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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公共宣传：从“原子化”以及“组织化”的观点来看

中山大将、巫舰、李德营

1 关心之所在

田原史起（2006）中对近现代中国农村的变迁从原子化”及“组织化”两个过程进行了

把握。 如果援引田原的概念，本项目去年所进行的调查（中山等， 2011）恰好证实了人民公

社解体后中国农村“原子化”以及“组织化”的过程。 作为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近现

代农村，“组织化”的契机薄弱，“原子化”得到发展，但“家庭”作为最后的“共同体”得

到残留。然而，我们认为“组织化”的契机应该还存在。正如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所论

述的，国民国家有“国家的思想装置”（对阿尔都塞 “国家的思想装置”西川长夫［2006］的

解释颇具意味）。本调查主要关注农村的“公共宣传”。这主要是因为“公共宣传”是来自“官

方”的话语。

2 调查地概要

本调查选择了江苏省和安徽省各一个农村进行了调查。 即开弦弓村和宅坦村。 开弦弓村

位于太湖沿岸附近，属于平原地区。经济方面属于相对富裕的农村。目前农地大半被用于水

产养殖业。而宅坦村与开弦弓村相反，属于山村。开弦弓村的情况在去年的调查报告（中山

等， 2011 ）以及南京大学的实习报告（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7）中有详细论述，请参考。

2-1 宅坦村的概要

宅坦村属于安徽省上庄镇。有 486 户共 1670 人，分为 11 个村民组。村民组即人民公社

时的生产队。宅坦村有 5 个自然村 宅坦、西村、葫芦里岭、董家和山脚。宅坦、西村和

葫芦里岭的居民大半为胡姓，董家大半为王姓，山脚则叶姓居多。这 5 个自然村都为单姓村。

其中宅坦是最大的自然村，共有 8 个村民组。西村和山脚各有 1 个村民组，葫芦里岭和董家

两个自然村共 1 个村民组。

在各个村民组内，为管理稻田用水，都设有专门的“管水员”。由于“管水员”需要一

定的专业知识，因此大多都是通过推边出来的。宅坦村的年轻人大多都在江苏、浙江、广东

等各省以及北京、上海、苏州等各大都市进行就业。在宅坦村，祖庙曾经存在过，但文化大

革命时道到毁坏，之后在原址上建成了小学。

宅坦村的情况在南京大学的实习报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06 级实习报告编委会， 2009)

中有详细论述。

2-2 两座村的共同点

两座村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其中之一是它们都与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分别是费

孝通以及胡适。因这一特点，这两座村都被很多教育机关，如南京大学等选定为教育基地，

而外国人也相对较容易进行调查。但仅因为与名人有关，就能被选定为教育基地吗？两座村

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努力展示自己、整理自己的历史。



II. 中国社会调查报告论文

开弦弓村有费孝通纪念馆（照片 1），宅坦村有专门展示传统生活用具的展示室（照片 2 ）。

要想展示自己，就应先认识自己。从开弦弓村说来，最近村民姚富坤等编辑出版了《江村变

迁》，这本书可以认为是一个认识自我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反复的自我认识，对

于村镇的自身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由此可见，村镇与名人有着某种交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

女A
口。

在日本有研究指出政府主导的农村开发己到达了极限，目前由居民参加的农村开发方式

正在摸索中 。 这其中，由居民所进行的反复的自我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方法之一（高桥， 1992 ）。

另外，认识自我也是自发地产生公共性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照片 1：新的费孝通像（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照片 2：文化档案综合陈列馆（宅坦村）

3 宅坦村的老人与他们的故事（life history) 

在内战、建国、人民公社还有改革开放这些潮流中村民都经历了什么？他／她们出生在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到这座村，跟谁结婚，在什么地方工作，他／她们的孩子又去了什么地

方？我们将从老人的人生故事 Clife history）来确认“村”这座空间和社会对个人的意义。

ZA 不是出生在宅坦村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出生于距离宅坦村 7 公里左右的一座山

村。由于内战， ZA 的出生地时局不安定，因此他的父母把他托给了宅坦村的亲族。内战结

束后，由于故乡农地很少， ZA 最终选择留在这座村从事农业。 50 年代后半期他与同一亲族

的女孩结婚了 。 另外，他作为生产队的一员在村外的军需工厂等工作过。 从经济状况来看，

50 年代末最为困难， 63-65 年有所提高， 80 年代以后大幅度提高。 人民公社解散后，小组

将生产队的农地分给每个人，平均每人 6.3 亩 。 ZA 认为田地分到个人的话，大家就可以各自

进行管理，对此他持肯定态度。 虽然他的孩子们住在广东省等的村外，但是他曾经帮助自己

的儿子抚养过孙子。

ZB 于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出生于宅坦村，他的母亲是从万川来的。 他的姐姐哥哥弟弟也

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 50 年代末他的伯伯作为右派被逮捕后，他当了伯伯家的养子。 ZB 从

小学毕业后到土地改革前都一直在自耕地从事农业。 土地集体化后，他作为生产队的一员曾

担任过经理，大跃进时在村外曾从事过工业及铁路修筑方面的工作。 人民公社解散后，除了

在本村工作外， ZB 在村外的军需工厂也工作过。 目前他儿子住在本村，但在村外的工厂工

作 。 女儿结婚后去了县城。 他只帮助儿子照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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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 是 20 年代中期出生在县城的一户农家。 18 岁时通过游击兵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

夫， 20 岁时结婚并一起移居到上海从商 。 由于她丈夫曾当过国民党，解放后他曾被关进劳改

所，这期间 zc 一边在上海的工厂工作一边等待他丈夫回来。 32 岁时支夫去世了， zc 和孩

子被下放到丈夫的故乡一一宅坦村。丈夫的哥哥住在这座村，但因为很穷不能支援他们。另

外，她的一个儿子当了丈夫哥哥的养子。 目前她与其中一个儿子生活。之前也曾照看过孙子。

ZD30 年代后半期出生于宅坦村。他的祖父在上海经营商店，并用经营商店所得利润在

宅坦村买了很多田地。他的家人都住在宅坦村，父亲因吸食大烟，无法工作，并变卖祖父所

买田地，由此建国后他父亲被认定为破产地主。另外， ZD 的母亲出生于万） ｜｜ 。 毕业后， ZD

在合作社工作，但从 50 年代后半期他取得就业资格离开宅坦村到村外工作了。 60 年代以后

他回到家乡的人民公社从事农业。离开宅坦村前，他跟同乡人结婚了，并育有四个孩子，现

在他们也都住在上海等地方。 人民公社解散时，他们由于是城市户口，因此没有分配到土地。

目前他帮儿子照看女儿。 以前儿子是住在家里的，但自从孙女出生后，儿子就外出打工。儿

子夫妇工作得很忙经济情况不好，暂时只能留女儿在爷爷家。

ZB 和 ZD 是出生于宅坦村的，但他们的母亲都是来自村外。而另一方面， ZA 和 zc 不

是出生在宅坦村，但因亲族婚姻关系移居至这里。 这些移居不是由于经济性的理由而发生，

而是由于“内战”“下放”等政治性因素，对此笔者颇感兴趣。 农村通过不断收容来自村外的

人，来对自己进行在生产。 而这一事实，目前依旧在发生。 据说，在董家地区（自然村）董

姓曾占多数，但近来王姓在不断增多 。

以前人民公社生产队是村内劳动力的主要需要源。 而现在年轻的劳动力流向村外，他／

她们中的一部分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村里的祖父母。

“村”应在不断累积重复的人口迁移之上维持和生成自己的“公共性”。

4 公共宣传的调查及分析

本论中的“公共宣传”包括以下两种。一种是在金属、树脂、木头板上印刷的“宣传栏”；

一种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直接涂写或印刷的“宣传语”。

4-1 开弦弓村

在开弦弓村，我们主要以拥有村民委员会，并且位于村庄中心地区的开弦弓自然村作为

研究对象进行了实地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开弦弓村的“宣传栏”主要集中于村民委员

会的大院内（照片 3 ） 。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宣传栏”，“宣传语”也只看到一个（照

片 4 ） 。 这唯一的宣传语位于水渠旁，是有关水道管理的标语。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开

弦号村进行过多次改建，建筑的 98%至少改建过一次，因此以前的宣传语没有得到残存。 同

时近年也没有新的宣传语出现。

宣传栏共 16 个。 其中对于双面印刷的宣传栏，在本调查中并未发现正反内容相同的宣

传栏，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双面印刷的宣传栏算作两个宣传栏。

16 个之中有 10 个是关于家庭或人口问题的。其中，有关人口问题的有 5 个，有关结婚

育儿的有 2 个，有关家庭的有 2 个，还有 1 个是有关老年人的 。 有关人口问题的宣传语是主

要是关于人口限制即节育，语言并非直截了当，而多为抽象性质的表述。笼统地说可以认为，

这是“官方”向村民呼吁节育是每个家庭应负的社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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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想问这些宣传栏从哪里来？这些宣传栏并非村委制造。它们是由镇或镇级机

关在与村委会商讨之后进行设立。也就是说，这些标语是来自镇级机关。其中 3 个宣传栏来

自江苏省妇联。

表： 开弦弓村的公共宣传栏

短i吾 人口家庭 妇联

流动的是人口，不变是服务 。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营造良好人口环境，弘扬新型人口文化 。

人口需要科学统筹，和谐需要全民共建 。

计生服务暖，心房，流动人口走四方 。

促进和谐家庭构建， 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 。

建设坚强阵地，打造温暖之家 。 。

倡导婚育新风，促进生育文明 。

呵护我们的孩子，呵护绿色的家园 0 

把挚爱留给父母，记幸福陪保老人 。

创生育文明，建新型农村

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法

社会和为贵，人口计生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时时不忘国荣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计生

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 塑造时代新女性 。

出处：本年度实地调查 。

注： “一”为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字。

照片 3：开弦弓的宣传栏 照片 4： 开弦弓的宣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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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宅坦村

在开弦弓村，我们发现宣传栏比宣传语多。但在宅坦村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看到

的只有宣传语。在宅坦村，清代的房屋依旧残存，房屋的改建速度并不快。宅坦村的邻近地

区也是一样。在宅坦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写“毛主席万岁！”的宣传语就可见那里

大量的老建筑得到了保存。

在宅坦村有「实施好民生工程促进新农村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风尚j 「防治水

污染，保护水环境J 「反腐倡廉制度先行！ J 「奖励扶助关爱女孩J 等多样的宣传语（照片白。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告示文”。本论文所说“告示文”即村委会等公共机关于写

张贴的大字报（照片 6）。因为我们进行调查时正值村委会选举之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有关选举的告示文。另外，道路管理方面的告示文也较为多见。这些告示文的内容多为具体

的而详细的描述，与开弦弓村抽象的“宣传栏”不同。

但宣传栏、宣传语以及告示文都是“官方”向人民传达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人民有

的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抵抗”。在宅坦村的近村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选举

结果的公示文上，有人在当选人的名字旁添写了“卖官”二字。

照片 5：宅坦村的宣传语 照片 6：宅坦村的告示文

5 结语

比较两个农村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公共宣传有着多样性。

第一，开弦弓村的发展较快，房屋改建速度也较快。在建筑的墙上所写宣传语大半没有

被残存，同时近年没有新的内容被写上。

第二，开弦弓的宣传栏大半为镇级机关所提供。这反过来说明，村级的意见并没有得到

体现。

并且，我们也没看到任何促进“原子化”的标语。这是必然的。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己经

实现，“人民的公敌”已被驱逐。如果我们将人民公社看作是通过革命进行“原子化”以及“组

织化”后所达到的至高点，那么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组织化”的必要性应该会显现但

事实上， 由于如“人民公社”那样组织化的具体目标己经消失。宣传语以及宣传栏只能选择

“文明”“和谐”等关键词句向人民呼吁社会的向上。同时有关人口问题的宣传也比较多，这

是间接在呼吁节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并不是以村级组织化为目标的所进行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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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宣传栏多表现为对于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官方”向最后的共同体“家庭”所进行

的呼吁。 而宣传语则多涉及村级层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基于宣传语和宣传栏的不同所出现的情况。镇级所提供的宣传栏不是

用来应对村级问题的。田原认为“工作队”等“外部资源”的导入是建国后不久推进中国农

村组织化的主要原因。在去年进行调查时，我们曾遇到一位大学毕业后下农村工作的年轻村

干部。据悉这些村干部在中国还有很多，如今的“外部资源”能否如“工作队”那样发挥作

用，我们并不知道，这里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通过革命所进行的“原子化”以及“组织化”是基于政治性的目标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组织化”可以看作是创建“疑似共同体”（岩本， 1979）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

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创造出新的“共同体”，以此抵抗个人所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亦或怎

样在“没有共同体的时代”活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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