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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格局正由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向“后乡土社会”。而出于社会

发展考量的政府征迁行为，却加速甚至是省略了基层乡村的这一转向进程，由此引发诸多治理

困境，这对征迁治理的价值情感、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以

一项农村集体征迁事件的田野观察为逻辑起点，首先探寻其中的显性张力，即家庭利益共同

体、联合利益共同体、村庄利益共同体、村民自治委员会、政府、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间的利益

博弈。进而，探讨了征迁进程中的隐性张力，即村民们的“情感嬗变”。最后，针对农村征迁中

生成的双重张力，提出完善政策运行逻辑、强化第三方介入机制、营造和谐的互动空间、培育稳

固的情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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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重大
成就，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现代化转型与
变迁。在农村，受市场化经济、快速城市化的冲
击，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逐步走向瓦解，

并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农村征地拆
迁事件的突然闯入使得此种趋势发生局部性、区
域性中断，面对由中断而引发的多种矛盾，悬浮式
基层政权治理乏术、自治性乡村组织介入无力，基
层的乡村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
加快“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1］。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时代的国家平稳发展为导

向，综合既有研究对征迁议题予以重新审视，是实
现国家治理内的社会参与、社会治理下的国家在
场及利益关照中的情感关怀的精致追求。

一、聚焦学理层面的征迁研究

征地拆迁是指政府出于公益性目的将农民集
体所有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政府征用的是
土地而不是地上的附着物，因此土地征收是房屋
拆迁前置行为，房屋拆迁是土地征收的附带结果。
近年来，征地拆迁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
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实践命题。在学理层面，学
者们从各种角度出发，对征迁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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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而这些关注主要是从主体视角、关系视角和制

度视角切入。征地拆迁作为一种或然性存在必然

地要求我们去直接面对，一方面征迁普遍存在于现

代化建设之中，但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要经历，另

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征迁议题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考察。通过梳理各类征迁研究，可

以把握该研究的发展动向，厘清征地拆迁中的众多

要素关系，从而推动征迁治理研究迈向新台阶。

( 一) 主体视角

该视角以征迁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为主要考

察对象，侧重对主体的自身特质、参与动机、行动

特征以及行为意义研究。被征迁人作为征迁过程

中的核心主体之一，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有必

要得到澄清，并予以改进，否则将会出现“钉子

户”争 取 利 益 最 大 化、被 征 迁 人 信 访 施 压 等 情

况［2 － 4］。由于被征迁人在征迁中处于弱势地位，

对其房屋拆迁后的安置社区建设，福利补偿机制

研究也十分必要［5 － 6］。政府部门在征迁中承担着

差异化角色和职责［7］，作为治理主体的它既发挥

着维护征迁公平正义、促进征迁顺利实施的正面

作用，也在治理过程中存在治理失范的负面情形。
此外，拆迁评估机构技术路线的完善、乡村“混

混”对基层征迁治理的介入、村庄与村委会在征

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都在学者的学术关照之

列［8 － 11］。

( 二) 关系视角

关系视角的基本假设是多方主体的共同在

场，如被征迁人、乡村自治组织、政府部门等，且在

场的相关主体围绕征迁议题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和实现途径，因而形成了双方或多方的博弈局面。
在博弈过程中，各个主体间不断衍生出各种利害

关系，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博弈必定产生结果，

而博弈结果如果不能实现各方的共赢，就会是某

一方的妥协与退让。这将导致利益分配失衡，主

体间关系发生异化甚至产生冲突，这正是重大拆

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也是社会冲突治理的主

要困境［12 － 13］。该视角主要强调主体间关系的建

立、互动、异化以及冲突等。

( 三) 制度视角

制度视角认为在征迁进程中，征迁制度是相

关主体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而相关主体则在

实践要求下对现有制度进行有效回应，这是一个

不断充实新内容的社会建构过程。一般认为，合

理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矛盾的产生。但是制度视

角强调“制度的祛魅”，也就是反对没有实践回应

的“制度决定论”。如学者柳建文等在分析农村

征地类群体事件时指出，尽管国家先后颁布了一

系列有关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法律法规，但围绕

土地权利的冲突并未随着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减

少。因此要摆脱制度陷阱，将制度设计视为征迁

治理中的重要机制，而不是唯一机制［14］。

二、显性张力:征迁进程中的利益博弈

共同体是相互独立的个人缔结共同体权、责、
利关系的一种有机状态，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

斯率先提出的。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原始、
天然，并拥有共同生活的人的，意志完善的有机

体［15］。在英国学者鲍曼( Zygmunt Bauman) 眼中，

共同体是一个“温馨”且能彼此依靠的地方，一个

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16］。由此来看，共同体并非

局限于“地域性”，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具有认同

感、安全感和向心力等社会情感的集合体。从共

同体的概念出发，笔者在 G 村的观察中除了重点

关注基层农村的地理空间属性、行为主体属性及

治理平台属性，还格外关注其共同体属性，故而提

出了村庄利益共同体、家庭利益共同体、联合利益

共同体等相关概念。
G 村是豫东南的一个小村庄，村庄内共计 24

户人家，总人口为 136 人，全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

靠农业生产和务工劳动。G 村的征地拆迁是由政

府发起，目的是完成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修筑

一条南北走向的宽 60 米的双行大道。此次征迁

过程自 2016 年 10 月份下发征收公告起，至 2019
年 1 月中旬关于 G 村征迁的所有事务才基本厘

定。征迁前期，村庄内各种要素较之前明显活跃。
征收公告下发后不久，村民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旨

在促进征收补偿最大化的活动: 他们抢栽、抢种经

济性作物，搭建简易建筑以获得额外补偿; 通过各

种途径搜集、学习有关征地拆迁的资料; 四处联系
“能人”以获得有用信息或支持。村民动作不断，

村庄层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向村庄外部的拆

迁评估机构、村委会和基层政府争取更多的利益。
征迁中期，村庄内部各种矛盾突显。经过一番斗

争，村民争取到了令他们满意的补偿结果，但也产

生了诸多冲突: 补偿较少的村民对补偿较多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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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生不满; 集体所有的土地成为村民争夺的焦

点; 家庭关于补偿分配问题的分歧。征迁后期，村

民各自搬离村庄。得到补偿款后，24 户人家中，5
户选择就近租房、6 户就近重建、6 户在市区或县

城购房、7 户举家前往省外。至此，历时 27 个月

的 G 村征地拆迁工作结束。

( 一) 村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抗争

2016 年 10 月份，由村委会临时改组的征迁

工作小组在县政府的指导下，正式下发征收公告，

并单方面委托市场拆迁评估机构对 G 村进行初

次评估。评估机构按照房屋面积、结构、成新度等

标准公布了在村民看来极不合理的评估补偿结

果，村民集体表示不承认、不执行。在此情形下，

基层政权一味地强调社会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权
威性及公正性，希望村民能接受政府的补偿标准

及社会机构的评估结果。村委会受管理主义与科

层权力的影响，不得不配合基层政权劝解村民妥

协。村庄外部的不利环境: 社会机构评估与村民

预期不对等、政府补偿不合理、基层政权和村民沟

通不畅、村委会不能代表村民利益，刺激 G 村内

部自发结成村庄利益共同体，目的是规避博弈风

险、增强话语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房地产估价

规范》所赋予被征迁人对评估单位的选择权、对

评估结果的复核权被剥夺，这也是促进 G 村结成

村庄利益共同体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集体利益需求与村庄内在情结是支

撑和维系村庄利益共同体存在的自然基础，这也

决定了 G 村村庄利益共同体在与政府、社会组

织、乡村自治组织的交涉中始终保持着对外声音

一致，对内利益统一的鲜明立场。首先，面向以拆

迁评估机构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村庄利益共同体

不承认其参与征迁的主体地位，也不认可社会机

构开展的各种市场化操作，质疑与谩骂是村庄利

益共同体对抗评估机构的手段。换句话说，村庄

利益共同体已经将社会力量视作村庄利益最大化

的一种外部威胁，并将其与基层政府划入同一阵

营。其次，面向以县、乡政府为代表的基层政权，

村庄利益共同体将其视为一种强势外部威胁，还

认为只要在与基层政权的抗衡中取得胜利，就能

使村庄的利益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村庄利益共同

体理性地认识到自身与政府权势的不对等性，便

开始里外造势、上下求索。一方面，村庄内部强调

村庄利益共同体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公民群体，政

府方面不会罔顾村民意愿及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

村庄利益共同体散播政府强势拆除的负面信息，

鼓吹基层政权威胁论，以凝聚村内共识，吸引媒

体、社会及政府高层的关注。再次，面向以村委会

为代表的乡村自治组织，村庄利益共同体并未施

以极端的手段来反抗，而是采取一种弹性的抗争

策略。申言之，村庄从不公开向村委会的征迁工

作表达支持或是反对意见，而是在可行范围内努

力争取村委会作为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在利益受

到严重侵犯时将村委会也纳入威胁之列。具体来

看，G 村村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临时征迁工作小

组( 村委会) 。在这里他们了解更多政府政策、预
测政府在征迁中的下一步走向、表达村庄的利益

诉求、争取村委会更多的帮助，而每当村委会入村

劝拆，村民们则以村集体利益为由推脱搪塞，拒不

拆迁。

( 二) 家庭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追逐

长期以来，家庭都是我国十分重要的生产和

治理单元，是培育个体、构造社会和服务国家的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以血

缘特质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集合体，这同历史上的

社会生产力、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心理及社会整合

程度密切相关。而当今意义上的家庭，其核心含

义在得到有限传承和延续的同时日益式微。尤其

在当今社会，经济理性被不断强调，家庭属性正由

传统的伦理共同体、信仰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政

治共同体向以经济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靠拢。G
村征迁中，家庭利益共同体突出地表现在向内和

向外的两条轨迹上进行的利益追逐。向外同村庄

利益共同体、其它家庭利益共同体产生利益对立，

向内家庭成员间产生利益隔阂，也正是这种双向

的利益追逐引发了严重的家庭危机。
1． 家庭利益共同体向外的利益追逐。村庄利

益共同体的结成在家庭外围为家庭利益共同体设

置了利益屏障，使家庭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保障，但村庄利益共同体却阻碍了征迁进程。基

层政府不得已实施分化策略以应对这一挑战:

“在征收公告下发 30 天内搬迁的住户，政府一次

性奖励 3 万元”。此策略是通过奖励来诱导家庭

利益共同体背离村庄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弱化

村庄利益共同体的目的。现实情况是，个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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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里响应了这一策略，村民间的议论、嘲讽、指
责和咒骂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基层政府方面还

联系到了村庄当中全家长期在外务工的村民，他们

长期游离在村庄利益共同体之外，信息交流不畅、
村庄情结淡化，也就注定了他们最先从村庄利益共

同体中抽离，房屋会被第一批拆除。由此，这些家

庭也就成了村庄中的众矢之的。再有，历史上家庭

之间土地的“买卖”、交换、赠予也引发了家庭矛

盾，相邻住户间更是常因“争地边”而冲突不断。
家庭向外的利益追逐，甚至是侵占其他家庭和村庄

公共利益的冲动则使得家庭在盲目自利中愈发孤

立，原始的宗族亲缘与村庄情结也被消耗殆尽。
2． 家庭利益共同体向内的利益追逐。在村民

的抗争之下，补偿标准最终向有利于村民的一面

转变。原先的补偿标准是依照房屋面积、结构和

成新度等，更改后的标准是:“18 ～ 60 岁的男性公

民且名下拥有 300 平方米的宅基地将获得若干万

元征迁补偿、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获得八万元征

迁补偿”。标准更改后，依然涌现出了大量问题。
利益当前，家庭内部诸要素愈发活跃，家庭结构呈

现不稳定状态，家庭功能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外嫁女儿所属宅基地的补偿问题，父辈与子女间、
兄弟姐妹间关于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困扰着大部分

家庭。家庭是一种封闭性的私人空间，其内部的

事务往往是外人、律法所难以进入的，涉及利益分

配问题更是令旁人却步。家庭成员间的利益追逐

导致传统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家庭制度瘫痪，家庭内

部无权威性调和，外部无合法性介入，家庭的情感

格局和伦理秩序也在利益漩涡中变得支离破碎。

( 三) 联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共谋

联合利益共同体是利益驱动下相关主体基于

地缘、血缘、业缘等而生成共同体意识和行动的一

种社会集体，它具有临时性、机动性、非正式性以

及对抗性等表现特征。在 G 村征迁中，联合利益

共同体广泛存在，联合利益共同体间的利益共谋

也贯穿始末。值得强调的是，联合利益共同体间

的利益共谋具有双重性，一是在博弈中争取自身

权益的积极性联合，属正向度的利益共谋; 二是在

征迁中牟取非正当利益的消极性联合，属负向度

的利益共谋。
1． 正向度利益共谋。正向度的利益共谋主要

是围绕村庄开展，最典型的是在村庄基础上形成

的村庄利益共同体，其本质上是不满意征迁补偿

的家庭所构成的联合利益共同体，村庄利益共同

体与基层政府间的博弈过程是联合利益共同体利

益共谋行为的实施过程。再者，村庄内部也在族

系基础上形成 4 股联合利益共同体势力: 族系 A、
族系 B、族系 C、族系 D。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道
路、沟渠也被纳入补偿体系，但是，族系 A 掌握着

道路补偿款、族系 B 和族系 C 掌握着集体建设用

地补偿款、族系 D 掌握着沟渠补偿款，三股势力

彼此颉颃，都在情理中为自己阵营争取更多利益。
联合利益共同体内部与联合利益共同体之间也存

在着利益共谋，内部的各个家庭常常碰头商议，共

同决策。联合利益共同体之间也有丝缕共谋意

味，族系 A、族系 B、族系 C 之间的宗族关系相较

于族系 D 更为亲近，而且族系 B 和族系 C 也曾向

族系 A 求取援助，所以当族系 B 和族系 C 掌握了

补偿款较多的一项，族系 A 是保持沉默的。此

外，村民委员会( 临时征迁工作组) 在形式上受基

层政府的科层式指导，实质上二者也存在着密切的

利益共谋关系，基层政府出于加快进度、降低成本、
减少冲突的目的，需要村委会做出更多努力，而村

委会也会在劳心劳力出成绩的情况下奖薪提干。
2． 负向度利益共谋。负向度的利益共谋主要

指的是联合利益共同体在私下进行的利益牟取行

为。由于征迁过程中公权与私权、公利与私利关

系没有理顺，征迁的程序运行没有得到有效监督，

导致联合共同体的利益共谋失范。一如，在拆迁

评估机构入村评估时，部分村民以家庭为单位抢

种、抢建、侵占集体建设用地，而为了使这些“抢”
来的资产得到补偿，村民们动用关系和金钱拉拢

评估机构为其在技术上提供虚假证明。再如，如

果村民要使一些额外的补偿既“合理”又“合法”，

不仅要有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还一定要有村委

会的认可，于是就有了包含利益输送的利益共谋。
又如，在基层政府实施分化政策分解村庄利益共

同体的时候，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一道与村内的乡

村精英之间产生利益输送，即乡村精英柔性劝拆

或辅助政府征迁，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为乡村精英

拨钱、划地作为报酬 。村民与社会组织、村民与

乡村自治组织、基层政权与乡村精英都联结成了

各种形式的联合利益共同体，并尝试或实施了负

向度的利益共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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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性张力:征迁背景下的“情感嬗变”

政府征地拆迁的本质目的是服务地区经济发

展、改善社会民生。可是，被征迁群体却在无形中

成为了受益者中最大的“受损者”。这其中，被征

迁群体前后的情感变迁在学界与治理实践中常常

被忽视，这一治理要素既是重大社会事件的生成

肇因，又是基层深度治理的有力阻碍。观察得出，

被征迁群体关于征迁前后的情感嬗变，经历了由

主观肯定到客观否定，由理性算计到感性思考，由

个体情感到集群意识的过程。

( 一) 从利益本位到情感取向

G 村村民绝大多是长期居住在农村且拥有较

低知识水平的农民，他们对征地拆迁概念的理解

比较片面。囿于此，他们的内心对征迁充满了期

待与幻想，征迁就成了他们“摇钱树”“聚宝盆”。
征迁过程中，村民之间不断同各级各类个体与组

织群体建立社会、经济和情感关系，进行社会互

动，展开利益博弈，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但在征

迁结束后，他们发现预设的情景没有发生，反而丢

失了诸如个体层面的信任和真实，群体层面的和

谐与认同。征迁事件是以充满经济理性的理想主

义开始，却在充满利益斗争与博弈的过程中演进，

而结果却出现精神家园的丧失、社会关系的破裂、
血缘宗族的割裂及人际情感的淡漠等状况。不是

因利而聚，却在利字上不欢而散，村民也深刻地认

识到出于利益本位的理性算计带来了情感上难以

弥补的巨大创口。

( 二) 从农民身份到非农身份

征迁过后，村民成为了非农群体，这无论从情

感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让村民无法轻易接受。首

先，村民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

地，这是农民的根本属性。在农村，土地被农民寄

予了非凡的意义，是农民的根与魂，是祖上的恩德

荫庇，更是儿孙的福祉所在。因此，失地农民对土

地的丢失满是不舍与愧疚。其次来讲，村民失去

了农民的活动场所———村庄，这是农民的组织载

体。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栖息地，这里有制度

层面礼俗仪式与村规民约，有人际层面的氏族伦理

与慈幼尊亲，也有生活层面的邻里互助与集体劳

作，更有精神层面的共同信仰与集体意志，村庄的

征迁使得农民的组织平台和交际场所随之消失。

最后，村民失去了作为农民的法律依据———农村户

口，这是农民的符号认证。出于多种考虑，被征迁

农民的户口全部转归为城镇户口，这标志着村民

作为农民的最后一种形式认证也被改变。农民的

身份被迫更改，农民身份享受的教育、医疗、养老

等待遇也将有所更改。村民的内心认知、行为模

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深深地对标着自己的农民身

份，而其作为农民的形式与实质的丧失，却使村民

对自身的非农身份产生认知困境和情感排斥。

( 三) 从期待逃离到渴望回归

征迁前的幻想是过上富庶生活，搬离村庄; 征

迁中后期不堪征迁带来的身心疲累，想要逃离村

庄。然而，当村庄成为一片废墟时，村民最忆的还

是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村庄。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村民对村庄的人事景情有着发自内心的

情感依恋，另一方面，村民离开村庄后在他处的融

入遭遇困境。据考察，约有 46% 的家庭选择就近

租房或者再建。这就不得不考虑乡村中传统的异

姓排斥、异村排斥的思想，即如果有人想要迁居到

某个村庄，一般情况下，要得到该村的精英阶层或

者公认的村庄代理人的许可，或者得到全村大多

数村民的同意，方可迁入。再有，新迁住户如果再

建房屋，其房屋高度及层数、地基高度在未得到邻

居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可高于邻居。还有，新迁住

户往往会面临该村闲散人员及乡村混混等乡村灰

色势力的蓄意挑衅、民事骚扰等。另外的家庭选

择市县购房和举家外迁，他们对城市也出现了诸

多适应性问题。村民开始反思先前的“逃离”思

想，时而寻求记忆回归。

( 四) 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

费孝通先生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

范［17］，而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 规 则 的 服 膺［18］。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乡村的社会秩序是由礼

俗维持的，这已成为一种传统绵延至今，影响着乡

土社会。不同于现代城市的是，受礼俗教化影响，

现代农村从根底里更认同“无讼”观念，他们乐于

诉诸熟人调解而非法律解决。在 G 村，村民时常

因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而焦头烂额，但他们总是

寄希望于村委会的乡土式精英，希望他们能出面

调停。而村委会方面要么是让村庄内部自行商

洽，商量出的结果由村委会出面证明，要么就是希

望村民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而“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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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背“无讼”传统的行为，在村民们看来是不光

彩的，也是不能为之的。但是，传统规则与民间礼

俗又无法回应村民的需求，这就逼迫村民要从“礼

俗社会”的礼治迈向“法理社会”的法治。由带着

某种自然契约意味的礼俗秩序转向带有文本契约

的法理秩序，前者是内心良知与约定俗成的集合，

后者是外部制约与规定惩罚，这种制度式的转向使

得村民在遵守社会秩序时产生被动性不适。

四、农村征迁治理逻辑的思考

在城市，基层治理 正 在 由 建 国 初 期 建 立 的

“政府 － 单位”双重治理结构向以社区为平台的

多元治理发展，城市实践中治理重心的下沉、治理

主体的丰富或为农村的征迁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传统治理着眼于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而忽略个

体的情感体验，这便会陷入费孝通先生所自省的

“见社会不见人”的陷阱。因此，在应对由征迁引

起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时，既要在治理场域之外

以全景视角观察、分析全局问题，又要在治理场域

之内以全真视角体察、理解个体需求; 既要坚持现

代性法理思维，也要回归传统乡土的礼俗逻辑与

人情关系; 既要满足各方的合理利益诉求，更要照

顾被征迁群体的情感需要。

( 一) 明确治理前提，修正与弥合政策框架

征迁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征迁政策的不断

完善，笔者认为政策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政策的整体性出发，建立动态性政策弥合

机制: 自上而下的主动调适与自下而上的回馈矫

正相结合，并且由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扮

演中转联动角色，解释政策、反馈政策。关于农村

征迁治理方面的政策制定应注意以下因应策略:

预防性策略，尽力减少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和重大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矛盾发生之前排除其先决

性因素，此策略的要义在于将治理重心前移以合

理管控风险; 保护性策略，对征迁中的弱势群体予

以制度性保护，避免因信息、能力和资源等的失衡

而产生社会不公问题，此策略意在树立治理权威、
减少征迁阻力、维护征迁正义; 恢复性策略，在征

迁中被征迁者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征迁补偿款能弥

补的，所以还要考虑其情感需求等，并在现实基础

上予以恢复; 包容性策略，强调主体包容、手段包

容与成果包容，鼓励征迁中有更多的主体以平等

身份参与征迁治理，支持各种合理合法的促进征

迁治理手段介入，赞成治理主体间共享治理成果

以激发治理潜能，推动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

程序以及治理纵深走向全面的包容。

( 二) 构建治理场域，营造和谐的互动空间

布迪厄将场域( field) 解释为处于不同位置的

行动者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和构型。在他的场域

理论中，场域是一个充满互动的社会实践空间，这

也正是将场域理论引入征迁治理关键所在。在征

迁治理场域中，各类行动者依靠自身的资源进行

不同形式的互动，或是竞争，或是博弈，抑或是合

作。征迁治理场域的构建，就是社会行动者营造

互动空间的过程，而营造和谐的互动空间离不开

一套有效的互动规则。第一，此时此地原则，即互

动空间中的社会行动者应尊重征迁的时间地域等

客观条件。征地拆迁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发

生，且受到它们的限制，治理者的决策应充分考虑

到农村地域限制下村民的认知与行为，治理者的

治理手段也要应时应景。第二，求真求是原则，即

要求互动空间中的社会行动者在认知层面坚持实

事求是，不可罔顾事实。认知层面的求真求实能

避免外展行为的失范，治理者应正视被征迁人现

实的利益和情感需求，被征迁人也应矫正对政府

错误认知，消除对立情绪。第三，平权互利原则，

即互动空间内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应是以权利平等

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关于征地拆迁的政

策、法规等信息资源应公开共享，而且互动空间中

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应具备主张、建议和论证的权

利，对当前任何主张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的权利。

( 三) 强化治理机制，引入第三方介入模式

在当今的治理格局中，国家中心主义渐渐淡

出理论与实践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治理中的

多元参与，可这种参与究竟该以何种形式出现，何

种路径介入? 在征迁进程中基层治理的核心机制

该如何运行? 李培林在阐释三维结构的政治理论

时，认为三维结构能给人某种潜在的稳固感，在

此，笔者强调引入具有“三维结构”色彩的第三方

介入机制，以强化征迁治理机制。
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要有其相对的独立

性、自主性与绝对的稳定性、可靠性，才能在基层

征迁治理中发挥其异于政府的特定功能。首先，

要明确社会组织在农村征迁治理中与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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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一是“购买方 － 受雇方”关系，即政府通过

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来达成一种约定，社会组织

受雇于政府来充当治理代理人，负责消弭征迁对

立情绪、缓冲征迁矛盾，政府方面也有权监督社会

组织。二是“乏术 － 介入”关系，即政府在征迁治

理时对实践困境回应乏术，而社会组织主动介入

的关系模式，其实质是社会组织对社会责任的切

实履行。三是“协同 － 辅助”关系，强调政府与社

会组织以平行权力关系出现在同一场域，且协同

配合、彼此帮助。其次，建立社会组织介入农村征

迁治理的机制框架: 一是完善顶层嵌入机制，将社

会组织参与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使社会组织在顶层设计中拥有

更大的发挥空间，社会组织也应在实践基础上给

予顶层反馈与回应; 二是优化中观嵌入机制，县、
乡政府囿于其层次不能完全理解和利用社会组织

的效能。因此，社会组织要主动嵌入地方政府的

征迁治理体系当中，系统地将自身的价值理念、技
术手段嵌入具体部门的施政序列; 三是落实实践

嵌入机制，置身征迁情境之中，社会组织应着力嵌

入农村的生态系统，合理发挥第三方介入的优越

性，缓和多方矛盾、回应主体需求，确保征迁治理

实践走好“最后一公里”。再次，在赋权的同时健

全第三方介入的评估考核体系，既不能使其拥有

绝对权力，也不能对其过分捆绑，在基层政府、被
征迁人及第三方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形成平衡的

内外考评机制: 在第三方内部形成社会组织间的

制衡监督，在第三方外部形成政府、被征迁人和社

会舆论监督。

( 四) 增强价值认同，培育稳固情感共同体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论述了

西方文化对人之外的静态自然环境的不懈探索与

征服，因而开辟科学路向，必然地形成了唯物主

义。对比之下，东方的中国文化则强调对人自身、
对人际的探求，以达到自我调和与天人和谐。故

而，东方文化的一大突出特点是重视情感的功能

与意义，这也是在征迁治理中引入情感共同体的

文化渊源。
由于征迁中各方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利益博

弈，导致人际式微、情感消费过度，征迁村庄中的

家庭出现了原子化、个体化现象。此时，培育超越

利益共同体的情感共同体，强化以情感关联为核

心的社会整合，有利于在征迁治理中形成更具粘

性的社会团结形式。据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参考

建议。
1． 空间再造。儿童游戏聚集地、村民议事聚

集地、文化广场、村巷乡道等村民们的主要社会活

动空间，不仅涵盖着村民的历史记忆与关系集合，

更是村民情感互动的场所。而村庄及相关公共空

间的重建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情感裂痕、缓和村

民间的张力系统。因此，重建村庄议题无论是写

在征迁条款中还是后期村民自发运作都应受到尊

重与支持。
2． 定格时间。时间里埋藏着诸多记忆，虽然

过去的不能重新来过，但是具有时间属性的历史

性产物却可以被复制，从而达到定格时间的效果。
主持修订族谱，让氏族脉络体现在文本上，以强化

本源意识、归根意识; 修建宗族祠堂，增强村民对

传统伦理与村庄情结的文化认同; 编撰村庄志，记

录村庄历史沿革，唤醒尘封的村庄记忆。
3． 唤醒仪式。仪式是一个包含丰富的社会观

念和社会实践的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

的象征交流的系统。它可以为村民提供一个意识

层面的认同平台，并作为情感传递的纽带之一，它

也能激发人对自身、他人和集体的强烈认同。村

民自发设立具有符号意义的村庄节日，如大年初

一设为征迁村庄的团圆日，全村人共聚一处，共话

团圆。还要重视如拜年、探老、访亲等传统的具有

仪式感的情感交流方式。
4． 凝固符号。村庄一般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内

涵，可以通过将抽象内涵具象化来延续村庄人文

血脉。对村庄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村庄文

化艺术产品，如村庄的特殊技艺的传承、特殊物产

品牌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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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terest Game to Emotional Transmutation: The Dual
Tension of Ｒural Expropri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Logic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of G Village in Henan Province

GAO Weiwei，YAO Yunyun，DONG Bo
( Faculty of Humanities，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Daqing 163318，Heilongjia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rural pattern is shif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 ru-
ral society" to the " post － rural society" ． Although it is good for social development，the government demoli-
tion behaviors have accelerated or even omitted the turning process of grassroots villages，which has led to man-
y governance dilemmas． Based on this，the article takes a field observ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irst it is to explore the dominant tension，which is the game of in-
terest among the family interest community，the joint interest community，the village interest community，the
village self － government committee，the government，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Next，the hidden tension
in the demolition process is discussed，that is，emotional transmutation of villagers． Finally，aiming at the dual
tensions generated in rural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a stable emotional community is proposed to im-
prove policy operation，strengthen the third － party intervention，create a harmonious interactive space．
Keywords: rural land acquisition and house demolition; the game of interest; interest community; emotional
transmutation; emo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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