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燕京学派’的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理论与方法探

析”（１８ＢＳＨ００１）的研究成果。 文章写作思路最初形成于 ２０１６ 年夏云南士恒教育基金

会主办的“士恒精品讲座”，其间初步讨论托尼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与费孝通江村、
禄村研究的比较。 同年 ７ 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菊

生学术论坛·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与国家建设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初稿，并受

益于会上的讨论。 同年 １０ 月，参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中共吴江区

委宣传部举办的“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８０ 周年学术纪念会”，提交了修改稿《土

地与劳动：基于托尼与费孝通的比较》。 经过之后一年多的修改，并受惠于两位匿审专

家的意见，在结构和结论上做了大量修正。
① 已有学者指出，托尼在西方经济史研究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和中国学界对托尼的研究显

得很不相称，不仅对其欧洲经济史研究缺乏深入讨论，对他的中国研究亦略而不谈（欧

阳军喜，２００６）。 王君柏（２０１５）较早地讨论托尼的中国研究如何影响了费孝通的乡村研

究，认为费孝通继承了费边社渐进式改革的思想传统，并且在方法上采用了与托尼一致的

历史视角和整体视角。 最近闻翔（２０１８：２０７ － ２１８）亦对托尼的工业化和劳工问题进行研

究。 他认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研究与托尼之间的潜在关联至今还未被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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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孝通与托尼的比较出发

杨清媚

提要：费孝通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关于乡村经济与社会的系列研究受英国
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影响颇深。 本文通过对两人的文本分析比较，指出：
（１）托尼关于英国从农业现代化到工业现代化的分析，构成了费孝通的江村
和禄村经济转型的参照。 （２）托尼的“绅士理论”也成为费孝通讨论绅士功
能的基础。 但费孝通并非照搬托尼的思路，在农业的园艺学转型和绅士类型
等问题上，他都有不同于托尼的地方。 并且，对于费孝通来说，“国家”的角
色在其社会理论和实践中处于相对消极的位置。 费孝通从共同体、知识分
子、世界市场和国家四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来构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方案。 他
对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后发参与者如何获得经济自主性的思考，在今天仍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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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史研究中，对于费孝通现代化转

型研究方面的探讨已经很丰富，但是对于费孝通与英国经济史学家托

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Ｔａｗｎｅｙ）的学术关联还缺乏足够的重视。①《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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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引用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并且费孝通在城乡金融关系

和“不在地主”阶级形成的关键问题上，肯定了托尼的讨论方向（费孝

通，２００１：１６３）。① 《禄村农田》同样多处援引《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其
最后一章就土地制度问题与托尼展开对话（费孝通，２００６ａ：１８３，１８６）。
在《云南三村》英文版导言中，费孝通认为托尼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动》
一书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经济中最好的一本，并且“托尼的结论

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而且还因为它是在中国所

发生的总体经济变迁———一个可以和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的变迁

相媲美的变动———的背景中来解释数据资料的” （费孝通，１９９９ａ：
３９２）。 此外，在《乡土重建》第一篇《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
费孝通讨论“无餍求得”的精神时，主要对话的对象也是托尼（费孝通，
１９９９ｂ）。 近期学界发现的费孝通阅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的读书笔记，其多处论述其实更接近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

起》一书。② 以上种种文本迹象均佐证了费孝通和托尼在思想上有着

密切关系。
托尼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彭小瑜，

２０１１）；１９１７ － １９４９ 年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Ｇｏｌｄｍａｎ，２０１４）。 阿

古什曾推测，费孝通很可能慕名听过托尼的课（阿古什，２００６：３３）。 无

论此事是否为真，费孝通是认识托尼并读过其著作的。 １９３０ 年托尼来

华调查的时候，两人就认识了；１９４６ 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

讲，由托尼担任主持，以“表示他（托尼）对我的交情” （费孝通，１９９９ｃ：
１５４）。

尽管托尼的中国研究专著很受费孝通推崇，但他最引人注目的

成就仍是 １６ － １７ 世纪英国经济史和社会史。 在费孝通写作江村和禄

村之前，托尼的主要著作《１６ 世纪的农业问题》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１９１２）、《贪婪的社会》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２０）、《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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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村经济》一书所引的约 ２０ 个文献和档案中，《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引用了五

次，被引次数最多。
有兴趣者可比较费孝通（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 （费孝通，２０１６）与托

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托尼，２００６：４８ － ７９）。 托尼和韦伯的比较是西方研究者聚

焦的论题之一。 研究者普遍认为托尼对韦伯的评论引发了 ２０ 世纪经济史和社会史学者

反思韦伯理论的潮流（Ｗｈｉｍｓｔｅｒ，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Ｐｅｌｔｏｎｅｎ，２００８）。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１９２６）、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 （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２）等都已经问世并引起广泛关注。 同时期国内翻译的作品

有《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①《中国之农业与工

业》。②

托尼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仍不断有著述出版（Ｔａｗｎｅｙ ＆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７２）。 而本文认为，与本文主题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１６ 世纪的

农业问题》《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以及《乡绅的上升，１５５８ － １６４０》（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１５５８ － １６４０）。③ 因为《１６ 世纪的农业问题》和《乡绅

的上升》是托尼现代化理论的两个核心部分———土地理论和绅士理论

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则是在托尼上述思考基础上展

开，带有比较研究的意图。
《１６ 世纪的农业问题》作为英国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不断有数量可

观的后续研究，从材料到观点都有补充和新的分析（Ｇｅｒｇｓｏｎ， １９８９；
Ｗｈｉｔｔｌｅ， ２０１３；Ｋｅｒｒｉｄｇｅ， ２００６； ＭｃＲａｅ， １９９６）。 在这本书里，托尼指出

所谓“资产阶级”是一种特定的关系群体，包括了原来社会不同等级的

人物，如地主、资本式的土地租赁者、领取工资的自由劳动者，这一关系

群体在 １６ 世纪以来庄园主与公簿保有权的持有者（佃户）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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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系吴之椿译自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为叶

启芳译，此疑为托尼为工党宣传社会主义所写的一本小册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２４）（彭小瑜，２０１１）。 不过彭文误将“陶振誉”作“何振誉”，特此指出。 这两本小册

子均是托尼为工党的政治宣传所做。 托尼从不掩饰自己对社会主义和社会公平的政治

热情，后来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都讨论了其学术活动和社会关怀的密切关系（Ｔｅｒｉｌｌ，
１９７３；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８７； Ｄａｎｎｉｓ ＆ Ｈａｌｓｅｙ， １９８８）。 但也有学者指出，托尼的思想有丰富的意

涵，与其说政治学是他的出发点，不如说他强烈的伦理学色彩根源于其社会经济史研究

（塞利格曼，１９９８：５ － ９；Ｗｈｉｔｔｌｅ， ２０１３： １ － １８）。
《中国之农业与工业》 由陶振誉译，原著是 １９３１ 年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备忘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在 １９３２ 年出版时改名为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并增加

了最后一章“政治与教育”；这一章最早由蒋廷黻翻译。 陶振誉的这个译本是参照备忘

录翻译，加上蒋廷黻的译文合成的（陶振誉，１９３７）。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２０１４）则译自

１９６６ 年的英文版。
在《１６ 世纪的农业问题》之后，托尼和伦敦大学教授鲍尔（Ｅｉｌ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在 １９２４ 年合编出

版了《都铎经济档案：特选文献以说明都铎时期英格兰的经济社会历史》（Ｔｕｄ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ｄｏｒ
Ｅｎｇｌａｎｄ）三卷本。 内容包括 １４８５ － １６０３ 年的英格兰商业政策、殖民地企业、货币市场、
税收、济贫法等档案、手稿和备忘录，以及一些已经出版但后世少见的书籍（Ｔａｗｎｅｙ ＆
Ｐｏｗｅｒ， １９６３：ｖ － ｖｉｉｉ）。 该书充分呈现了托尼主要的治学方法，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史经典

的史料集成。



过程中浮现（Ｇｒｅｇｓｏｎ，１９８９）。① 在 １９４１ 年发表的《乡绅的上升，１５５８ －
１６４０》一文中，托尼指出，土地问题发展到 １７ 世纪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时候土地市场的强有力竞争者变成了通常出身并不显贵的地主，其
共同的特征就是金钱，他称其为“乡下的土包子” （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１ －
３８）。 因此亦有学者将托尼的观点概述为“乡绅理论”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ｎｔｒｙ）（Ｂｒｙｅｒ，２００６：３８０）。

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的研究明显可以看到托尼《中国之

农业与工业》一书的影响，但是他对托尼的理解并不仅限于此书。 费

孝通在江村、禄村研究中谈土地制度，接着在《乡土重建》讨论“绅士”
问题，所使用的“ ｇｅｎｔｒｙ”一词与托尼相同。 这些也许并非巧合。 他对

英国经济史的了解可能是超出我们意料的。 本文希望通过文本分析，
从土地制度、绅士与国家三个方面梳理费孝通从江村到禄村这一时期

的乡村研究，与英国经济史对话。

一、第一阶段：土地市场与农业现代化

托尼认为，英国社会现代化变迁始于土地问题。 在《１６ 世纪的农

村问题》一书中，托尼指出，英国在 １４ － １５ 世纪出现了土地市场持续活

跃的明显趋势，农业生产类型发生变化，农业获得投资，从封建庄园制

转变为市场生产（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６７：１９ － ４０）。 我们把托尼说的这个时期

称为乡村现代化或农业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土地制度、土地综

合利用方式变化和土地市场形成。
一般认为，从公元 ９ 世纪开始到 １３ 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的起源与

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段，以 １１ 世纪末 １２ 世纪初为大致分

界（布洛赫，２００７：１３０ － １３９）。 在英格兰，第一个阶段是国王以教会法

的做法封授土地连同其上的居民，其中保存了更早之前的村社共同体

的条田制度；第二个阶段是在法国“诺曼征服”之后移植过来的封建军

役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为多层封授（咸鸿昌，２００９：２４ － ３１）。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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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论断对土地所有制和劳动关系的关注引起了后来研究者对托尼与马克思主义进行

比较研究的兴趣（Ｃｌｉｆｔ ＆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２；Ｂｒｙｅｒ，２００６）。



于授封的来源、土地投献的情形不同，形成了采邑和“自主地”。① 诺曼

统治时期的土地保有权可分为三类：自由民拥有的自由保有权（包括

军事保有权、宗教保有权、自由无兵役保有权或世俗保有权），为期数

年的保有权以及依附于庄园的维兰和茅舍农拥有的低级保有权（沈
汉，２０１０）。 其中自由无兵役保有权是在领主采邑之外、自由地世袭土

地所有权（韦伯，２００４：７９）。 与前述“自主地”相关的便是自由保有权。
自主地最开始只能继承，不得在持有者有生之年转让，也不能通过遗嘱

的形式在其死后转让他人。② 相对于自由保有权，庄园采邑下的附庸

佃农所拥有的是不自由保有权，即誊本保有权或称公簿保有权。 １５ 世

纪左右，英格兰乡村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保有权———租地保有权（沈汉，
２０１０）。 这种保有权是双方自由谈判缔结契约的结果，而非出自习惯

法。 到 １６ 世纪，租地保有权广泛实行，最终推动了庄园的瓦解，土地所

有权成为可让渡权利。
圈地运动有两个阶段，在 １３ － １４ 世纪时，主要是领主之间的领地

划分和领主与自由佃农之间的协议，核心是公共牧场的使用等，涉及许

多小的耕作者。 到 １６ － １７ 世纪时圈地运动的主体已经是一些大业主

或其代理人，在短期内将小地产联合成大庄园，此时对土地集中起到主

要作用的更多是大资本家和约曼（ｙｅｏｍａｎ） （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６７：１８０）。③ 在

１６ 世纪，法律上“约曼”就是一个自由保有权者（ ｆｒｅｅｈｏｌｄｅｒ），他可以自

行处置包括转让自己的荒地，这块荒地年付税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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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诺曼底公爵威廉规定，直接依附于他的大贵族必须要为他掌握一定数量的骑士；为了豢

养这些骑士，一开始多数贵族都选择在自己领地内为他们提供食宿，食宿通常由修道院

负责。 后来食宿成为大问题，贵族和教会不得已划出特定的采邑，让骑士自谋生路。 伴

随这块领地授予的是附庸者必须献出自己的忠诚并向领主履行各种劳役和义务。 这块

“恩地”的封授本质是双重过程，土地授予的同时也确认土地附庸关系的形成。 但是绝

大部分采邑并非出自领主直接封授，而是来自周边弱小者的土地投献（自愿或被迫），后
者献出自己的土地，也献出了自己的人身权利。 领主将附庸者投献的土地再返还后者，
从而获得对这块土地和附庸者的监护权，这种监护权在性质上近似于所有权。 这两种方

式构成了维兰佃领地和采邑。 与之不同的是“自主地”，它可能直接来自大教会、国王或

某个大贵族的授予，或是某个附庸趁乱侵吞的荒地，其特点是未被再度投献（布洛赫，
２００７：２８４ － ２８９）。
１２９０ 年颁布《土地完全保有法》后开始允许持有者在其有生之年把这类土地转授给他

人，但同时亦规定，保证买者不向该持有者而是向土地原初授予者履行同样的义务。 这

一条例的公布抑制了任何对土地进行再分封的企图，并中断了通过采邑方式晋升中层封

建主的渠道，客观上有利于王权集中（沈汉，２０１０）。
沃勒斯坦（２０１３ａ：２８２ － ２８３）在托尼的基础上认为，大资本家在圈地作大牧场过程中起主

要作用，约曼则在合并小地块以提高耕作效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６７：２７）。 在这个意义上，他等于自耕农。 而现实中，一个

自由保有权者虽然行使转让权利的土地面积受法律限制，但他同时可

以租种荒地，从这方面说，他也是一个佃户。 在此过程中，自耕农一部

分补充到佃农中，另一部分转化为商业资本家，成为绅士的来源之一，
比如英格兰东部地区（托尼，２００６：１２１）就是如此。①

土地流动推动了乡村家庭分解。 留在乡村的人被并入资本主义的

农业生产之中；而没有土地继承权的人，比如非长子，要么参军，要么变

成农场雇佣工人，要么流浪。 这些富余人口一部分通过济贫法疏散到

更远的农村地区（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６７：２７５ － ２８０），一部分进入海外殖民地

（沃勒斯坦，２０１３ａ：２９１）。
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经验最有借鉴价值的就是它的农业现代化。

英国农业革命的成功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国王、大贵族和教会将大

量王室和教会土地投入市场，比如伊丽莎白女王一共卖掉了价值

８１７０００ 英镑的庄园地产，其继位者在接下来 ３０ 年内又卖掉了上述 ２
倍的庄园地产；这些土地流转为租佃经营和土地用途转化提供了便利

条件（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２４ － ２６）。 另一个是现代园艺技术的引入和发展。
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园艺技术，大量种植亚麻、染料作物

和苜蓿、三叶草等饲料作物，使农业成功向畜牧业转变，同时用劳动力

代替土地，不需要流动放牧就可以得到高效率的畜牧业（沃勒斯坦，
２０１３ｂ：９６ － ９７）。 而英国自耕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引领了园艺

学的改良。
这两个因素中国都没有，而且中国的土地问题还更为复杂。 托尼

指出：（１）中国的农业生产往往将野草、树木等作为燃料来源。 欧洲自

古实行的畜牧和农耕轮耕制度对于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 既然畜牧业

没有农业重要，那么欧洲极重视的公地问题在中国根本不成为问题

（托尼，２０１４：６２）。 （２）中国不存在土地贵族，通常大量土地由国家和

某些准法人团体如宗族、村庄、祠观、寺庙和书院所有，然后分成小块向

外出租。 （３）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主，在南方多数是佃农以及

自耕农兼佃农（托尼，２０１４：６３）。 这里自耕农和佃农的划分并非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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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勒斯坦继承了托尼的观点，他同时指出，到 １７ 世纪英法的自耕农 ／ 约曼已经是相当大

的土地所有者或控制者，使用大型农具，他们实际上并入了用资本投资进行农业经营的

大佃农之中，从而“消失”了（这是说“约曼”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沃勒斯坦，２０１３ａ：
２７３ － ２８７，２０１３ｂ：１００）。



依据“所有权”和“租地权”，还要看每个地区关于土地权利的风俗习

惯。 例如在浙江、江苏普遍存在的双重所有权制度，佃农实际上具有类

似英国誊本所有权者的地位，但是他们却不负担任何封建劳役（托尼，
２０１４：２５）。 （４）地租过重并不是唯一的土地租佃问题，新的问题来自

于不断出现的不在地主阶级。 他们与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关系，通
常凭资本租下大片土地，再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对农民进行严酷压榨

（托尼，２０１４：６４ － ６９）。 （５）大部分农产品为了市场而耕作，但运输困

难，市场由商人垄断。 他们与不在地主一样，也是高利贷者的利益来源

（托尼，２０１４：５２ － ５５）。
托尼提出改良农业的措施主要有：（１）为部分农业人口寻找其他

谋生职业，比如向东北移民或者在工矿企业就业。 （２）利用政府贷款

帮助佃户赎买土地，开展减租运动，组织助农合作社。 （３）引进农业改

良技术，生产各类经济作物，如水果、玉米、花生。 在这里可以看到园艺

学对托尼的影响（托尼，２０１４：９３ － １０６）。
畜牧业的发展在中国缺乏条件，但托尼注意到中国乡村手工业是

农业复兴的另一个可能契机。 他指出，直到 １９ 世纪，英国乡村仍然存

在大量家庭或小作坊经营，这些小作坊并非“前现代”生产方式，而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托尼，２０１４：１１７）。 中国也有类似的基础。 中国

的乡村手工业有两类组织形式：家庭工业和流动的手工工匠（托尼，
２０１４：１１９）。 这两者都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下形成小业主作坊，比如

江浙一带的棉纺织业和河北皮毛作坊。 随着商业的扩展，家庭作坊可

以灵活地由自主生产转向订单生产，这被称为“制造工业前的资本主

义阶段”（托尼，２０１４：１２４）。 中国现代化转型起步如果要考虑农民的

温饱问题，就不能先依赖大工业和重工业，而应该考虑如何在不打碎自

己传统社会组织的前提下，将大工业嫁接到自己的社会中（托尼，
２０１４：１４４）；家庭手工业正是如此。

在托尼看来，中国可以从农业现代化开始，再到工业现代化。 英国

农业现代化成功的两个因素在托尼这里都有替代。 土地贵族对土地市

场形成的刺激可以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改革取代，由自耕农

主导的园艺学改良则可以通过助农合作社来实现。 考虑到中国的农村

现代化必然会使大量小农（主要还是大批佃农，自耕农土地面积太小，
通常还要再租地）面对市场风险，为其寻求制度和组织保障成为托尼

方案中首先考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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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比较个案的江村与禄村：土地问题的回应

上述托尼关于农业现代化和家庭手工业的讨论，在《江村经济》和
《禄村农田》中均有涉及。

家与户不同，家由亲属纽带结合在一起，在经济生活中，它不必然

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单位，所以用“户”来指称最基本的经济单位（费孝

通，２００１：９０ － ９１）。 简言之，“家”是在血缘或伦理基础上形成的组织，
“户”中包含了非家庭成员，其性质是劳动分工合作。 非家庭成员进入

“户”有三种方式：作为客人与主人一同生活、学徒制和雇佣关系（费孝

通，２００１：９４）。 “户”不等同于家的推衍，但在特定经济条件下会受家

庭伦理支配，比如学徒制下的师徒关系。
在江村，费孝通主要关心不在地主制、土地碎化和手工业三个问

题；在禄村，涉及的是园艺学改良。

（一）不在地主制

江村有 ２７４ 户，土地面积 ３０６５ 亩，其中水田 ２７５８ ５ 亩，全村

７５ ８％的家庭土地不到 ５ 亩，９０％不到 １０ 亩（费孝通，２００１：１６８）。 每

个家庭至少需要 ５ ５ 亩才够粮食（费孝通，２００１：４６），大部分家庭通过

出售粮食和生丝能勉强糊口。 江村以自工自营的佃户为主，有少数在

地地主。 田面权和田底权分离；田底权所有者是法律上认可的土地所

有者，他支付土地税，出租土地；田面权所有者是直接使用土地的人，按
照承租契约给田底所有权者交租，他可以再把土地转租给别人，雇工或

者自营（费孝通，２００１：１５７）。 不在地主只关心佃租收益，而佃户基于

田面权的长期占有与村落共同体逐渐融为一体，使田面权发展为永

佃制。
费孝通指出，正如托尼所说，江村的不在地主制意味着城镇资本对

乡村进行投资（费孝通，２００１：１６３）。 城镇资本进行田底权交易，或者

集中租赁土地再分租给农民。 但是城镇资本投资的是地租，而由于乡

村经济萧条和左派思潮反对地租等原因，投资萎缩，土地迅速贬值，酿
成严重社会冲突（费孝通，２００１：１６７）。

在托尼看来，不在地主制在中国与别的国家情况类似，即土地分散

经营难以同时供给地主和佃户双方的生计，除非地主将自己的收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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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农业生产，而如果地主不这么做，就会引起农民的痛恨。 欧洲解决

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佃农转变成自耕农，可以通过革命、丹
麦金赎买、佃农让渡部分建筑所有权以换取其余部分建筑所有权等实

现；另一种是重新分配土地，用土地税强征地主的土地，以增加小农的

土地面积。 两种方式都离不开国家的操作（托尼，２０１４：１０２）。 那时，
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重心在减租、限租、限租期和限定最大田地面积，
属于第二种方式，而事实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政府贷款协助赎买（托
尼，２０１４：１０４）。 费孝通关心的重点并不在租佃关系的调整以及佃农

是否向自耕农转化。 他认为一味打击地租的结果只会使城市资本流向

上海这类对外通商口岸，而农村地区资金越缺乏，高利贷就越活跃，形
成恶性循环（费孝通，２００１：２３７）。 因此，对地租问题应有更全面的认

识，一方面要看到离乡地主靠地租来消费西方工业品，“洋货”越多，则
乡村手工业越破败，农民越穷，地租负担越感沉重（费孝通，１９９９ｄ：
１２ －１３）。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乡村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生息能力，城市

资本对地租的投资兴趣才会有所转移。 蚕丝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着手

点。 概括来说，费孝通更倾向于从社会自救出发。

（二）土地碎化与手工业

土地碎化与中国分家平均析产的习惯关系密切，这与英国长子继

承制不同。 费孝通认为，分家析产有自然限度，使土地和人口比例维持

在一定范围（费孝通，２００１：１７０），但劳动力流失只会进一步损害农村

经济。 江村丝业吸纳了小块农田无法负载的劳动力，为家户经济提供

了生活保障，遏制高利贷，稳定城镇和农村的金融关系（费孝通，２００１：
１５１ － １５２、１７７、２３１）。 简言之，土地碎化是社会结构所致，而丝业具有

更大的经济潜力。
托尼所说的英国乡村家庭工业不完全是原来庄园经济的产物，也

不是城市手工业行会的变形，而是外来技术人员的商业投资。 移民来

的佛兰德工匠把技术带到了英格兰乡村；通过水利缩绒机这项技术革

新，遍布乡村的家庭作坊击败了高度工业化的大城市佛罗伦萨（孟韵

美，２０１４）。
相应地，江村也经历过外来技术植入的过程。 费达生等人指导进

行了家庭育种改良，在合作工厂引入新型缫丝机，在组织上发展了合作

生产。 村民、合作社工厂组成了生产和销售链条，政府则为合作运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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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金融风险。
在托尼看来，英国通过畜牧业发展才打破了农业封建经济下的园

艺学状态，形成了土地的复合利用。 现代牧业在土地肥育、年度劳动力

分配和供给市场方面都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大量施肥改善牧草和土壤，
设法增加春季牧养和夏季牧养；耕地和畜牧管理携手并进，使各个地区

更加专门化和相互依赖（沃勒斯坦，２０１３ａ：２８３）。 丝业对于费孝通的

意义，犹如畜牧业对于托尼，区别只是前者在桑叶上蓄养蚕种，后者在

牧场上饲养羊群。 这种蚕丝业也并不是男耕女织状态下的手工业。 它

由农闲时间增加收入的副业变成了专项生产，减少季节时间的限制。
费达生等人将家户养殖转变为集中育种，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但
在桑叶培育和供应上，还需要形成产业环节（费孝通，２００１：２６１）。 江

村已有的技艺已经能生产高质量的生丝制品，但是量产跟不上且成本

太高限制了其市场竞争力，所以将工厂就近建设在原料产地，再通过技

术革新能节约成本（费孝通，２００１：２６４）。

（三）农业园艺学的改良

没有手工业基础的乡村，如何突破原来的经济形态，实现园艺学的

改良？ 禄村提供了不同于江村的发展思路。
禄村有个人和团体两种地主。 团体地主即各种占有田产的集体组

织，可以分为四类：土主庙，所占公田属于村落集体所有；兄弟会，包括

洞经会、老人会、信义会等，田产用于仪式活动和团体聚餐；族公 ／祠，所
占为族田，用于祭祖、子弟教育等；寺院和行政机关，田产用于机构活动

经费（参见下表）。

　 禄村田地占有情况

总田数
（亩）

所有者
类型

所有者数量
（％ ）

所有者构成及持田占比（％ ）
单个所有者

最大占地面积

６９０
个人地主 １２２ 户（７３％ ）

团体地主 １２ 个（２７％ ）

无田 ３０

６ 亩以下 ３５

６ － １２ 亩 １９

１２ 亩以上 １６

略

２５ 亩

５０ 亩

　 　 注：该表根据《禄村农田》（费孝通，２００６ａ）第 ６１ － ６８ 页的信息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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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体地主之外，大部分人占田很少。 尽管各家农田面积数量不

等，但是通过租赁，各家实际经营的土地大致在 ６ － １２ 亩，比江村情况

好些。 出租田地的大部分是团体地主，私人农田出租的极少。 禄村符

合托尼所说的中国没有土地贵族而以团体地主为主的情况。
禄村土地制度的基础是雇佣关系而非租佃关系，但是雇佣劳动发

达并非因为商品经济程度高。 禄村经济支柱属于托尼所说的“园艺”
型的农业耕作，即完全依靠农民个人的技艺成就，人均产量低、农业资

本不足和人力过剩并存（托尼，２０１４：４６）。 雇工劳动发达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是当地人厌恶劳动的心理，宁愿生活迁就最低程度也不下

田；二是周边少数民族劳动力价格低廉，总体作田成本低（费孝通，
２００６ａ：１１２）。

那么禄村的现代化转型应如何着手？ 一是要抑制消闲经济，二是

要为园艺学改良创造条件。
费孝通选取了五户人家，按照人口和日常生活费用，从富裕到贫穷

排列为甲乙丙丁戊。 以消闲经济的最低水平为参照线，这五家又可以

简单分为两种类型，甲乙丙有田，能自给；丁戊无田，靠出卖劳力的工资

生活。 当时政策重点在于讨论如何给丁戊赋予田权，但是费孝通认为

应从劳动力市场价格入手。 可以在禄村附近发展工商业，以提高工人

工资水平，这样就迫使部分家庭（比如丙）将闲置劳动力投入劳动。 与

此同时，需要引进农业技术改良，提高土地的经营收入，鼓励地域间换

工，避免禄村由于工商业竞争出现大批劳动力流出，导致农田抛荒。
（费孝通，２００６ａ：１８６）。 简言之，费孝通考虑的是先破坏禄村农业倚靠

劳动力剥削来维持低度发展的状态。 发展工商业未必需要在附近建设

一个类似上海的中心城市，只要将禄村与周边重要市镇的道路交通充

分建设起来，效果是一样的。 地域间换工的基础是种植的多样化和规

模化，①这与托尼讨论过的园艺学改良方向尤其一致。
但是与托尼的看法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决定土地市场价格的首要

因素是土地位置而非土地生产力。 禄村土地权不外流是因为它离中心

城市远，只有提高土地出产的产品价格，才能增加土地对人和资本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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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这一思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实现。 １９８１ 年他在澳大利亚

讲学时，向一位华裔农学教授求赠高产凤尾菇种苗，带回吴江试种成功后，曾设想进一步

发展凤尾菇罐头的加工副业，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可以通过农业促进工业（费孝通，１９８４ａ，
１９８４ｂ），这与托尼的基本判断一致。



附力。 江村因为离城市近，其地价会因城市扩张不断抬高，一个发达的

与世界市场关联的手工业（最终会变成工商业）能吸引更多资本注入。
江村和禄村与英国最显著的差异首先为不在地主制。 在英国，土地

集中是由资本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欲望所带动的，而在中国，土地集中受

地主阶层的消费欲望所驱使。 其结果使土地首先成为城市金融不断套

利的对象，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都不会激发农业自主发生产业转化。

三、第二阶段：“绅士”的出现

费孝通所使用的“绅士”（ｇｅｎｔｒｙ）一词至少有两个来源，一是托尼，
二是田野经验，如费达生和英国乡村。 费孝通 １９４７ 年春访问英国时写

了关于英国乡绅的《访堪村话农业》一文，之后陆续发表了《论绅士》
《论知识分子》和《论师儒》，在此三篇文章基础上形成《中国绅士》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ｅｎｔｒｙ）一书（费孝通，２００６ｂ）。 这三篇文章侧重点不同：《论
绅士》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讨论“绅士”如何勾连地方宗族与官僚体

制，《论知识分子》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绅士”与平民之间的文

化等级，《论师儒》指出儒家的“士”的传统将自己与皇权捆绑在一起的

意识形态如何产生并发挥影响。 除此之外，《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
《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这些文章涉及了不同类型的绅士。

托尼关于绅士研究有两个重要序列，一个是在经济史背景下产生

的“乡绅理论”，从贵族、望族到乡绅的出现和转变；另一个是结合思想

史背景讨论的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启蒙者。
托尼指出，绅士一直要到 １７ 世纪才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托尼，

２００６：１２４）。 贵族、望族和乡绅有各自的时代舞台，亦有不同的内在特

点。 贵族主要是提供一种榜样或范式，庄园、传家之宝和家族历史是不

可割裂、不可转让的整体，是荣耀和声望的表现；与之关联，贵族要承担

许多公共责任（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８）。 从伊丽莎白后期到都铎王朝时期，
伦敦迅速商业化，贵族生活的维持拖垮了不少名望之家。 许多贵族开

始出售财产，同时与低等级的城市暴发户联姻（ 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１０ －
１１）。 一部分贵族地主竭力从土地市场中寻找财源，并像企业家一样

转向合同和利益（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１３）。 这个转变过程我们可以根据声

望获得来与之前的贵族区分，这部分生存在市场下的贵族其实是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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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份仍是世袭的，但是声望开始与市场成功相关联。 当贵族转变成

望族的时候，属于贵族的封建时代亦走到了尾声。 而绅士是不论出身

的，完全通过商业成就获得声望，并且最终因此在国家政治上取得了巨

大成功（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２５ － ３３）。
至于中国，托尼认为缺少类似英国的土地贵族，只有在官僚体制内

取得成功的知识阶层，他们与大众隔绝，只考虑做官，不会真正为改善

民生做贡献（托尼，２０１４：２００）。
费孝通在“双轨政治”和《乡土重建》中讨论的也是这类人，姑且称

之为“旧绅士”。 在江村研究里则涉及另一种绅士，即费达生，才更接

近托尼所说的绅士。① 还有第三种教士型“绅士”，作为思想启蒙者出

现，主要见于《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一文。 费孝通似乎没

有讨论中国的贵族和望族问题，所以在他的现代化方案中，土地市场的

启动确实存在着模糊之处。②

与托尼一样，费孝通对旧绅士充满反思。 他痛陈传统政治结构和

文化僵化导致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③认为可以期待的是诸如费达生

这样的新绅士，他们将带领乡土经济的重建。 这是托尼没有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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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江村研究中谈到的“不在地主”属于旧的一类还是新的一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费

孝通认为不在地主制中收取土地者即为放债者，而放债者包含个人、群体、机构；他们收

租是得到国家承认和保护的。 在一些历史上有这种制度的地方，不在地主即望族或旧绅

士。 在现代商业影响的地区开始出现的不在地主，其成分未必是旧绅士，而可能是城市

工商阶层（费孝通，２００１：１６１ － １６３ 脚注）。 也就是说，不在地主是对一个转变过程的概

括。 费孝通因此反对陈翰笙将不在地主制当作“永佃制”，并从历史遗存角度来解释，认
为应该将永佃制视为不在地主制的一部分。 陈翰笙认为，永佃有两种来源，一是帝制时

代大地主和官僚领取的大批荒地，雇佣移民耕作，后定居形成固定的垦殖集体。 二是农

民自有耕地为逃税而托庇于大户，久而久之，包税成为田租。 永佃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

贫农的土地权。 陈翰笙主张土地革命和土地国有，建设集体农场和集体工厂（陈翰笙，
２００２：８４、２１１）。 费孝通赞同永佃制的社会保护功能，但是与通过政治手段“消灭”某种

经济行为相比，他更倾向通过社会强化来纠正两者的关系。
托尼指出，在王室和贵族抛售地产的时候，出现了专业的法律机构和充分的法案讨论，土
地巨量交易有政策和规划（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２０）。 而费孝通看到的食利者的土地攫取则谈

不上规划，更多是零敲碎打，给强取豪夺留下很多空间；而以使用权事实取代了所有权的

法理讨论，亦无形中弱化了土地制度变革的动力。
费孝通谈到，“我这篇话只想说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社会的性质相配合的，而且

互相发生作用的。 希望并没有引起一种误会，认为我是主张回返传统或是盲目于饥饿的

群众。 即使我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人生活的幸福或乐趣，我也决不愿意对这传统

有丝毫的留恋。 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是已经走了，去了。 最主要的理由是处境

已变。 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 适应于

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

新的处境里了”（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３０７ － ３０８）。



地方。
托尼谈到的启蒙者类型———路德和加尔文对新的经济与社会关系

做出了解释，这些解释传达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结构变化。 路

德延续了天主教神学家对经济的伦理学批评，试图按照原始基督教的

模式重建教会体制，同时也重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习俗（托尼，２００６：
５１）。 对教会制度的反感，使他强烈主张避开任何上帝与信徒之间的

中介，而直接在个体心灵中沟通上帝。 吊诡的是，这却在无形中降低了

有机体的位置，使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事实上进一步分裂成为不可通

约的两个范畴。 虽然所有人都获得了在上帝面前相同的地位，但真正

的圣化只有通过宗教的内心生活获得，只属于少数个体，因此在路德的

思想中反而找不到安置社会伦理的位置。 于是路德最后不得不呼吁，
由国家占领这块地盘，于是维护基督教道德的任务就从教会转移到国

家手中（托尼，２００６：６１）。 这不同于韦伯。 在韦伯看来，路德最大的成

就恰是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 而对于费孝通来说，路德的宗

教世俗化使命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中国社会很早就已经使世俗生活

道德化了，如他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那样，礼治秩序与共同体的情

感融为一体。 但是托尼谈到的路德对乡村共同体的动员重组则是必要

的。 托尼所说的路德困境，在费孝通这里反而要通过乡村共同体的重

建来化解，而不是让渡给国家。
对于加尔文，托尼认为加尔文要求经商的基督徒有严格的自律性。

这个目标不是拯救个人，而是荣耀上帝。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仅要用

祈祷，还要用奋斗和劳动来使世界圣化。 从加尔文的学说既可以推出

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也可以推出一种严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托尼，
２００６：６５ － ６８）。 英国革命前后，路德和加尔文的影响都被结合进社会

重建方案里，按托尼的说法，“每个人心中既有社会主义，又有个人主

义；既有集权主义，又有对自由的追求；正如每个人的心中既有一个天

主教徒，又有一个新教徒”（托尼，２００６：１２７）。
在费孝通的理解中，路德和加尔文是适应现代性的两种方式，前者

基于乡村共同体，后者基于都市（杨清媚，２０１６）。 两者补充了费孝通

的“绅士”类型，可称之为教士型的绅士。 在这类教士型绅士中产生了

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英雄”，比如路德和加尔文。 “文化英雄”是肩负现

代性启蒙的任务的。
《乡土中国》里也谈到过，社会新旧交替之际，会出现一种“文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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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支配跟

从他的群众。 不同于长老统治权力由传统授权，民主权力由社会授权，
这种支配权力是时势所造就的。 在原始社会，这一类担当者往往是战

争英雄，而在现代社会，担任文化英雄者必然是一个时代的领袖（费孝

通，１９９８：７７）。
历史上中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文化英雄。 例如费孝通在《论师儒》

一文里谈到儒学在韩愈之后道统不复，师儒从朝堂之上转入乡间，成为

教书先生。 此位教书先生的原型指向的便是大儒朱熹。 在费孝通的时

代也有文化英雄，比如梁漱溟。 费孝通盛赞梁漱溟是对中国文化进行

探索的思想家（费孝通，１９９９ｅ：１４２），他认为梁氏与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一样，面对一战以后世界冲突的新形势，不约而同地提出了

文化整体论的观点（费孝通，１９９９ｆ：３３７ － ３４２）。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费孝通对梁漱溟充满敬佩，但他并不见得完全

赞同梁漱溟的现代化方案。 梁漱溟痛陈乡村文化精神丧失，组织秩序

涣散，士人理性堕落，道德共同体难以维持，乡村灰暗破败似已无可救

药（梁漱溟，２００６：１１５ － １１８）。 而费孝通笔下的乡村全然是风俗的，比
如“土地爷爷和奶奶”最喜欢管人间闲事，他出国时奶妈给包了一把灶

上的泥土（费孝通，１９９８：７）。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是

儒家和皇权的关系，乡村文化受制于这个上层结构，因此他的方案要用

儒家礼仪理论来保护乡村。 费孝通的出发点则是作为风俗体的乡村共

同体（黄子逸，２０１６）。 文化传统不过是乡村之中的日常生活，这些内

容不完全来自儒家，也不完全受经典规训。
在抛弃旧绅士的这个问题上，费孝通、托尼和梁漱溟观点虽然一

致，理由却不相同。 对于梁漱溟而言，是出于可惜而不得不如此选择，
以前读书人以言利为耻，而今读书人想尽办法发财，旧绅士的败落无可

挽回（梁漱溟，２００６：６０ － ６１）。 而托尼认为，在英格兰，乡绅和牧师根

本看不起下层人民，两者联合在一起镇压大众的骚动；挽救乡村还得依

靠新教运动带来的民主制度（托尼，２００６：１６４）。 费孝通指出，保甲制

度之下，乡约和乡村自治团体的领袖不断被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实际

上国家逐渐消化了旧绅士阶层，基层利益诉求难以有上传的空间，因此

也就指望不上了（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３４０ － ３４３）。 士人理想在梁漱溟重建

人心的方案中占据核心，所以知识分子是乡建运动的根本；而知识分子

在费孝通这里是因其纽带功能而重要，在转型过程中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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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面对资本与市场：国家的角色

在托尼和费孝通的讨论中，国家均作为现代化方案中不可或缺的

角色，服务于保卫社会这一核心任务。 英国保卫社会成功，得益于路德

和加尔文为共同体重新找到理论基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贵族没有彻

底市场化，在政治结构中保有保守的政治伦理，①因此在面对中国的时

候，托尼将之落实为现代国家政府。 在他看来，这个政府体制最紧迫的

任务不是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而是指导经济发展。 比如由某几处地方

开始建立示范区，由这些示范区带动，其他广东、福建、江西等闹动乱的

地方会慢慢安定（托尼，２０１４：１８３ － １８４）。 从江村和禄村来说，费孝通

基本接受示范区的想法，也同意托尼所说的改变土地政策需要国家出

面。 但是，费孝通似乎不认为工业建设的任务应完全直接交给国家，而
更希望通过资本运营或者说市场来解决（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４１５）。② 他认

为“国家”在社会和经济转型中所担任的角色更像是与社会和市场构

成一种平衡关系。
打击高利贷是费孝通和托尼最关心的国家职能。 由小农经济自身

的结构缺陷带来的贫穷，其头号敌人是高利贷。 如托尼所说，无论用中

世纪的语言称之为“罪恶渊薮”，还是用经济术语称之为信贷机制，都
是一回事，这种“恶”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道德意义上的。 是否

对高利贷进行有效打击，已经是衡量一个国家好坏的标准。
在中世纪英国，牧师们通过布道和各种小册子，激烈地批判高利贷

是违反神圣教义的（托尼，２００６：９１ － ９４）。 宗教改革后，近半神职人员

由俗人赞助人举荐，教会成了国家的一条臂膀，教会法随之国家化。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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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韦伯也有讨论，认为贵族即为一个经济地位足以使其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换言

之，他是为政治而活，而无须赖政治以活，因此他是个有固定收入的“坐食者” （ ｒｅｎｔｎｅｒ）。
在农业社会里，纯粹的贵族都是靠地租为生的；在欧洲只有英国还有这样的贵族。 反之，
在法国，剥夺庄园领主的结果是导致了政治生活的都市化，因为只有城市的财主———而

非土地贵族———才能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以政治为职业（韦伯，２００４：８６）。
这更符合费孝通主张工业分散、警惕大资本独占的想法，他在《乡土重建》中指出，访问

英国的时候曾经见过其全国消费合作总社的朋友，他们建议中国类似江村这类生产合作

社如果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消费合作总社愿意与之合作，直接沟通国际间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费孝通觉得这话虽然说得太早，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值得注意（费孝通，
１９９９ｂ：４０１）。 而在资本方面，由政府强制储蓄并负责经营工业的路线，是他明确反对的

（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４１５）。



会法中关于高利贷的限制进入了议会立法。 在相似的背景下还产生了

济贫法（托尼，２００６：１６２ － １６３）。
中国农村放贷人主要是地主、商人和当铺，农民常年贫困负债的情

况和英国类似（托尼，２００６：６１）。 但中国没有类似的法律过程。 国民

政府法定取息利率为 ２０％ ，相当于 １５７２ 年英国法律规定利率的 ２ ５ 倍

（托尼，２００６：６０），比英国高出不少，也就是说法律和政府对农村和农

民的保护不足。
费孝通在江村也详细研究过高利贷层层盘剥的手段，比如“桑叶

的活钱”“换米”，还不起钱的抵田，无田则抵人（费孝通，２００１：２３１ －
２３２）。

费孝通认为，高利贷虽然非法，其原因却是结构性的。 它是城镇和

乡村金融关系的极端反应，城镇不断吸收乡村财富，而农民却无法从城

镇收回等量的东西。 不在地主制正是以高利贷这种金融制度为基础的

（费孝通，２００１：２３３）。
国家有没有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处理好它与资本的关系，这是对政

府能力的考验。 托尼和费孝通反对高利贷，因为高利贷对乡村共同体

构成最大的破坏。 他们都认为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是摆脱高利贷的基本

途径，同时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担保并组织农民合作社，尽可能取代高

利贷的空间。 二者间的差别在于，托尼在谈英国时还强调了国家建立

充分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①而费孝通似乎并未关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费孝通确实比较欣赏英国的政治。 他赞赏英国

革命没有经过暴力但又不怕改革的政治精神，他认为，政治不能没有从

政者的良知作为基础，但也不能完全依靠个人良知。 法律、国会、责任

内阁制和文官制度保证了政治精神的落实，在此之外存在各种利益、兴
趣的组织与会社，任何公共事务都需要讨论（费孝通，１９９９ｇ：４５９）。

费孝通还指出，现代国家需要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获得承认，“２０ 世

纪不是强权政治的时代，而是威望政治时代。 一个强国必须树立威望，
使别国愿意来依附它”（费孝通，１９９９ｈ：４７１）。 国家无法孤立地自我界

定，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表现往往受其政治传统和社会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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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托尼反对土地革命，主张通过合作运动保护小农，主张维护劳工利益，
这些都与其费边社的背景有关（欧阳军喜，２００６；彭小瑜，２０１１；Ｃｌｉｆｔ ＆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２）。
有研究者亦认为，托尼所提倡的“平等思想”背后有深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同时也

成为二战后英国工党建设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杨和平、李堑，２０１２）。



在心态上，英国面向海洋，多数英国人曾在海外居住过，而美国对于海

外有一种有意淡漠，持消极的孤立主义。 表现在外交政策上，英国有较

为稳定的帝国政策路线，民众比较信任政治家；美国则政策随时反映时

势，与各种利益团体妥协（费孝通，１９９９ｈ：４８３ － ４８４）。 英国的威望来

自骨子里的贵族政治积淀，美国的威望来自精明的商人投资逻辑。
费孝通同时比较了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结构，他指出，（１）现

代国家并不一定排斥中央集权，相反，政府需要权力集中和强化中央政

府职能，但其前提条件是有充分限制权力滥用的制度。 （２）这些国家

都有双轨结构，但内在性质却不同。 传统中国的双轨在权力性质上是

一致的，即针对普通民众的统治。 在组织上，通过绅士的社会关系形成

与中央集权平行的轨道，这是功能分化而非绅士本质上构成了皇权对

立面。 英国的巴力门与首相、美国的国会与白宫，都是现代政治制度的

双轨，在权力性质上更彻底地二元化（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３４７）。 费孝通绝

非主张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有现成的美国化或英国化道路可走，他所关

注的是通过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实践所揭示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

要求———对绝对权力的否定和从普通人出发的政治意识。

五、讨论：费孝通的现代化方案

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远离了其原初形态的条件下，重新讨论

费孝通和托尼的对话有什么意义？ 这一比较本身揭示了费孝通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问题的总体分

析框架，而这些讨论至今仍旧是有效的。
费孝通关心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类型转变问题，而是一种“农

业处境的特性和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及其如何

“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

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３０２）。 通过与托尼的经

济史研究比较，中国的经验时时与西方关联在一起，相互交织、相互

参照。
费孝通从乡村、市场、知识分子和国家四个要素的关系来思考中国

社会的整体转型。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由底层结构运动逐步带动的变

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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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类型处于核心位置；围绕乡

村，知识分子、市场和国家形成相互补充的功能关系。 其中，乡村—市

场的关系是主要的。
乡村社会的根基在于人与土地的关系，所以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

是土地问题。 乡村要面对世界市场，人和土地要素需要释放出来，为此

共同体的破坏是必然的。 但同时，又要防止市场对共同体的过度破坏。
在费孝通的比较研究中，需要跨越两个大的障碍：一是时代上的错

位，托尼所说的欧洲现代转型建立在封建制度瓦解的基础上，而费孝通

讨论的中国乡村则是帝制时代结束后的现代转型，彼时距离封建制度

瓦解之时已很遥远。 二是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不同。 英国在现代世界

体系格局中属于发起者，而中国属于后来者；两者参与世界体系时，世
界格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费孝通对于“封建制度”和“剥削”涉及甚

少，假如缺乏这一前提，那么他的土地制度变革和转型的基础何在（郑
也夫，２０１７）？

实际上，费孝通是将乡村共同体经济等同于托尼所说的封建经济

阶段。 托尼看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由土地制度变革开始，先后经历了

两个阶段：首先是在王室推动下的土地入市，然后才是望族和绅士通过

乡村土地交易，获取大量重新分配的财富（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４１）。 随着固定

的土地所有权转向市场流动，土地所有权理论发生重要变化———从之

前认为土地的权利和职责不可分割，转变为 １８ 世纪以个人财产权作为

先于国家存在的权利这种观念，认为未经人的同意，最高权力不能从任

何人身上夺走他的任何财产（洛克对此作出了总结，早已是商人和地

主的常识）（托尼，２００６：１５５）。
在费孝通这里，只有最后一个乡村土地的市场化阶段，并且只有绅

士，几乎不涉及望族。 客观来看，这个过程的不完整本身就限制了城市

和乡村与土地市场的充分结合。 乡村土地市场参与的主体是佃农和绅

士，这也使土地所有权理论讨论更多集中在小农，而容易忽略其他参与

主体的权利。
费孝通将乡村共同体的特点等同于封建经济，主要是由于他理解

土地对于乡村不只是经济意义，还具有道德意义。 乡土中国是一种礼

俗社会，用滕尼斯的话来说就是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费孝通，１９９８：９）。 共同

体对土地的所有基于长期的共同生活，有时间和空间质感，是作为社会

６３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 ４



成员的社会属性的整体表达。 这一特点和其面临的情境———土地从固

定、不可交易转向市场交易的转型关头，使其与封建经济阶段有了通约

的基础。 费孝通不是从“制度”特点来看乡村土地的封建性质，而是从

社会学内容上给予解释。
费孝通面临的第二个障碍是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问题。 他和托尼对

中国社会变迁的时代感有非常微妙的差别。 在托尼看来，中国所比照

的主要是 １６ 世纪的英国，所以他本人研究的另一部分———工业时代的

经济罪恶与基督教伦理并没有在他的中国研究中产生影响。 “从工业

技术和产业组织上看，中国大部分的制造工业还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
或者属于资本主义摇篮时期”（托尼，２０１４：１１６）。 不止是工业整体，即
使在工业生产行当和工厂内部，也存在着这种“摇篮时期”的特征。 在

费孝通看来，中国并不“真实”地停留在通往 １６ 世纪英国的阶段上，而
是面对整个从 １６ 世纪以来到 ２０ 世纪英国的不同阶段的叠合。 比如江

村遭逢的日本丝织业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与当年英荷的烟草、染料、
水产等贸易之战相比拟；后者有殖民地作为重要的体外经济来源。 而

中国虽然要思考 １６ 世纪英国的转型经验，但同时也要面对 ２０ 世纪英

国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文化霸权和帝国主义。 因此，托尼会建议中国

先完成民族国家的转型，但费孝通似乎倾向于先以社会的发展来应对

全球化问题。
要与当下的世界体系并接，工业化农业更占优势，但对于托尼和费

孝通来说，农业现代化是前提。
费孝通和托尼都谈到了在农业现代化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大工

业（如矿业、规模制造业）以及金融中心引发的大量人口流动会带来农

耕抛荒的风险。 工业带来的就业机会一则仍然有限，二则容易迅速拉

大贫富差距。 “工业所提供的机会对土地占有状况产生了新的重要影

响。 这一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农业）通过暴力或权力而达致

的财富集中并没有导致进一步的财富积累，因而很难维持下去。 一个

官员可以变得很富，但是，除非他能用这些财富使他自己变得更有权势

或更富有，否则当他退休回村当一个地主时，他的地位就开始慢慢下

降。 但是工业却不同。 通过它，财富可以持续地积累。 当来自工业的

财富被用来购买土地时，购买力将是持久的，因此由于分家而造成的破

坏性力量将不再起作用，因而，地主阶级的地位将或多或少变得更为稳

固”（费孝通，１９９９ａ：４１９ － ４２０）。 这并不是说不发展大工业，而是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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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是个系统性的社会改造，需要更长的周期，而它可能带来的对

农民的社会保护，是费孝通更为重视的。
但是应该指出，托尼对大工业的讨论是建立在国家对矿产资源的

垄断性控制基础上的，他将其视为中国人口分流安置的途径之一。 在

他看来，中国的人口规模超出了民族国家要求的国民经济规模，因此他

建议控制生育率、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实施大规模工程以及工业化来分

流，其中，向东三省的移民、移民甄别和土地垦殖管理带有殖民经验的

理解（托尼，２０１４：１１０）。 而费孝通似乎并不赞成这种殖民式的做法，
也不赞成这种关键资源的配置方式。 虽然他对北方地区的调查一直要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此时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他的政

策思考中，比如把大型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化为乡镇企业集群，吸引海外

和东南地区的资本投资大型现代化农业企业和畜牧业企业等，仍可以

看到江村经验的影子（费孝通，１９９９ｉ：３４０ － ３４４，１９９９ｊ：３４５ － ３５４）。
中国土地市场发育过程的不完整和面临的殖民化世界体系构成了

费孝通理解的中国“后进”位置的内外因。 尽管客观条件已有巨大变

化，但他所关心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真正的文化自由和经济自由问题，
依然是一个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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