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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在乡村社会运作困境的成因与破解
——— 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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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角度去看待国家法无法融入乡村社会这一问题，就可以发现其内在原因是司
法权力具有消极性质，它无法自上而下地直接渗入个人； 外在原因则是国家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以调解为中
心”的制度以及当国家法运用到个人的时候会被地方性权威所消解。因此，通过将法治目标与中国国情结合
起来，树立司法权威，让个人明确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并且在制度设计中支持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可能成为
破解国家法无法真正渗入个人的一个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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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and Ｒesolution of Dilemma of Operating National Law in Ｒural Soce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Ｒ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Nation
LI Qing
（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Soochow University，Suzhou，Jiangsu 215006；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63，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individuals，we can find why
the national law cannot blend in the rural soceity． The inner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l power have
negative nature and cannot have direct effect on individuals，and the external reason is that the country’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s the system of “focusing on the mediation”，and when applied
to individuals，the national law will be dispelled by the local authority． Combining the target of law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setting up the judicial authority，clarifying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personal boundaries，supporting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the system design could
be a path to resolut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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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法与乡村社会始终无法交融在一起这一困境引起了广泛的探究。 苏力以费孝通的“熟人社
会”
中的人际关系为研究起点，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法在乡村社会的运作过程中遇到的
［1］（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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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困境。国家法无法嵌入乡村社会这一困境 ，其原因不能仅仅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 ”的区分
来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在中西方历史演变的历程不同 ，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性质
的不同才是其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

一、国家法在乡村社会无法嵌入的内在原因———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视角
现代法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从基督教世界派生出来的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 》一书中，他把欧
洲现代法律的传统追溯到教皇格里高利宗教改革的时期，“其目的旨在清除教会中各种封建影响和地
［2］（ P106）

方影响……教会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 ”，
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现代
的法律传统基本得以形成。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并不是源于经济基础性质的改变 ，而是由于宗教改革
的影响，注入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种种因素，从而使得西方的法律与古代野蛮落后的法律形式分道
扬镳。泰利在《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书中，用商人革命的方式来概括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动因。
［3］（ P632）

因为商人拥有了大量财富，在他有了经济地位之后，他也试图获得政治地位，法律地位。

政治平等
在远离一切先前已充当了西方社会中平等价值观之基础的自由主义或基督教的表象的情况下 ，建立了
［4］（ P3）

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理论在法国革命中的运用也打破了中世纪个人直接面对
领主或者行业协会，并不直接面对国家这一社会现状，建立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美法革命的实
践以洛克、霍姆斯、卢梭等的社会契约论理论作为立宪和立国的基础 ，以规则为导向，让个人直接面对国
家，确立宪法的崇高地位。在这里，个人对宪法的忠诚，而非对国家或者领袖的忠诚，是法治观念的首要
因素，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法治目标是以西方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为蓝本的 ，但是中国的基本情况和该观念却并没有
交融得很好。在中国历史中，国家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清末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而演变来的副产品 。 在此
［5］（ P168）

之前，古人认为，皇权统治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只有天下并没有
一统的时候才存在着“国”这一称呼，例如五代十国。 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天下一统是常态； 统
一的天下只有朝代的传承，而非后期国家概念下的传承———一定的疆土，一定的人民，一定的主权。 现
代所称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并非是天经地义的。 在古代中国，不是个人与国家的关
系，而是个人与王权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与其所在的家族 、宗族村庄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提出是
在清朝末年被动现代化之后的观念 。
毛泽东曾经对中国的历史用一句话做了精辟的总结： “百代皆行秦政制。”我国传统社会的形成，可
以从秦以后开始考查。从秦朝开始实行郡县制，皇权不下县，皇权通过管理正式的官吏来治理国家 。但
是，我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朝廷的官吏必须依靠当地士绅的帮助管理当地 。因此，无论是以瞿同祖为
［6］（ P283 － 288）
代表的国家———士绅的“乡村模式”的解读，
还是黄宗智“国家、士绅、村庄 ”三个方面的三角
［7］

［8］（ P188 － 189）

结构分析模式， 抑或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 ”的解释框架，
其理论前
提都显示着个人并不直接面对国家 ，而是个人———村庄 （ 宗族或者家族 ） ———士绅———国家。尤其是清
末以后，由于国家意义上正式权力的衰弱导致士绅权力的加强 。个人并未直接面对国家的权力，往往面
对的是地方上的精英阶层。考查中国古代的律法，其中对“礼 ”的看重，同时也意味着欠缺一个重要的
品格： 古代法律缺乏对个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观和正义观 ，任何事关法律与正义的问题都能够转化成人
［9］（ P347 － 354）
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衡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了更好地对国家和个人进行改造 ，政党通过其代理人在基层的运作将国家
的正式权力逐渐渗透到个人。其方式主要包括村一级的土改，案件的公审等等，让个人感受到了国家正
式权力的威慑。这种权力对个人的渗透，其方式和目标都是行政性的。对案件的公审，尽管其行使的是
司法权力，但是却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群众对行使中的司法权力的认知和感受和对行政权力的认知
和感受一致。这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行政权力。这种改变是自
上而下地一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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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针对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法治概念、内涵和国家法体系与制度无法嵌入乡村社会个人的生
活当中这一问题，其内在原因在于西方与中国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不同和司法权力就其本质具有消极
性质。西方的法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历史进程 ，让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因此，适用国家法去约束个
人行为成为其必然选择。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则是运用国家的力量去摧毁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在
这场革命中，要使用权力的力量将国家权威自上而下地去穿透 、渗入到个人。 如果这种权力是行政权
力，或许可以成功。而与行政权力的性质不同的司法权力 ，则很难做到。 毕竟，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一
个最大的差别是，行政权力是积极的，其使用往往只需要国家的主动； 而司法权力是相对而言比较消极
的权力，司法权力的运用很大程度上需要个人的主动 ，这种权力无法强势的去渗透到个人 。由此导致的
结果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个人对传统习俗、行政权力更为熟悉，而对司法规则更为陌生的时候，并不
会主动地去启动司法，相反往往会排除司法的适用。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行政的指标化、惩罚化和行
政目标对司法功能的从制度安排上覆盖 、替代和排除司法的适用既可以达到官吏考核的要求 ，又能更加
迅速地解决纠纷。两者在目标和功能上达成了共识，因此在乡村社会，国家法往往成为被遗忘的存在。

二、乡村社会法律适用不良的外在消解因素
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从个人直面行会 （ 行业规范） 、村庄（ 乡规民约） 到个人直面国家的过程。 权力也
是从基层组织直接集中到国家。在实践上，行政权力下沉到基层并不必然带来法律在基层的良好适用 ，
可能存在两方面的考量。第一，行政权力的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以此为导
向，而并非严格的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效果并不好 。第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运
用司法手段来解决并没有激励因素和能动性 。第三，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并不完全一致。 相对于行政
权力的积极性，司法权力是比较消极的。需要当事人自己去启动它。从理论上讲，国家法律对个人行为
的事前指导和事后救济能够抵达公正 。但是，直接适用法条得到的书面上的公正和法律运行之后的实
践中的公正往往并不能达成一致 。有什么因素影响并可能造成这种不一致呢 ？ 往往是很多因素对法律
适用的消解，不适用法律会导致当事人一方过得更好 ，当事人做出了为了过得更好，由此排除法律适用
的选择。在实践中，国家法在直达个人方面遇到的消解因素从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来概括起来主要有 ：
1． 从个人的层面
（ 1） 伦理规则对个人的约束。在宗族势力比较强的地方，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更多的适用伦理
规则，或者将伦理规则和法律规则混淆适用 。伦理规则和法律规则相比较，伦理规则在个人的主体性预
设中考虑到了情感的因素，而法律规则对个人的主体性预设中则并不考虑情感的因素 。 而在宗族势力
比较强的地方，由亲缘关系带来交往是长期的、具有情感性的。因此，通过法律规则所得到的正义是即
时的，一次性的； 而伦理规则所得到的正义，则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和具有感情因素的 ，伦理规则在这种共
同体中会适用得更好。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存在着一些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村落 ，例如较多客家文化
传统的村落，伦理规则对个人具有较大的约束力 。例如在 J 省 L 区城郊的 Y 自然村，发生赔偿纠纷的时
候，如果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那么在赔偿方面和没出五服的亲戚相比要少得多 。
（ 2） 个人在人际交往中的面子、人情对法律适用的消解。 在乡村社会，面子、人情处理事件有时候
比法律的适用更加地高效、有用，且更易于得到认可。在中国基层的人际交往中，人情往往是可以得到
流通和交换的。一方面，要考虑到时间的因素，想要在这个集体和环境中长期地生活下去，必然不可能
完全不考虑人情的使用和交换。发生纠纷的时候，既想妥善地解决纠纷，又不想得罪人，最好的办法就
是找一个在这个小集体中有“面子”的人从中说和。① 这种说“和”的要求是既要解决纠纷，又要兼顾感
情。如果直接适用法律规则，那么无法兼顾情和理。因此，“说和 ”的过程往往是，有本土习惯优先适用
①

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解决纠纷”或者“主张权利”，而是从中说“和”，这个“和”字其实表明了当事人的心态和目的。带着这

种心态和目的，当事人之间几乎不会想到适用必须激烈对抗的法庭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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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习惯，无习惯的则大家通过商议的方法来解决 。另一方面，在乡村社会，拥有人情面子的个体也
愿意去解决好这种纠纷，因为存在着相应的激励因素。拥有人情面子的个体，解决好了纠纷反过来又可
以让他更加有面子，更加能够树立在乡村社会的权威。这种权威既可以通过个人威信庇护自己的家庭
成员，又可以在分配集体的资源和利益的时候拥有话语权 。个体的人情和面子通过这种良性循环在小
集体中具有了公共性的功能，而不仅仅是私人性质的交往。人情和面子模糊了乡村社会的公域和私域 ，
同时也消解掉法律适用的环境、消解了权利。
（ 3） 个人为了利益进行的反法律规则行为。 在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存在着个人为了利
益反法律规则的情形。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是农村村民相邻权关系和廉租房使用权买卖关系 。 对 J 省
某自然村的社会调查中发现的农村村民相邻权关系的例子 ： 该自然村是一个城中村，之前村里对相邻权
问题使用传统规则去解决———“天下路天下人走 ”———建造、修缮房屋的时候都是免费适用邻居家的
路。从来没有“买路钱”这一说法。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建造房屋，还是平常路过，只要从自家房屋门口
过，都要求隔壁邻居交买路钱，不给不让过。大家虽然觉得无奈，最后还是都给了。时间长了，就在本村
形成了默认的规则。对这一情况，无论是根据以前本村的老习惯，还是根据《物权法 》第八十八条关于
相邻权的规定都是不应该交钱。① 依照法律的规定，如上情形必须提供必要的便利，不应当收钱。 在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一人进行反法律规则的行为收益而没有受到法律矫正 ，那么，众人就会纷纷如此
行为，长此则会形成反法律的规则。
在调查中还发现另一个反法律规则的典型情形 ，就是廉租房使用权的买卖： 还是上面的那个城中
村，有些村民因为土地被征收，家中的后辈因为身体残疾或者家庭人口过多的原因 ，得到了政府的廉租
房。有些人就将廉租房使用权的那个证书进行买卖 ，一般行价在三到四万元之间。在访谈中问道，这种
买卖是非法的，你为什么还卖出去呢？ 村民回答，大家都是这么卖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法不责众嘛。在
这里，我们发现，个体很容易地把自己归入了众人这一类 ，也很清晰地认识到，国家没有意愿去对众人违
法的事情进行责罚。不管这种“众”是代表真正民意的多数的“众”，还是“乌合之众”。
［10］（ P36）
《中华人民共和国
（ 4） 身份的复活。梁治平认为，现代法律的发展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是对个人法律地位的规定，也展

现了每个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乡村基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却出现了身份的复活 。尽管按
照规定，农村集体成员享有平等的成员权 ，但是在小集体本身，集体成员却被人为地划分出阶层，属于不
同阶层的人，在村集体资源分配的时候拥有不同的权利 。 以 Y 村为例，处于城郊的 Y 村随着时间的流
逝，宅基地不足以支撑现有的人口适用 ，因此出现了填池塘做房子的情况。 对于填池塘多出来的土地，
利用什么规则去分配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并没有得到适用。 在访谈中发现，
村民经常提到，尖子社员这种说法，尖子社员在购买和利用村集体土地中拥有优先权。 在该村庄中，不
仅行政代理人———村干部拥有较普通村民更加高的身份 ，而且普通社员也被分为三六九等，对身份划分
的默认和资源的分配也是直接相关的 。
个人权利的扩张和滥用。在调研中发现，存在着诸如《关于要求核减我办赴京上访人次的请示 》、
《矛盾纠纷专项排解活动工作月报表》、《关于开展维稳及和谐平安创建工作督察的通知 》等关于考核指
标化和惩罚化的文件。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下，对基层干部的考核方式多以指标化和惩罚化为主 。
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律的适用 ，导致乡村社会基层百姓权利的扩张和权利的滥用。 面对义务的时
候，个体首先想到的是义务的克减，责任的减履，权利的扩张。“闹和上访 ”成为个人的常态，以干部考
核责任为威胁，不断地讨价还价。其中以“医闹”和“刑闹 ”最为典型。 尤其是在之前几年，法院尚未建
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时候。犯罪人亲属不懂、也不想去懂法律的情况下，固执认为刑事审判和处罚不公
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
① 《物权法》第八十八条： 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
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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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不断地去闹。例如，Y 村的一户农户，母子相依为命多年，儿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徒刑，且判决生
效，已经在执行。其母硬是认为判决不公，整天去北京上访，北京方面要求基层政府接回。 后历经多次
讨价还价，政府与该人以赔偿 30 万达成协议，换取其不再上访。
2． 从国家层面来说，对国家法无法嵌入个人的消解因素主要有
（ 1） 国家对司法的不重视，司法缺乏权威和公信力。我国目前从体制的配置上来说，每一个机构和
单位都使用一定的行政级别来衡量 ，而行政级别和资源的分配、机构的独立性息息相关的。法院在体制
的整体结构中地位不高，所以，其在整个体制所分享的资源和独立性有限 。法院地位的不高使得司法在
中国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国情下，个人对司法的不尊重成为必然。 法院独立性的有限，使得行
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导致司法缺乏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例如，在访谈过程中，一位基层政府的司法调
解员下意识说的话就充分证明了个人思想中行政优越于司法 ，行政应该领导司法的观念是在大家的潜
意识当中。“人民法庭在我们地盘上，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我们协助，一般都会遵照我们的意见的。”
信访机制的存在对法治的消解。信访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民对领导的重视和领导的
批示超过对司法的信心这一国情上 。在调查中发现，当事人遇到纠纷，第一反应是去越级上访，而非进
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信访制度让个人确实能够直面国家行政权力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通过信访得
到的批示是这一行动逻辑具有随意性而不具有规则性 ，这种随意性往往还会破环社会中本来形成的规
则性。另一方面，如果一旦信访人的诉求得到回应，这种回应又能带来极大的利益。 对于当事人来说，
对利益的偏好会远远大于对规则的偏好 。因此，信访机制从理论上消解了司法制度，从实践上来说，也
消解了人民对于遵守规则的偏好 。
（ 2） 大调解机制的存在。目前，我国从制度设计上，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
调解机制。即使案件进入了法院的审判程序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调解仍然是贯彻审判的始终。这种
审判方式被称之为“以调解为中心的审判”。因此，现有的制度设计是鼓励调解而忽视审判的 。 这种制
度设计的存在其实和我国目前所提出的法治目标是相悖的 。

三、国家法在乡村社会运作困境的破解之道
尽管解放初期，新型的行政权力对中国传统的礼法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但是，这种自上而
下的社会改造无法真正适应以公民社会 、尊重司法权威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 国家法在乡村社会运作
困境的内在原因和外在表现其本质上都是我国移植过来的具有现代性的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的礼法社
会之间无法真正融合。要解决国家法与社会的融合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去考虑：
1． 从国家层面来考虑
（ 1） 通过司法去行政化树立司法权威 ，建立司法公信力。 一方面，当社会法治和社会治理目标不一
致的时候，应该是法治优先，尊重规则，而不是行政权力优先。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和司法权
不分的情况区分开来。司法应该去行政化，让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 这种司法去行政化，不仅
仅是消除行政干预司法的因素，还必须让司法系统内部结构也能够去行政化 。 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的
省高院的垂直管理，可能能够解决行政干预司法的问题 ，但是同样也会带来司法系统内部的司法行政化
问题。
（ 2） 尊重现行国情，将法治目标和国情结合起来。 首先，对于乡村社会的国家行政代理人、宗族代
理人、村庄精英可以将他们吸纳到司法程序中来 ，建立类似于英美法中的治安法官制度 。这些人的存在
可以消解司法在基层适用过程中的水土不服 ，人情化的社会和契约型的法律不合拍的问题。 情感成为
解决纠纷的润滑剂，能较好的实现法治和社会治理。 其次，习惯的运用。 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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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涉及到习惯和惯例的表述，往往和“国际”、“少数民族 ”勾连在一起。① 对于非少数民族民间的一些
习惯，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正式的身份和地位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由时间的积累、观念的统一的习惯对
于个体所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不分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 。 台湾的民法第一条规定： 有法律
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从法律上充分给予了习惯相应的法律地位 。法律的存在和适用
本身就是为了追求个体和个案的公平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台湾民法的规定，对习惯———尤其是对于代
表民意的习惯———国家给其一个正式的地位。国家对具有民意基础的习惯进行吸纳、改造和运用往往
更能达到社会法治和社会治理的双重目的 。
2． 从个人层面来考虑
（ 1） 通过普及法律，明确个人权利的内容和边界。 尽管我国搞了很多年的普法运动，各大媒体，地
方媒体都有法治栏目。但是，百姓对法律还是未能准确地理解和自愿地适用 。在社会调查中发现，百姓
对于法律规范的范围和道德规范的范围区分并不清楚 。而基层政府的司法中心所作的人民调解，当事
人往往对其权利义务如何并不明晰 ，来要求调解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出一口气 ，并不是真正想要法律赋
予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例如调查中一个纠纷就是 A 家开了个板材店，不久后 B 家在其隔壁也开了家板
材店，A 家认为 B 家抢了其生意，对骂不果，向基层政府的司法中心要求调解。最后，司法中心的人民调
解员，无奈之下做出调解书，“各做各的生意，不许再吵闹”。
（ 2） 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支持公民权利保护 。在调查中发现，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违法成本很低、
维权成本很高”。只有能消耗得起其时间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的当事人才会愿意去维权 。 因此，如何能
够更好地减少个人的维权成本，这成为以后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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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北大法宝对法条进行检索，涉及到习惯和惯例的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009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2015 修正》第一百九十条 依
①

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2013 修
正）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消费者
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2015
修正）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本行政区域内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2015 修正） 第四十三条 少数民族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时，有关部门应当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
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