动，其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这

是通过行政力量而形成的由若干村民小组或自然

村组成的村民共同体所不具有的优势。这样说不

是在强调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优势后否定村民委

员会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是希望在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框架内进一步明确村民小组或自然

村的法律地位，实现不同层级的村民自治组织的

自主性和独立性，保障其能够根据法律规定享有

与其公共事务相适应的自治范围和空间。
在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框架下，村民小

组或自然村根据本组或本自然村的风俗习惯和需

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而制定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

约，由于具有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其

效力能得到更好的体现。近年来，以村民小组或

自然村为单元的村民自治的实践表明，在明确各

自的自治范围和空间的前提下，它们能够与村民

委员会和谐共处。①

村民委员会与其分设的村民小组之间在公共

事务方面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明显。在同一村民委

员会自治组织范围内，不同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

需要处理的公共事务会有差异，在一个自然村包

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村民小组的情形下，不同的村

民小组所关注的事项也可能存在差别。不同层级

的村民自治组织，虽然其大小或规模不同，但从村

民自治的本质来说，不应当将其设立为具有隶属

关系的高低不同的组织体。不同层级的村社共同

体自治的前提之一，是以划分与其相对应的公共

事务为基础，构建多元化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和

村民自治主体制度。
另外，农村社区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实践

中村民自治组织成员权规则的重建，要求村民自

治组织应当具有开放性。封闭的村民自治组织既

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不能实现

村民自治的目的。
面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以及

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离，如何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政府管理与村民

自治的关系，也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政府在农村的

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已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条件

的变化。笔者的社会调查表明，村财镇管影响了

效率，而将村级的公共工程纳入镇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招投标，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实际支出。强调

村民自治是村民对其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不是

对政府管理的排斥和削弱，而是在尊重村民意愿

的基础上，使村民自治成为国家乡村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成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石。
从村民自治组织完成基层政府的行政任务的

角度来说，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观点也许是能

够成立的。问题在于，基层政府基于法律规定进

行乡村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本来是其职责所在。
基层政府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后果，则构成不作

为。村民自治不是意味着政府从乡村退出，而是

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村社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的范

围。因此，应当通过制定基本规则，明确哪些公共

事务由政府提供和支持，而哪些公共事务则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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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郝亚光、徐勇:《让自治落地: 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单元的划分标准》，《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9 期，第 52 － 56 页;
李超主编:《乡村治理新探索———大理州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试点工作的实践与探讨》，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4 － 74 页。



通过村民自治来解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村民

自治之间不是对立关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紧张和对立，但这种紧张和对立可以通过

事权的划分来解决。村民的地方性知识和公共资

源是村民在长期实践和相互交往中积累的，是解

决其公共事务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些地方性知识

和公共资源不仅是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基

础，也可以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地方性的非正

式制度的支持。

四、结论

自治和管制属于不同的范畴。管制因素太多

将导致自治空间的收缩，而以自治之名行管制之

实，则会导致自治组织缺乏活力，以及自治组织和

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农民基本上退出公

共事务空间，①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未能解决好自

治和管制的关系。基于此，应调整自治组织和基

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
实践表明，在很多情形下，基层政府的支持、指导

和协助等行为不能通过法律关系得到清晰的表

达。村务应公开而未公开的情形发生时，村民可

以向基层政府反映，也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基本任务是: 进一步规范基

层政府、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清晰的法律表达来体现，

以促进乡村治理秩序的良性发展，以及村社共同

体自治空间的发育和成长。
以公共事务自治为基本特征的自主治理，②

无论是村民委员会，还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村

民小组或自然村层级的村民自治组织，属于村社

共同体成员的自治，它与具有地方政权性质的民

族区域自治不同。为适应乡村治理的要求和农村

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应适时修改《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基层

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共事务的划分。其中的

核心问题是，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由村民自

治组织承担的事项，属于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

织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且这种委托关系应当可以

通过清晰的法律表达来体现。
正如现行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赋予了村民委

员会自主性和独立性，③将来的村民自治法律制

度应当赋予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与其公共事务相适

应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确立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

组或自然村层级的自治组织之间事权划分的基本

原则，不再将村民小组作为村民委员会分设的村

民组织，明确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具有独立的法律

地位，重建不同层级的村民自治组织主体制度，建

立村民自治组织的责任能力制度。

( 责任编辑: 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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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抑或“单元上移”》，《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12 期，第 107 － 110 页。
李文钊、张黎黎:《村民自治: 集体行动、制度变迁与公共精神———贵州省习水县赶场坡村组自治的个案研究》，

《管理世界》2008 年第 10 期，第 64 － 74 页。
殷冬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实践海外研究的跟踪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10 期，第 73

－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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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约翰·B． 汤普森通过对现代西方意识形态三种形式的分析，认为关于意识形

态产生和运行的宏大叙事理论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已成为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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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播理论、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文化传媒化场域较系统地解析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汤普森现代文化理论对信息社会的大众文化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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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B． 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1940—)

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传媒研究专家，其在《意

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以文化社会学为理论视

角，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根

据大众传播的发展重新思考现代文化与意识形态

的关系。他开创性地提出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观

点，并以象征形式为研究焦点，运用深度解释学方

法分析了信息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

形态性质。

一、意识形态的演变

为了准确把握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汤

普森首先分析了现代意识形态的三种形式及其

嬗变。
其一是关于文化转型的宏大叙事理论，这是他

基于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总结得来的。马克思和

韦伯都认识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传

统价值和文化转型之间的关联。“社会生活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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