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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及其对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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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遗产、俄国村社制度历史演进的初步梳理发现，村社制度自中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前在俄国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1649 年实施的农奴制强化了村社制度，使村社兼具成员自治组织

和国家基层组织的双重属性; 1861 年农民革命使村社制度走向官方机制化，共同体属性被明显削弱。1906 年斯托

雷平改革强制农民迁出村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加速村社制度的瓦解，造成农民严重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俄国村

社制度变迁带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顺应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有效利用村庄共

同体制度遗产发展集体经济，是引领弱势农户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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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避免贫富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1980 年改

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

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①。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期，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飞跃”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 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并指出“这是很长的过程”②。在以后的党中央有关文件中，一直坚持强调发展

集体经济③。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

式创新。同时明确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具体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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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鉴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改革

开放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学术界和社会上仍然

存在着简单地将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划等号、把发展集体经济视同重回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化

老路的模糊看法与认识。因此，解放思想，深化理论研究，拓展视野，探究集体经济本源性的传统和制

度基础，以史为鉴很有必要。
追溯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发现，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遗产，与其关

系最为密切的村社制度曾经在很多国家长期存在过，并一度占据农村社会的主要组织形态，其中以俄

国农村的村社制度最为典型，村社制度在俄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曾在中世纪后到现代化初夜呈现

出超稳定的状态。本文试图从俄国村社制度基本特征的梳理入手，分析其生存土壤，梳理和解析村社

制度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演变，最终走向瓦解的过程及背后的原因，最后提出对我国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集体经济的启示。

二、俄国村社制度的基本特征

村社( 全称为“农村公社”，又称“公社”“米尔”①，通常称为“村社”) 曾是俄罗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

形式，村社制度并不是俄国的独创和独有，但是在欧洲，没有那个国家像俄国那样，村社制度覆盖全国

并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成为了俄国农村源远流长的基本社会结构，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俄国村社制度是中世纪后自发形成的，并在 19 世纪中叶前的俄国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村社最

初是由生活在同一区域、共同拥有土地的一个或几个村落的农民为着共同的利益，自我结成的自治的

社会联盟。农民结成村社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制，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相互帮助、协作生产，共同开展宗

教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并建立自我法庭、维持村社治安和社会秩序，对外共同承担国家税收、
自卫安全，农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村社的成员，一生在村社中度过②。

村社的土地由成员共同拥有，依据内部约定俗成的惯例在成员中定期平均分配，强调平均主义，好

地、坏地均平均分摊，在实行三圃制的地方，每个地段强调要分为三块。各成员家庭按照所占有的份地

比例承担相应的赋役，村社成员之间承担连带责任③。村社分为村级和乡级两级，其中乡级村社在 1649
年农民完全农奴化后就不再存在④。

村社组织具有自然经济下的“宗法式团体”属性⑤，村社管理分为两个层面，“立法”层面是由村内

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的“长老会议”制度，是村社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准则的制定者。日常生产生活管

理层面的最高权利机构是村会，由村内各户家长组成。村内涉及重大事务由家长制民主和长老制民主

的方式集体决定。但是长老会议在多数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村长经村社大会决定或选举产生，执行

政府行政当局的意志⑥。村社决策实行的民主是典型的“家长式民主”，它是建立在家庭成员对户主的

绝对服从基础上; 村社平等是同等级成员间的平均主义，村社文化是一种权威崇拜的共同体文化，强调

爱护集体，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及个人的利益。按照与村庄的关系，村社通常分为三类，一类是与村

621

东岳论丛 Jul．，2018 Vol． 39 No． 7 2018 年7 月( 第39 卷 / 第7 期) ( Dong Yue Tribune)

①

②

③

⑤

⑥

“米尔”除了表示公社以外，还有“世界”“民众”“安宁”和“和睦”等含义，“公社”的含义即出自于此。参见［俄］米

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 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 上) ，张广翔等译，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45 － 446 页。

④［俄］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 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 上) ，张广翔等译，济南: 山东大

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44 － 448 页，第 446 页。
李典军:《苏联农政模式研究》，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9 － 20 页。
金雁:《村社制度、俄国传统与十月革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年第 3 期。
张广翔:《俄国村社制度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庄重合的普通村社、通常在 500 人以内; 另一类是几个村庄结合为一体成立的组合式村社; 还有一类是

一个村庄分为几个村社的分离式村社。其中大部分是第一种类型①。因此，在传统农民社会的村社制

度下，农民与村社的关系是成员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它与现代社会中，建立在独立自主个体基础上

的、自愿联合的合作社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17 世纪农奴制的全面确立强化了村社制度

有学者认为，村社制度在俄罗斯历史上曾长盛不衰，与其长期的农奴制关系密切②。1649 年，沙皇

通过颁布《法律大全》，在俄国全境确立了农奴制，农奴制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它所在的土地及其土地的

主人上。农民对自己的主人承担劳役、代役租、或者混合赋役，以及国家的劳役，并替其主人偿还债务，

其人身、财产和司法绝对由其主人支配。当时根据土地的所有者类型，俄国农民被分为“领主农民”“教会

农民”“国家农民”和“宫廷农民”等四种类型，并由此形成了私人农奴制、集体农奴制和国家农奴制等多种

形式。根据 1678 年的统计，67%的农民属于领主和贵族，13%属于教会，宫廷农民和国家农民约占 20%③。
在农奴制下，农民与农奴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有下列主要特征: 一是农民对其主人( 包括国家、

贵族、领主、宫廷、教会) 超经济的人身依附; 二是农民被固定在居住地，没有自由迁徙权; 三是农民被固

定于某个身份等级，不能自由变更; 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和民事行为权利受到限制; 五是农民择业权

受到限制; 六是农民无社会保障，完全依赖于他主人。而农奴主在奴役农民的同时，有义务为农民提供

各种形式的监护，包括生产方面的提供贷款、农具，防灾，以及生活方面的照顾老人病人、教育，和对外

防止警察欺压、法庭保护等④。
其中，村社制度直接关联的是集体农奴制，其基本特征是以村社为载体，土地名义归沙皇所有，但

实际使用权归村社拥有，由村社负责定期向村社内的农民调整和分配土地，并统一安排农作物轮作制

度以及农民的劳动时间。不仅如此，村社还拥有其他方面的广泛权力，如农民的宗教生活、行为规范、
惩罚犯罪等。

17 世纪末以前，村社制度构成了俄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组织基础，村社既是成员的自治组织，又是国

家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基层组织，服务于国家，具有官方职能，因为当时国家受财力不足等因素制约，无

力在社社一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机构，因此委托村社行使有关职能。
18 － 19 世纪上半叶，村社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迫于政府行政部门和地主阶层的压力，村社的官方

色彩日趋浓重，被逐步纳入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来。国家和地主对村社制度的认同，也使村社自

我形成的习惯法制度具有了合法地位。村社由此成为拥有世袭领地、兼具同时遵循国家法和村社习惯

法的综合性团体组织的性质。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村社得以满足国家、地主和农民多方的基本利益诉

求。农村的社会制度也由此逐渐统一于村与社相重叠的重合型村社。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政

府强制性行为造成的，而是村庄与政府之间反复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是村社制度纳入国家体制、
正式合法化后，国家强化了村社的警察职能。但是不管怎样，政府对于村社的二元属性的区分是明确

的，对于作为非官方的农民土地联盟的村社，政府并不干涉其内部生活; 而对于作为官方行政单位的村

庄，政府要求村社履行治安和税收等职责⑤。
到 19 世纪中叶，村社制度达到鼎盛发展时期。村社的组织功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具

体地，在政治方面，村社扮演准政府的财政税收、立法司法和警察功能，如分配和征收国家和地方赋役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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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内部农民之间的民事案件或刑事犯罪都由习惯法进行，村社内农民承担连环保责任，包括要为罪犯

负责，连环保制度将村社内部的农民紧紧拴在了一起。在领主、国家、教会等面前，村社代表和维护个

体农民和整个村社的利益。在经济方面，主要是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村社负责在村社内部农

户间分配国家和领主的农地，农户只拥有土地的临时使用权，如前面所述，各村社根据本社的自然状况

自我选择农作物轮作制，并决定农户干农活的起始时间，村社内所有农户都需遵守统一的轮作制，如果

有个别农户破坏村社制定的统一生产秩序，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遭遇颗粒无收的威胁。在社会方面，

维护村庄秩序、提供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公共品服务及对老弱病残群体提供社会保护和社会救济等

职能、组织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等①。
村社在向农民分配国家或领主的土地时，各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多

数村社实行分地制度，分地形式有重分和部分重分，通常只是部分重分，并且重分的地块只集中在耕

地，庭院地一般不重分。也有少数地区村社实行土地不再分制度。如在依据习惯法的俄罗斯地区规

定，每位年满 18 岁的男子都可以从村社得到自己的份地。结婚后，其份地增加一倍，但生儿育女后不再

增加。在那些世袭领地的村社中，还允许买卖土地，但土地交易只能在村社成员之间进行，并且需要征

得村社的同意。但在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早在 18 世纪，那些单户村社已基

本完成了向个人或单个农户长期占有和使用耕地制度的过渡。村社虽然拥有土地，但无重分制度，保

持农民家庭经营土地的稳定性。可耕地由村社进行分配后，可以继承。村社年度的税额也按照农户土

地份额分摊。这些村社的职能与俄罗斯重分式村社的职能相同，担负着组织农民日常生活的重任。但

却有着与俄罗斯迥然不同的价值体系，更崇尚个人主义，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很弱②。
1838 － 1843 年政府实行改革，将村社组织作为一级自治的经济—行政单位，村社具有了法人资格，

村社成员也由此变成公民，村社的官方和半官方机制统一化，既为国家服务，也为农民利益服务。村社

大会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最高机关，村社长官被赋予了公职职位，村社被称为“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大会

被赋予代议制性质，由农民代表对重大事项进行议事、决策。过去村社内所有农民家庭的户主参加全

体农民大会的惯例被取消，但是在土地重分、选举村社领导人时，该制度仍然被保留下来③。
不管怎样，政府的改革因农民缺乏积极性而大打折扣，政府试图彻底摧毁传统的村社体制的目标

没有实现，传统的村社体制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运作照旧。政府的介入仍旧仅限于行政与税收

事务，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

四、1861 年农民革命使村社制度走向官方化

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改革，颁布农民解放宣言等一系列法律，废除农奴制。农民不再是

地主的私有财产，成为“自由人”，拥有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包括自由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婚姻等，但

是法律留下一个尾巴，规定很多项个人权利的实现要经村社的决定同意方可实现，并且对于那些不是

户主的农民而言，还要得到户主的同意。以农民迁居城市为例，须经村社、户主对其税款、品行进行考

核，同意批准后，由地方行政机关发放身份证，同时还要经过城市的小市民团体同意接受，农民最终才

可以成为小市民，同时必须放弃自己对村社土地的权利。因此，农民仍旧是依附于村社集体的个体，而

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公民个体。但是改革带来了根本性变化，村社组织的官方机制得以强化并占据主

导地位，而其共同体的组织机制被明显弱化。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政府对村社的控制逐步加强，村社

大会各项重大事务的决策必须得到当局的确认，村社被更名为农村行政区，而其经济功能被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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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被正式视为纯粹的经济单位①，它标志着传统农民社会共同体属性的农村公社正式瓦解，走向市

民社会下政经分离、各自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活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村社组织的分化加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

同的局面。在那些人口规模增长迅速的村社中，人均耕地明显下降，农民缺少土地的现象严重，导致土

地价格上涨，出现单户村社转为重分型村社的现象，并且村社土地重分原则从改革前的以农户或家庭

为单位，改为以人或劳动力为单位，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在那些工业化的省份中，村社

土地制度变迁出现了与前相反的情形: 由于农民的收入来源从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产业为主、农业为辅，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降，重分型村社转向非重分型村社，即农民家庭占有的土地保持稳定、不再调整

改变。从国家的法律看，是支持后者，强调稳定土地制度，1893 年新颁布的法律规定，最少在 12 年之

内，各地区不再进行全村社或局部范围内的土地重分。村社大会若作出重分土地的决定，必须上报政

府机关批准②。
随着农奴制彻底被摧毁，村社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二元职能逐步消亡，开始走向官方组织化。村

社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相对孤立的独立自治组织，逐步与外部各类组织建立起千丝

万缕的联系，跨出了原来固有的藩篱。村社共同体原有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掉，并由此带来了村社生活

原则的巨大变化，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世界依靠集体主义的团结一致精神强行支撑运转的传统被打

破，在思想观念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农民独立个性意识的增强。村社集体主义文化曾一直是俄国人心目

中最为公正、也是最合乎社会规范的，个人主义是被视为村社文化的敌人，但是农奴制度改革成为集体

主义与个人主义意识的分水岭: 从此以后，满足个人情感和个性需求开始成为决定农民行为的重要动

机，农民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理性、实用和个人主义因素增加。虽然在村社内部，村社的集体利益仍

旧凌驾于个人与家庭利益之上，但是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村社集体精神与农民个人主义之间的

对立斗争不断加剧。特别是 20 世纪初，村社农民的连环保制度被彻底取缔，更加推动了农民个人主义

的发展，到 1900 年，仍实行连环保的村庄只有 139 个，占所有村社的比例仅为 0. 22%③。
村社制度不再是农民心中唯一可行或最好的生活制度，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或向往走出原有村

社，融入城市化进程中。这些进城务工农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后，带来了基于个体自愿基础上的

各类现代合作组织的发展，如以满足成员食品保障的消费合作社和创造就业的员工合作社等，村社日

常管理的议事规则被引入了合作社④。

五、1906 年斯托雷平改革加速村社制度的解体进程

1906 年，斯托雷平被沙皇任命为首相后，启动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斯托雷平改革，通过农民迁徙制

度和土地制度两项改革彻底否定了村社制度。首先，1906 年 11 月国家杜马通过命令，让每个农民获得

了无须村社同意，便可自由退出村社的权利，1910 年 6 月 14 日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农民拥有对其占有的

份地的世袭所有权，土地可以买卖、出租或抵押，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人身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

获得了经济自由，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同时该法令也规定农民必须离开村社，但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结

果不尽如人意，据俄方的官方统计显示，只有少数农民真正摆脱了所有的奴役，大多数农民虽然想离

开，但仍旧留在村社，忍受着集体奴役。如在 1907 － 1916 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中，有 310 万的农户对村社

持否定态度，并合法自愿地脱离了村社，实现了土地私有化; 有 230 万农户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重分型村

社，实际转向了土地的按户私有; 还有近 75 万农户正式声明要离开村社，要将土地私有化，三者合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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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达到 615 万，占当时农户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多数农户的意愿是脱离村社制度。统计结果显

示，截止 1916 年底，在欧俄地区的 1550 万农户中，630 万农户仍继续留在重分型村社中，占 41% ; 380 万

农户留在按户占有的非重分村社，占 24% ; 还有 230 万属于非重分型村社的农民，占 15%。另外私有土

地占农民总数的 20%①。
因此，尽管村社制度被明显削弱，但是村社实力仍旧十分强大，尤其是在俄罗斯省份，三分之二的

俄罗斯族农民仍生活在传统的村社制度下，多于半数的农民还在固守传统的村社原则②。斯托雷平改

革加快了在农村已成燎原之势的村社解体进程，但并没有实现彻底摧毁村社制度。这种改革结果反映

出村社制度的解体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需要一个内生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过程，农民在与村社生活做

出彻底决裂的进程中需要经历一个时期。
另一方面，斯托雷平改革设计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他的改革设计目标是要与传统的村社世界彻

底决裂，改革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色彩，改革的利益导向是按照“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

农村，培养亲政府势力，维护沙皇统治”进行的③，在土地政策的设计上，他强调“扶强抑弱”的效率原则，

培植农业资本家，与“抑强扶弱”的村社精神相违背。改革方案强调要保护农业生产率高的农民的需

要，力图培育更多的农民有产者，造成广大贫弱农民要为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买单，他们在土地交易处于

明显的劣势地位，缺少公平交易机制，使得广大弱势小农利益受损。因此，从整个俄国看，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村社型社会的转化虽然速度惊人，但是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这一个进程仍没有结束。
并在 1910 年以后，改革出现停滞，它日益受到贫困农民的反抗，并为日后的十月革命埋下了伏笔、造就

了一支政治力量④。
事实上，在 1861 年农奴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化进程显现出不可逆转态势，村社的解体开始出现端

倪。从 1905 年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到，欧俄地区的重分型村社 950 万农户中，自 1861 年以来的 40 余年

间一直没有进行土地重分的村社大约在 280 万到 350 万之间⑤，表明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村社农民已

经转向了土地的个人私有制。农民土地交易的数据显示，1863 年至 1904 年期间，欧俄地区共有 45 万

身份农民进行了 46 万笔、面积为 2070 万公顷的土地交易，土地年均交易量和面积都是呈递增态势⑥，

农民私人占有土地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表明，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的加速，城市化程度的提升，村社早

在斯托雷平改革前业已开始分化，相当多的农民对村社制度不满或失望，否定传统的村社制度。斯托

雷平的改革顺应并加速了村社解体进程，促进了俄国农业的市场化、专业化步伐，并提升了农业的效率

和技术水平以及土地的利用率，强化了农业的产业竞争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农民的分化，形成了不同

利益群体，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利益诉求。在村社制度上，始终保留着村社传统和突破村社羁绊的两股

力量的斗争，学界也由此形成了民粹派和自由派之争。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村社制度的研究，马克思曾对俄国民粹派和自由派关于村社起源之争表

态，明显偏向于前者，他指出“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的国家是自然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

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

呢?”⑦马克思在晚年时认为，俄国等东方类似的国家，在国内外革命发生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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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①，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②。他写道: “如果革命在

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

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势的因素”③。

六、结论与启示

从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脉络的粗略梳理中可以看到，村社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的

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的形成，村社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必然

走向瓦解，被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反映个人意愿的各类自由结社组织所取代，但这是一个自然演化

的长期过程，政府使用激进手段强制性地瓦解村社制度，试图一夜摧毁它的做法将适得其反，产生潜在

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传统社会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自然形成的村社共同体组织，农民被束缚在村社体制下没有自

我选择权，村社决定着农民的生杀大权。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和农奴制度的全面实施，村社制度被强

化，村社兼具农民自治组织和官方组织的双重属性;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

从依赖地理区位或血缘关系建立的传统村社组织向拥有私有财产和自由迁徙的个体转化，国家顺势废

除农奴制度，农民开始获得解放，不仅摆脱了村社制度的束缚，也摆脱了与村社制度相联系的家长制的

藩篱，农民作为独立的个体融入到社会中来。村社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动摇，走向瓦解。但是村社家

长制平均主义的共同体文化、村社精神仍在，并且对于那些生产力水平低的贫困农民而言，村社仍旧是

他们依赖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民从传统社会下依附于共同体的成员、
向着现代社会的独立自由个体的转型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农民阶层也将彻底分化，形成不

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精英和弱势群体。
从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历史变迁的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是以农民作为

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个体为前提，并以农民的自我选择为结果。当前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为主要形式

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与计划经济时代剥夺农民私有产权、自上而下行政控制的传统集体经济有着本

质的不同，制度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使得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丧失了存在的土壤，我们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不是重走传统集体经济的老路。
第二，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前提，引导农民以自愿的方式，将折股量化到个人名下的自

然资源、资金等共同入股，通过资源和资金变资本、农民变股东的方式，联合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是有效利用村社共同体精神互助文化，引导贫困弱势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精准扶

贫战略的重要工具。
第三，在城镇进化过程中，农村社区未来总的发展走势是逐步从封闭的村庄共同体走向开放的普

通居民社区，但是这个转换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取决于本地区的城镇化步伐、经济发展水

平、以及地方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不应简单地放弃农村社区的经济

功能优势，政府除了引导社区农民联合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应鼓励农民有效利用社区集体独有

的自然、生态和农耕文化等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积极与外部社会资本开展合作，通过参股、租赁等多种

方式，发展混合型经济，加速社区资源的资本化转变，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责任编辑: 王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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