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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

———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

宣朝庆

提要: 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精英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士绅和专业知识分子
是两个重要群体。1933 年河北定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当地士绅与主持
实验县工作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随之爆发。该类型社会
冲突以士绅阶层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为重要特征，反映了士绅阶
层在农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权力地位的边缘化。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表面
看来是平教会在乡村建设中刻意通过组织创新扶植农村青年参与乡村建设，
致使士绅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大权旁落，其结构性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士绅阶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经营高利贷活动，大量占有农村土
地，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致使社会负面评价增加; 二是国家在县
域单位推进现代化的意志受到士绅阶层的阻碍，平教会冷落士绅实际上代表
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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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 1930 年代，晏阳初领导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以下简

称“平教会”) 在河北定县发起了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以往研究

多从实验者、实验内容等角度关注定县实验，对于乡村建设中的组织重

构及其社会影响缺少关注和分析。这种情况可能与以往学术界把乡村

建设定义为改良运动有关。一般认为，改良运动总是试图与各种势力

妥协，以期达成某种目的。定县实验中出现的社会冲突可能是基于这

样的原因被学术界轻忽或漠视了。作为一场现代化性质的社会建设运

动，平教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指针，进行了系列农村组织创新，有

效推动了乡村改进目标的实现，但是组织创新也改变了定县社会固有

的权力—文化结构，激化了士绅与平教会之间的矛盾，并引起了社会舆

论的轩然大波，给定县实验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场本为阻遏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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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解体的社会运动，却造成了阶级、阶层矛盾和冲突，酝酿着社会解

体的新因素。应该如何认识乡村建设中组织重构和社会冲突的困局

呢? 本文试图从社会精英更替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

找出症结所在。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重建基本上是一个走

向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精英扮演着推动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角色。在民

国时期，国家权威失落，政治体制全面土崩瓦解，广大内地农村经济衰

退，社会动荡，普遍陷入高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精英填补权力真

空，在重建农村社会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按照社会学的标准，社会精

英是指那些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
在过去的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是士绅精英，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张仲

礼的“士绅社会”、杜赞奇的“内卷化”模式等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他们

在国家与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陈世荣，2006) 。在乡村建设运动

中，专业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群特殊的社会精英，与推动乡治的士绅阶

层一起，在农村社会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士绅精英最大的

不同是，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在学术界或全国、国际上享有声誉，具有较

广泛的资源动员能力。当士绅精英在农村社会破产中功能逐步负面

化，无法促成地方社会转型的时候，专业知识分子群体引进现代农业技

术、社会合作技术与制度，推动了地方社会继续向现代化社会迈进。在

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社会精英的冲突与对抗，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定县所表现的那样。

一、权威失落: 士绅不满的根源及表现

1933 年，定县士绅中突然有人大肆造谣，污蔑平教会及平校毕业

同学会，要求废止县政实验，撤换县长霍六丁。他们制造舆论，骂平教

会人士是共产党、第三党，往平教会身上“泼脏水”; 对到定县参访乡村

建设的人士进行反宣传，把平校识字课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

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歌谣( 语出《水浒传》白

胜语) 诬为平教会所作，是宣传阶级斗争之歌; 污蔑平教会把定县原有

的地方自治成绩冒为己有; 说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导致定县人民的生活

奢侈化，并以 1 万名平教会员统制 30 多万定县民众。与此同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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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矛头对准毕业同学会，指责“同学会干涉村政，争权夺利，恶劣分

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 李明镜，1933) 。
这些人尽管绝对数量较少，但是活动能量很大。他们为诋毁平教

会，在外间进行了相当的工作，鼓动一些同情他们的学者、政要为之出

头说话。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首先发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讥

评邹平、定县的乡村建设于国事无补，靡费国帑。清华大学教授燕树棠

( 定县人) 也撰文抨击平教会制造阶级斗争和社会恐慌。这些言论经

媒体、舆论渲染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一时间人们对定县实验，乃至

整个乡村建设运动，投下了极为怀疑的目光 ( 王先明，2009: 234 －
242) 。对于社会上种种质疑与反对的声浪，蒋廷黻先生一语道破:“总

而言之，就是定县现在统治阶级换人了。换句话说，平教会无形中在定

县执行了一个大革命。那些原来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人自然不满意平教

会”( 廷黻，1933) 。
定县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后，士绅在政治生活中彻底边缘化是他

们反对平教会的根本原因。
传统乡村是绅治的，且在清末民国时期有较长时间的延续性( 费

孝通，2009: 66; 黄宗智，2004: 242 － 243 ) 。以往有观点认为，清末民初

在地方上实施“新政”之后，百姓的税费负担剧增，传统的保护型地方

精英纷纷辞职，退出政治舞台，地痞无赖趁机上台，滥用权力，导致民怨

沸腾。李怀印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华北地区土地贫瘠、村
社涣散的“边缘”地带; 在冀中南的获鹿县，宗族纽带为基础的自愿合

作制度继续存在，保护型精英并未退出舞台，相反纷纷被选为村长或县

议事会和参事会成员，并以此为舞台，跟官府讨价还价，屡次成功挫败

了县衙门增加税款、税种的企图( 李怀印，2008: 6 中文版序) 。究其原

因有二: 一是清末新政扩张了绅权，使许多传统时代的非制度性绅权，

包括地方办学、卫生、农工商务、道路工程、社会救济与慈善等公共事业

得到正式确认，使乡村士绅阶层对地方公权和公共利益的控制更加直

接( 王先明，2008) 。二是士绅群体重构，家族地主和商人势力构成地

方精英的主体部分。1905 年废除科举后，士农工商的四民意识渐废，

士绅概念逐渐涵盖包括传统士绅、新学之士、商人或绅商等在内的多种

群体。新士绅群体通过参与政治，把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团组织，

实现对特定社会利益的控制，据此基本上可以把他们划分为官绅( 参

与政治) 、商绅( 参与地方经济，把持农会与商会) 和学绅( 包括传统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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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和知识分子，把持教育会，参与地方文化教育) 三个部分( 王先明，

1997: 255 － 265) 。
定县与获鹿县情况相似。1923 年县议事会、参议会成立，共选出

30 名议员和 3 名参事。其中，无一人具有专科以上学历，也没有贡生

以上科举功名，多为各区大家族的成员，如谷、米、王、杨、燕、张、李等

姓。这些家族人多势众，新学人才辈出，与社会上层有着广泛的联系。
所以，1920 － 1930 年代，定县地方精英的上层基本以传统士绅、本地新

学知识分子、商人和一些家族地主为主，富农和家族长则是其支持者。
北伐成功后，地方精英所控制的重要职位除自治会长、商会会长、参议

两会议员、区董等外，按照县组织法相关规定还有财政局长、教育局长、
建设局长、保卫团总等，由外地人出任的公安局长则常受团总的挟制。
平教会也使用“士绅”等相关称谓来称呼当地的精英分子，在身份上以

示与己有别。
鉴于士绅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民国时期乡建者们的基本

倾向是争取士绅们的支持与合作。梁漱溟就说，“利用地方领袖组织

校董会，目的是在拉他们聚在一起，到我们圈子以内，可以使他们不会

发生破坏事情……如果拉他们进来，那才走得通”( 慕冬，1993) 。平教

会在进入定县初期即注意联络当地士绅，得到米迪刚、米阶平、白瑞启

等人的赞助，平教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后来平民教育转向乡村建设，

平教会在组织平民学校、平校毕业同学会、合作社等相关活动时均积极

谋求地方上层的合作，在 1933 年县政建设实验开始后，也十分注意吸

纳地方士绅出任各级顾问、委员之职。可以说，在整个乡村建设过程

中，平教会始终对地方上层采取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过，平教会的乡

村建设并没有完全依赖乡村原有的长老政治、村级组织，而是以平校毕

业同学会为基础的，特别是以 1933 年县政建设实验为转折点，平校毕

业同学会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自治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士绅

在地方权力架构中被严重边缘化，与平教会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
士绅边缘化的标志性事件包括: 加强廉政，改进地方公安，清理地

方财政，整顿县保卫团，全县 6 区中 4 个区长撤职。机构改革，用乡镇

建设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乡镇公所等地方自治组织，并接受乡镇公民

大会的监督。大力整顿高利贷，维护平民权益，遏制士绅的不当得利。
开展拒毒工作，实行禁毒连坐法，登记查处了千余名瘾君子，豪绅势家

俱不能免( 梁容若，1933) 。如果把士绅简单地划分为官绅、商绅、学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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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上述动作无疑打击了官绅和商绅的势力和利益。

二、组织重构: 平校毕业同学会挑战士绅权势

平教会组织毕业同学会的目的，就是要联合已毕业的学生，打造农

村建设的社会重心，克服民众缺乏坚强的组织，缺少改进生活的自觉性

的问题( 李景汉，1986: 809) 。到 1935 年全县有 138 个村成立毕业同学

会，会员数目达到 6983 人( 江问渔、梁漱溟，1937: 244) 。
毕业同学会在农业改进和合作经济中的作用相当抢眼。首先，他

们在农业改进中担当示范，充任“表证农家”，能承担起 10 项农作项目

的推广任务( 晏阳初，1989: 272) 。到 1935 年，2400 多人担任的表证农

家在定县农村构筑了一个强大的联合示范网络，提高了良种、新技术的

推广效果。其次，同学会在合作经济中负责组织、运行工作，改良农村

经济组织的经营方法和经济制度。到 1936 年，“定县四百七十一村内，

成立信用合作社已达四百二十处。合作事业之发达，确为华北各县之

冠”( 鲁绍柳，1937) 。
毕业同学会在社会式教育过程中无形而广泛地侵蚀着士绅的权力

空间。他们开展的活动包括拒毒、禁赌、修桥铺路、仲裁争执、婚丧互

助，举行体育运动会、演说比赛，组织剧团、读书会、敬老会，组织抗日救

国捐、抗日救国基金游艺会，进行抗日宣传等。这些活动渗透到村庄、
家族的内部，从民俗习惯、休闲娱乐、公共事业、村庄管理、民族意识等

方面把村民吸引了过来，对士绅的村庄领导权和农村领袖角色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既有的权力架构已经无法驾驭日益多元的社会权力了。
毕业同学会干预村政最为士绅所诟病，据堵述初回忆: “对于村政，毕

业同学也敢于提出改进的意见。如某村的村长，年纪太大而办事精力

又差，毕业同学就提议改选村长，让年轻而又有办事才干的人担任村

长”( 李济东，1990: 428) 。
县政建设实验开始后，县政改革除了机构精简、裁局并科、强化县

府的行政职能之外，另外一项关键措施是加强乡村建设行政，包括设立

乡镇建设委员会、公民服务团和农村建设辅导员。乡镇建设委员会是

乡村建设的自治组织，负责乡建的监督、指导、计划，正、副主席在选定

后由县政府委任为正、副乡镇长。在该委员会下面设置乡村公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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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负责组织发动群众，执行乡村建设计划。农村建设辅导员则负责县

政府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政策政令传达，培训公民服务团的农村建设技

术人员，监督和指导乡镇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毕业同学会成员随之担

负起新的职能，成为公民服务团的主力和农村建设辅导员的重要人选

( 江问渔、梁漱溟，1937: 245) 。
如果说在县政建设实验之前，平校毕业同学会的主要职责还只是

承担社会式教育，担任表证农民、保健员，在村庄公共事务中仅扮演辅

助性角色，那么到了 1933 年组织合作社，参与领导公民服务团，担当农

村建设辅导员，同学会基本掌握了村庄权力的核心。依靠毕业同学会

的人力资源，平教会在定县农村构造了一种乡镇各种公共事务实行统

一管理的行政组织，在村庄权力层面与士绅展开了话语权的争夺。由

于“加入平校者多为贫农小农，而豪绅地主子弟有正式学校可入，与平

教会无关”，士绅势力难以进入毕业同学会，“故平校同学会颇为豪绅

侧目，因而积怨于平教会”( 梁容若，1933) 。为了减少或避免同学会与

村中士绅的冲突，平教会特选聘村中公正士绅为指导员，以谋求彼此积

极的合作( 张炳钧，1934 ) 。但是，士绅阶层与同学会之间的隔阂恐怕

一时难以消除。有观察者即指出:“乡村中的士绅，平时在社会上素有

相当的地位与力量，现在以毕业同学会成立之故，各种事业均由毕业同

学会提倡和举行，则在士绅心目中，对于同学会有无歧视的态度? 如果

有则对于事业的进程上，要否受妨碍? 听说他们已觉得这个问题的重

要，而现在请地方领袖为同学会的顾问了，然双方以年龄上，地位上的

关系，能否获得真正的合作? 这又是值得顾虑的一个问题”( 朱若溪，

1934) 。

三、地方自治: 士绅与国家在现代化场域中的角力

平教会与地方士绅的矛盾在 1933 年集中爆发，还有着更为深刻的

现代化背景。自清末以来，面对民族危亡、国家衰败，中央与地方、士绅

与知识分子群体都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方

面力量并非是相互协调、合作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杜赞奇认

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现代化的路径: 一是政府强调国家优

先性，二是士绅积极参与、创意社会自治。扩张的国家机器一直试图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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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消灭自治的社会创造性，通过在农村建立起新式学校、警察、政府机

构，吸收、制服、消除相对自治的地方群体结构，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控

制，以中央集权方式进行现代化( 杜赞奇，2009: 155 － 164) 。
清末以来，定县的士绅阶层占据着地方社会现代化的主导地位，且

成绩不容忽视，号称模范县。自 1902 年该县大绅王振谷、谷钟秀、马锡

蕃、米鉴三等人倡议兴办学堂起，经过 20 多年发展，差不多村村有学

校，村村有教育董事会，至 1926 年全县共有初级小学 483 处，高级小学

47 所，中学 9 所，在校学生 18350 人( 李景汉，1986: 177 － 178 ) 。翟城

村是近代乡村建设的发轫者，领导者米鉴三、米迪刚父子代表了纯粹传

统意义上的士绅与具有新学知识的本地精英的组合，在振兴教育和农

业、地方自治方面卓有贡献，一时有模范村之称，获得定县士绅的服膺，

光大为士绅主办地方自治的重要范式。山西村治大多仿自定县，在中

国近代史上留下相当的影响( 王维显，1936) 。
1929 －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陆续制修颁布了县组织法、区自治

施行法、乡自治实行法等自治法规，确定了以县为单位、以乡村为基础

的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强势的国家主义话语并不能完全帮助一个弱势

的国家强化其扩张职能、控制社会的权力，在定县“仍然是组织的形式

改变了，习俗的势力仍然大部分继续存在着。在名义上农民选村长副

( 按: 即正副村长) ，其实仍然是少数人把持……少有按照民权初步的

选举法办理的”( 李景汉，1937: 88) 。以翟城村为例: 1930 年以前，该村

分为仁义礼智信五街，各街有街长和街副各 1 人，村长、村副及书记员

各 1 人，一切取决于村务会议; 1930 年按河北省相关政策，改组为 15
邻 28 闾，并组织村民会议、村政委员会等，村政委员会每月开会两次，

委员 25 人，由正、副村长、邻长和小学校长及书记员等充任，有重要事

项还要召集闾长以上开会。虽然翟城村增设了村民会议，但始终没有

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自治，仍然延续着士绅主持村治的架构，民权在绅

权的压制下无力伸张( 徐铸成，1930; 李德芳，2001: 40 ) 。翟城村尚且

如此，遑论他村了。
为了控制地方，改变乡村基层权力失控的局面，国民政府发起农村

复兴运动，主要内容是整顿农村经济，加强县政建设，为此而计划县政

实验区。1932 年底，内政部长黄绍竑、次长甘乃光先后到定县考察，劝

说平教会接受其政治与教育打成一片的主张，参与县政实验区计划，从

改革县政府机构入手，促进平教会乡村建设计划在定县的推行。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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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会的工作正在从初期的试验与示范阶段转入全面推广与实施阶

段，晏阳初等人已经意识到，下一步的工作仅靠自下而上的学术性、教
育培训工作已难以胜任，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靠政治推动。农村建设

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支持，政府也需借助社会力量完成复兴农村、国
家现代化的任务，朝野双方就合作达成了共识( 孙诗锦，2006 ) 。但是

晏阳初并不同意内政部自上而下推行新制度的实验方案，认为真要改

革县政当从社会方面入手，求社会的改进，因此建议最好改称建设实验

区。也就是说，乡村建设者与国民政府各有打算，所谓政、教合一不过

是各取所需罢了。为此，陈筑山撰文指出，平教会县政建设实验的使命

就是要研究有推动建设能力的制度和方案，达到培养民力，移风易俗，

改造基本政治的目标，进而以政权力量为依托向全国推广( 陈筑山，

1935) 。所以，定县县政建设实验是在平民识字教育、公共卫生事业、
农业技术改进等成果的基础上，实验改革县政，获取扩大、深化农村现

代化内涵的方法。
平教会之所以会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是因为它是一个新

兴的具有国际背景的专业化服务组织。现代化研究表明，在第三世界

的农业不发达地区，主要缺乏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的有效传

输。发展专业化服务组织，是解决科技知识传输的重要手段，而平教会

恰好符合上述要求。它的主要成员晏阳初、陈筑山、熊佛西、瞿菊农、陈
志潜、李景汉、姚石庵等人都有留学经历，且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平

教会每年平均有 120 多人在定县服务，其中留学归国者约 20 人，国内

大学毕业者约 40 人，占总人数的一半( 李济东，1990: 440 ) 。这些人在

思想上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的精神，追随知识分子“到

民间去”和平民教育的热潮，舍弃大学校长、教授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

会，甘愿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农民服务，探索农村建设和民族自强的

道路。在他们的努力下，平教会基本形成了成套的知识传输系统和经

验，把典型的传统农村社区与各种信用组织、家禽作物种群繁育实验组

织以及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在接受实验县任务后，晏阳初、陈筑山主持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

院，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出任县长，地方社会的发展主导权由士绅

全面转向平教会。霍六丁主持县政改革将旧日催粮征税的县衙门改造

成了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极大地触动了士绅的权力，沉重打击了士绅

的既得利益。“在吏治方面，则调整县府及所属各局的组织，剔除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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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撤惩舞弊人员。民政方面，则规定村民摊款办法，改保卫团费为

随粮带征，成立农产仓库贷款处，厉行禁毒运动”( 王维显，1936 ) 。他

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尤以禁赌最让士绅们颜面扫地，在平校毕业同学

会的揭发下，逮捕了豪门士绅、知名人士参与的聚赌团伙，得罪了大盐

商王家、旧式士绅张家以及白家、谷家和赵家等大家族。同时，定县取

消模范县时代的地方自治模式，仅在县政委员会、乡村建设委员会等部

门留下部分名誉职务给当地开明士绅，大部分权力归于平校毕业同学

会。这些措施对平教会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激起了豪绅、劣
绅们的反抗。

从现代化主体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国家而言，平教会和定县士绅群

体显然都属于地方性的代表。本来二者都不倾向于与国家的合作，希

望能够自主地完成乡村现代化，但是他们最终在乡村建设领导权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平教会为了彻底打破士绅对于农村权力的垄

断，最终选择了与国家的合作。因此，表面上看，定县乡村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矛盾是地方士绅阶层与平教会的矛盾，其实背后折射着地方士

绅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二者对地方社会现代化领导权的争夺。所以，

当士绅表达出对平教会的不满时，代表政府立场的官员采取回护的态

度，指出即便是撤换了县长，定县的各项改革依然会维持现状。不过，

在这场角力的过程中，士绅终于还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由于他们的

激烈反对严重影响了整个县政工作的正常开展，霍六丁不得不离开定

县。继任者吕复是士绅们的人选，基本上执行成规，奉行通令，甚至以

“尊重舆论”、“与民休息”为施政要旨，表明平教会的县政建设实验明

显地向士绅们妥协了。

四、农村破产: 士绅形象负面化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破产的问题，学术界已有多种理论解释，在

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分配论和技术论。分配论强调农民贫困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地主阶级藉不合理的地租、赋
税、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使大多数农民日益贫困，被迫出售土地; 帝

国主义则使农村经济严重依赖国内外市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地主

阶级，土地平均分配，中国才能摆脱贫困。技术论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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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而在于人口相对于资源而言太多了，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减少

地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 惟一的解决之道是引进

新的知识和技术，改善品种，提高生产力( 张瑞德，1989: 725 － 726 ) 。
美国人类学者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把这一观点发挥为“农业内卷

化”的理论，①并经黄宗智等人引用而进入中国史学研究，获得不少国

内学者的认同。
相比较而言，定县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单一理论模式似乎难以贯通

解释所有的问题。根据平教会的调查，从前定县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

常，因此农作物产量不高，农民生活非常困难。自 1921 年开始，定县农

村接受华洋义赈会的资金补助，打井灌溉，井眼总数由 8111 口增加到

近 60000 口，大村的井数竟有 1220 口之多; 井浇地面积达到 89548 亩，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56. 4% ; 井浇地实现一年两作，作物总产量较之

前增加 1 /3。受粮食增产的影响，10 年间定县农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

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数量逐渐增加，佃农数量相应渐少( 李景汉，1986:

611 － 613、629，1934b) 。在定县耕地开发达到极限，人均耕地面积从

1923 年的 4. 2 亩下降到 1934 年的 3. 6 亩的情况下，凿井灌溉所构成的

资本密集投入显得尤为必要。后来，平教会在定县推广农业技术，仍是

延续了资本密集投入的路径，有效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 李景汉，

1934c) 。有学者认为，黄宗智使用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近代华北农业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惟一指标，得出了华北小农经济内卷化的结论，令人

有简单化之感( 郑起东，2004: 446 ) 。对照定县的情况，这种批评不无

道理。在考察定县 1921 － 1930 年农业经济情况时，既要考虑劳动生产

率的投入，也应考虑资本( 技术) 投入对土地生产率的改善，如格尔茨

在东南亚发现的那样。当然，黄宗智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有

限的资本密集投入尚难以彻底改变严重失调的人地比例关系。定县人

口数量在 1924 － 1934 年间由 38 万提高到 44 万，增量接近 1 /6，按人均

5 亩的标准计算，定县多余人口达 12. 6 万人 ( 李金铮，2004: 137 －
138) 。人口增长抵消了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这也是李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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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边疆地区移民、节制生育，解决人口压力的

原因( 李景汉，1934d) 。
在 1930 年代，定县的情况用分配论解释似乎更为有效。1929 －

1932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我国农业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

国家的转嫁下，遂出现封建性危机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危机相交织的局

面( 郑庆平、岳琛，1987: 290 ) 。定县虽处华北内地，仍深受其害。1934
年定县农产品的价格出现大幅下滑，特别是粮价差不多跌去了一半

( 拉夫，1934) 。霍六丁在呈送给河北民政厅的意见书中的描述更为可

怕:“定县二年以来，养蜂投机亏赔一百八十余万，白面消耗二百余万，

又加去岁农作物减收十分之四，跌价十分之四，土布与棉花销路因时局

及世界恐慌影响，几全断绝”; 当时民政厅官员评价定县“金融奇紧，农

民无处借贷，借亦无力归还，此为历来未有之现象”( 蒋锡曾，1933 ) 。
对此，李景汉指出，土货滞销、洋货流行，在这种剪刀差的作用下，农民

日陷贫困，生产力日益低劣，农业日趋衰落。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农

民渐次转向借贷度日，陷入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很多农民不得不变

卖、典当田产偿还债务，致使土地日益集中于大地主。在土地大地主私

有制和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剥削下，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况一变而

为饥荒恐怖的状态，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李景汉，1937: 28 － 29) 。
农村普遍极度贫困、普遍负债，是高利贷存在的广阔土壤。1931

年，农村经济渐呈疲敝现象，借贷人家较上年增加 33%。到 1932 年农

民生活再度恶化，67% 的农户欠债，达 46000 家。在这些借债的农户

中，种地不足 20 亩的小农占 63%，20 － 40 亩的中农占 24%，40 亩以上

的富农占 13%。1933 年冬天定县出现了以往极少见到的乞丐，约有

3000 人( 李景汉，1934a) 。同时，借贷期限也发生了不利于借债者的变

化。1929 － 1931 年间，借贷期限以 10 个月和 1 年最为普遍，到了 1932
年，6 个月期限的明显增多，超过 10 个月的则相应减少了。对于高利

贷者而言，借贷期限越短，资金周转越快，利润就越高。由于高利贷使

用最多的抵押品是田地，结果造成大量田地集中于经营高利贷的商人、
地主、富农之手。据统计，因债务而被债主没收一切家产者在 1930 年

代初期直线飙升，1931 年为 51 家，1932 年 256 家，1933 年 2889 家，其

中超过一半的人家是在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下破产的( 李景汉，1934e:

103) 。同时，由于农民为还债不得不出卖土地，结果地价低落，普通井

浇地由每亩 120 元跌落到 50 元，普通旱田由 55 元降至 25 元，雇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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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工资由 40 元降到 30 元( 李景汉，1934a) 。
土绅阶层中不少人通过高利贷牟取暴利，严重损毁了士绅在农村

中的形象。虽然近代以来，士绅阶层在扮演社区领袖，担负教化民众、
沟通官府职能的同时，也开始扮演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图利于民，但

农民还是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医疗上的服务，这

也是定县能成为模范县的重要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农村破产危

机却使人们陡然意识到了士绅在农村社会重建中的破坏性作用。大量

自耕农沦为佃农，扩大了贫富差距，强化了农村里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

系，使原本过去 10 年以来日益削弱的封建性社会关系再次回潮。1932
－1934 年定县的抗债、抗租事件急剧增加，毕业同学会也通过《屠户》、
《龚大爷》等演出剧目来挞伐高利贷者的贪得无厌和敲诈勒索。

高利贷盛行反映出农村资金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不发

达。1911 年以来，相对于城市金融的繁荣，农村金融发展一直严重滞

后，金融体制极不健全，金融供应者极端匮乏。1930 年代以前定县没

有农业银行，只有当铺、钱庄、商店、杂货铺、摇会等经营借贷，农民在需

要资金时往往选择通过私人方式去借高利贷。所以，解决高利贷问题

还是要从金融制度创新入手。1933 年平教会制定《金融调解法》，抑制

高利贷者的利益。同时，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与平教会合作，推行全

县合作运动，计划三年完成县域合作组织( 组建农民银行、农民借贷

处、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 的实验。从 1933 年 7 月份起，先是在有平

校毕业同学会的村庄举办简易的自助社，办理青苗抵押借款、农产品抵

押借款、合购食盐等; 并介绍中国银行及金城银行来定县，先后设立仓

库 5 处，办理抵押贷款，辅助自助社活动。到 1934 年 5 月，自助社总数

达到 270 个，社员 87078 人。同年，平教会在推广自助社的基础上，改

组自助社为综合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购买、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资金便

利，到 1935 年共改组完成合作社 130 个。1935 年夏组织农村合作实

验银行，于 1936 年 3 月正式开业( 吴相湘，2000: 200 － 204) 。通过合作

社和自助社把社员有限的资金集中运用，减少了对高利贷的依赖，农民

逐步从多年的恶势力中解放了出来( 李景汉，1934c) 。合作组织在金

融领域的发展，削弱了高利贷者的牟利，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当时不少人批评，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导致农村破产的新旧两

方面———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大土地占有制———这些根本因素漠

然视之( 陈晖，1935) 。其实，相关资料表明，30 年代整个乡村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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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问题已有相当的认识。他们同意，不解决土地问题，所谓农村建

设、县政改革，根本无从谈起，工作也必将步步荆棘，但是土地改革必须

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执行，在当时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在这

种情况下，要 让 地 主 士 绅 进 行 土 地 改 革，无 异 与 虎 谋 皮 ( 林 浩 藩，

1935)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时，平教会

的乡村建设更多地选择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如推广良

种，改进耕作技术，引进先进设备，组织合作社，改进县政，引进现代金

融机构等。这些措施对提高农村生产力，缓解农村社会矛盾有一定的

作用，但并非彻底的解决之道。

五、结 语

1926 － 1937 年，定县社会精英群体由本地的士绅精英和平教会成

员所组成。在乡建过程中，平教会与士绅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合作的部

分大体在教育领域，而冲突的部分则集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尽管很难

清楚地区分出士绅在上述领域中的分布，且家族、商人势力在农村社会

一贯关系复杂，但是基本而言，学绅与平教会合作愉快，官绅、商绅与平

教会关系紧张。透过 1930 年代农村破产危局的分析可以发现，平教会

与士绅之间的社会冲突背后隐含着制度缺失的结构性问题。近代农村

破产已经不是以往的天灾、战争等固有因素的产物，而是中国被迫纳入

西方列强主导的工业化轨道和市场体系的产物。对付这种经济危机，

传统农村并没有足够的制度准备。在金融恐慌中，按照农村惯习担任

金融调剂角色的士绅精英往往难以把持角色的社会期待，利用高利贷

牟取暴力，引发社会动荡。平教会在定县组织金融合作，引进、创办银

行，解决农村资金问题，是对农村社会重建相当有意义的制度探索。
同时，受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结构的限定，士绅精英与平

教会的冲突并非在一个层面上展开，而是较立体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现

代化的复杂性。清末以来，士绅精英作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具有推

动地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他们在知识储备、专业职能等方面却难以

担负起改良农业和乡村建设的重任。农村要发展，要与外部组织沟通、
接轨，必须寻找新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平教会恰是作为这样一种机构

在定县适时出现的。但是，双方的合作因为文化理念、经济利益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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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等问题而时有龃龉，迫使平教会寻求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

作为推动现代化的独立力量，也为士绅精英的不配合所困扰，希望藉平

教会推动农村复兴，定县县政建设实验就此上路。然而，由于平教会无

力、国家无意改变土地制度，士绅的大土地占有者身份和农村领袖的权

势又不可撼动，平教会只好采取包容、迂回的态度，继续争取他们的支

持与合作。当改革触动了士绅的既得利益，遭到士绅的反对时，平教会

便不得不采取守势。可以说，国家和平教会都受制于传统的社会结构，

特别是阶级结构，社会建设能力大打折扣，这就不可避免地为矛盾的进

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
此外，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而言，士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强势

地位，导致了定县实验只能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着力于改善生

产、合作技术，提高生产力，反映了弱势国家之下中央、地方、民间三方

面力量难以相互协调以推动农村社会重建的困境。然而在今日强势国

家的语境下，是否就全无意义呢? 也许平教会的经验还是能够给我们

一定的借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是依靠打工等手段从外界获得收

入，以维持家庭账目收支平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探索一条中央、
地方、民间力量相互配合，以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生产技术开发为方

法，拓展农村经济的内生力，变生存型农村为外向型农村，变农民为土

地投资者，提高农民市场参与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或许是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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