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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收
入的增加，黄宗智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内卷化现象。其后杜赞齐从国家权力扩张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
“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坏，视其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统治权
与权力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解释“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既有内涵；其次从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对“权
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内卷化的成因主要
在于个人偏离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目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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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政权内卷化
在对 1900 年至 1942 年华北农村的研究中，
杜赞奇以“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 20 世纪前
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并考察了这种权力扩张的渗透过程。在华北农村“赢利型经
纪”取代原先的“保护型经纪”，这毁坏了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造成经济上横征暴敛、政治上强迫专制、
赢利型经纪贪污腐败，从而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他观察到，与欧洲等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同，近代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其“国家权力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
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能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杜赞奇，2003：
50）
杜赞奇将这种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扩张概括为“国家政权建设”
。与西欧国家的“民族形成”比
较, 19 世纪以前完成“建设”任务的近代国家与 20 世纪初的国家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道路，这就区别
出两个现代化轮廓：一个是西欧国家的自发现代化进程，一个是中国及东亚政权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
进程。
国家权力的扩张没有带来效益的提高，就会导致“内卷化”。淤从税收与财政两个方面来观察就是：
第一，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的比例（不是指绝对值）没有增加；第二，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
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也就是说，随着国家权力扩张，虽然增
加了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但同时也不能杜绝非正式机构的中饱私囊，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存在阻碍
了现代官僚制于的建立。对此，
杜赞奇解释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或
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
—来
扩大其行政职能”
。（杜赞奇，2003：51）
利用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增辟税源，带来了“税收增加而效益递减”的严重后果。因为在这种政
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并且国家政权往往依靠这一类非正式机
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杜赞奇认为经纪型体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以印
度的例子来说明：“在这种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国家不仅丧失利源予经纪人，而且因为经纪者们
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府的关系，从而使国家政权失去其对官僚部分收入（占相当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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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种额外收入，其自身也渐渐地半经纪化，从而忘却国家
利益。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
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
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
杜赞奇，2003：52）
二、内卷化的权力分析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
的意识形态是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20 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
族情绪促使满清政权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的道路。与现代化和民族形
成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国家权力的扩张，预示着 20 世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道路与 18 世纪
的欧洲不同。在欧洲，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形成，而且是国家塑造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国家
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同时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也在扩大。
两者的比较已经涉及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化的国家权力以追求效益为目的，从而扭转
了现代以前的“内卷化”趋势，这是权力经济学的起源。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现代化意味着“
统治权”的
盂
结束，
权力从此不再以单纯的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的形式来运作，这种新的权力运作是建立在契约论
榆
基础上的民主化进程，
他说：“这种新形式的权力不再能用统治权来进行表述，我相信这是资本主义社
会的伟大发明。在工业资本主义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形态的建立过程中，
它是一个基本的工具”（福柯，
。
1997，238）
从“统治权”的层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20 世纪初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杜赞奇（2003：
前言第 2
页）描述说：
“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
—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
—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
华北，
国家政权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
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
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政府培养一批地方领导来实现
国家的目的。国家政权希望在官僚机构和村庄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但同时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往往忽
视了村庄承受摊派款项的能力。随着国家权力的加强，这种以摊款为核心的新体制催生了一大批赢利
型经纪，控制着村庄和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主要特征在摊派中体现出来——
—经纪
体制被延伸到区和村庄，这些区、村“经纪”在征收和解交各种摊派及其他捐税过程中上下伸手，以饱私
囊。这样就造成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一种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
而赢利型经纪的
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
民国时期国家权力的延伸与对社会控制的加强是在自觉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地方政权现
代化的建设实际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到 30 年代中期，在人均国民收入并未增长的情况下盲目扩大政
府机构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已十分明显，这种压力使国家政权的延伸只能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杜赞奇对 20 世纪初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所造成的内卷化趋势的研究，揭示出当时中国现代化发
展的“
国家”
性质，
这与西欧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内卷化”与权力经济学的效益
最大化追求使它们判然有别。
在福柯看来，民主化的权力机制的运行同样是一种社会控制，只不过不再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强
迫扩张，现代化改变了整个社会控制体系，权力更加内在于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之中，福柯认为，社会
控制最主要的工具是社会政策，欧洲十七世纪以前以军队、税收来剥夺和镇压社会，而不理会其它社会
义务，
启蒙运动以后国家的目标改变了，它的职能转向对教育、卫生、交通等的承担和对各种移动人口、
贫困人口、病患者、犯人等新出现人口的管理，不再用镇压，而是用规训的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社会控制。
他区分了传统的统治权和新的规训权力机制。他认为统治权理论需要“从统治—臣服的关系来描
述”，“受到它在高层社会的存在形式对它在社会底层实施的影响方式的限制，……但在 17 和 18 世纪，
我们看到一种重要现象的产生，一种新的权力机制的出现或者说发明，这种权力机制拥有高度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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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程序、
全新的工具、完全不同的机器，而且我认为与统治权的关系是绝对不相容的”
。因为“统治权
的理论允许在对权力的绝对消费的基础上建立绝对权力。它不允许根据最小消费和最大收益的原则来
对权力进行计算。”（福柯，1997：
237原238）
这似乎喻示着统治权与内卷化之间有着一种必然关系。相应的，福柯把新的权力机制解释为更讲
“效用”，它追求“对道德义务和政治控制方面细节的功利主义合理化”（福柯，1999：158），这种权力达至
的“效率”，满足了经济学意义上最大效用的均衡状态。虞
榨取机制的产生是统治权的必然要求，而现代的规训权力机制结束了内卷化的趋势。“
国家”
对“社
会”的控制不再采取临泽而鱼的迫切措施，
“国家”
本位转移至“社会”本位。与前相比，
这是一种“放生”，
权力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统一，促进了整个社会边际效益的递增。
三、内卷化的微观机制
我们已经知道内卷化的成因在于国家权力的扩张，这种国家权力在福柯那里被界定为前现代的统
治权。它表现为国家宏观政策对社会的强制性扩张，从而造成政治经济的内卷化。实际上，
任何宏观政
策的施行都有赖于与其互动生成的社会微观机制，内卷化的形成也不例外，为此杜赞奇提出了“权力的
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来说明使统治权能够进行运行的微观社会基础。
“
权力的文化网络”愚注重探讨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它将文化的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都视为政治性的产物，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也就
是说，权力的各种因素或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关系之
中。杜赞奇考察了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小到一家一户，大到数个村庄之间的组织
与联系，来揭示这些权力关系，
如宗教、宗族组织或庇护制对乡村公共权力的影响。
这一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不断交错影响
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
联。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文化网络在杜赞奇那里从组织结构方面被当作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它利
益的源泉，象征性价值赋予它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各种政治因素在其中相互竞争，从而激发人们的社
会责任感、荣誉感，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
这种“权力的文化网络”涉及的是相当广泛和复杂的微观社会运作模式，不同于西方市场社会结构
中利益追求的特征，对权力的追求是它的基本面相，因为在其中利益总是与权力相关。可以说文化网络
中所有资源的利用和调动主要在于对乡村公共权力的争夺，这一公共权力包括规定村民的权力和义
务，决定乡村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利用。
在华北的大多数村庄、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村物管理、
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
的分配，都是以宗族或亚宗族为划分的基础。利益的交换与分配在这里凸现出了它的宗族性特征。譬
如，在土地买卖中，同族之人有优先购买权。如果有人在未通知同族之人的情况下以同样的价格将土地
售于族外之人，该宗族有权宣布此项买卖无效。
宗教在文化网络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宗教的等级制度、联系网络、信仰、教义及仪式构
成了权力文化网络的基本因素。这些象征符号权威性的确立，在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性符号而不断
地互相争斗。从关帝信仰可以看出，
人们的利益诉求已经上升为宗教信仰上的“
求福免祸”，
关帝神话的
历史发展过程寄托的是对作为健康和财富保证者的信仰。在一系列宗教活动如敬神、修庙和祭祀中遵
循的当然不是市场社会平等的契约原则，而是古代社会的身份逻辑。舆
这种古代社会身份等级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乡村领袖为中心的保护体系中，这是权力文化网络中
的重要一环。“通过由保护人的地位和面子而形成的保护体系，使个人的财富及影响力转化为自己的政
治资本。
”（
杜赞齐，
2003：
114）身份带来面子，在与经济行为发生关联时等同于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这种交易不同于市场社会中的经济行为，因为它遵循的是一种特殊性原则。余面子是保护人体系俞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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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围绕保护人以及亲友等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构成了权力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保护人利用自
己同外界的联系，不仅建立起自己的支持体系，而且围绕保护人而形成的感激和责任关系成为他在各
种文化网络中建立自身权威的资本。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权力和利益的角逐。
四、内卷化的成因及其终结
权力文化网络中的规范迥异于市场体系，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杜赞奇(2003：10原11)强调
说：“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
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这种文化网络把任何“个人”裹
挟在它所规范的各种宗族、宗教以及庇护关系之中，对利益的追逐首先表现为对其中各种组织的领导
权的追逐。这是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市场体系完全不同的一种组织结构。
此前黄宗智在论及华北农村小农经济的内卷化时也曾问道：“为什么那些家庭农场的边际收益低
于成本仍然继续投入劳力？”他说这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尤其是形式主义经济学，因为在这里中
国的小农不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耕作的，然而你不能就断言中国小农缺乏理性，只能说经济
学所假设的利益最大化理念不实用于来分析中国小农的行为，分析中国的小农，不能把他们看成一个
个独立的“经济人”，要把小农放在家庭这个单位分析，同时也要考虑当时中国小农所处的生态环境、制
度背景和文化传统。这就为我们解析中国社会的政治、
经济内卷化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在论及乡土社会中成员的行为动机系统时，费孝通先生认为那里的道德体系和社会关系呈“差序
格局”
（1985：28）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
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
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一个团体
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
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
是没有这一套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这样看来，费孝通
眼里的中国农民行为，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概括的理性人的经济行为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因为理
性选择的最基本前提，即个人必需是独立的、自主的。而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乡土社
会中是不存在的。在差序格局中，没有平等、独立的个人，也没有由独立的个体共同组成的团体，只有分
散的、
而非独立的自我。人们的行动属于自我中心的行动。
从这里，我们发现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内卷化的微观成因。经济人假设难以在这种“权力的
文化网络”中实现。如果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学而优则仕”、“升官则发财”作一番分析，就会触及
到这种政治经济内卷化的微观基础。在这种权力文化网络中，人们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方式出离了经济
人假设的原因在于单纯的经济行为 （如黄宗智分析的解放前华北经营式农业）不能达致利益最大化，
“人人都清楚知道，通往真正富贵之途，不在农场经营，而在进入商业与仕途。对有条件从事他种事业的
人来说，放弃农耕而把土地租出，冀有时间经商或读书，是个合理的选择”（黄宗智，2000：186原187）所以
对于经营式农场主来说，他一般考虑“把地租出，从事商业，投资下一代的教育，谋得爬上社会的上层，
而追求更高的利益。”（黄宗智，2000：177）按照布尔迪厄（1997：
142）的说法，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
既然种地没有收益，改变投资策略当然是明智的。对于这种小农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指出国家权力的
介入和控制是经营式农场主以及出租地主未能得以演变成原始资本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小农毕竟
是容易控制的税收源泉，而大地主地产的膨胀会导致权势的扩张，对国家权力有一定的威胁，所以必须
给予遏制。逾这就从国家政治体系层面说明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是小农经济的有力支持者。同时
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内卷化的内在推动力量。
从黄宗智小农经济的内卷化论题到杜赞奇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论题揭示了宏观层面的统治权与社
会微观机制的互动生成 员员，造成了中国社会“个人”非个体化非理性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无论是囿于小
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学而优则仕，还是在更广泛的文化网络中对文化资本的追逐，都偏离了理性人利

内卷化的权力及其微观分析

怨缘

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主义方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目标），因为传统社会“个人”所置身其中的文化
网络不是一种相互平等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身份等级制，它阻碍了“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最大化追
求，这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导致内卷化的重要原因。而现代化的法统逻辑必须满足公民权扩大的需要，
这是现代性所赋予的理性法则。保证和促进人民对自身利益和幸福最大化的追求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
能。这样来看，公共权力就意味着要把个人从其所从属的文化网络中拯救出来，从此也就宣告了内卷化
的终结。
淤“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一九六三年吉尔茨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对印尼农业经济的研究。根
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
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八十年代以后，黄宗智开始运用内卷化理论来解释明清经济的商品化未能产生资
本主义的原因。随后，杜赞奇进一步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
权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扩张所造成的一系列现代化难题。
于现代国家巩固政权的有效办法是将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从而使地方政权与中央保持一致。对官僚体制的论述，
参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 278 页。

盂在《规训与惩罚》中他以“酷刑”和“规训”的判然区别来喻指中世纪和现代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在中世纪的统
治权时期，“暴政面对着叛乱，二者互为因果。这是一种双重的危险。”启蒙时代以来，人文运动高涨，人道的尺度开
始了新的权力运作，它的目标从保卫国家的意志转为保卫社会。参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99 年版，第 82 页。
榆个人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政治的民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现代的规训社会，对于这种权力运作模式
的考察，是福柯知识—权力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虞这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的思想是一致的。把“个人”从统治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代民主政治强调的个人权利达

成了社会经济效率上的帕雷托最优。参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 M·布坎南：《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序言。

愚这一概念受到福柯“权力”分析的影响。他说：“从福柯的观点中我意识到，权力关系并不源自于某一特别的因素，
而是来自于多元；它并不是脱离经济、性别等因素独立作用，而是与它们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观点是，某一时
期的体制（特别是制度化的知识）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历史文化。”参杜赞奇：《文
化、权力与国家——
—1900原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前言。
舆在这一点上，照韦伯对儒教与清教的论述，似乎为我们探究民间宗教信仰中为什么不能发展出一套“有条理、理性
的经营观念”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参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1 页。

余他举例说：“在候家营，一卖主想以 40 元的价格将已典出去的一块沙地卖给承典人，他请来有面子的孔子明作中

间人。虽然买主同意了卖主的要价，但是他说：我之所以同意此价是因为照顾到中间人的面子，我知道中人难作，
如果我嫌价高而不买此地，便会伤了中人的面子。”参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
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3 页。

俞这一点与意大利社会很相似。它“不是一种契约性的关系，而是道德的和类似于家族那样的关系。参保罗·拉赫“多

元文化主义者唐·A·考利昂”一文对电影《教父》中“庇护人”的分析，文见《信任与生意：障碍与桥梁》，陆晓禾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逾历史上皇权对地方势力做大以后的打击和瓦解屡见不鲜，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乾隆如何施计将地方权力上收就
有相当细致的描述。参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 246原250 页。

国家政权建设”到“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论述，杜赞奇试图告诉我们国家权力的扩张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网络，从
员员 从“
而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他对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区分也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我看
来，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包括小农经济的家庭生产组织方式本身构成了内卷化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一个嵌入在
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国家权力扩张同样会造成政治、经济的内卷化。本文的分析正在于揭示这一点。
参考文献：
杜赞奇，2003，《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原1942 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韦伯，1998，《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农 民 生 育 中 的 生 男 偏 好 ：价 值 合 理 性 行 动
—基于皖南 H 村的实证调查
——
江立华 熊凤水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通过把生育主体农民纳入研究视野，从政府与农民
互动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行为。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
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
生男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使得农村性别比偏高。
关键词：生男偏好；压力；从众；价值合理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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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性别比出现了持续攀高且居高不下的异常现象，引起了人们高度关
注。从宏观社会结构角度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
农民较低的文化水平和
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分不开。但是，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农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左右农民生育观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深层次的因素在
不断改善，而人口出生性别比反而出现异常。所以，单纯从社会结构视角的考察缺乏说服力，不能有效
地回答社会结构（
文化）在什么样的条件、情境、关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性失调程度由缓慢加深到急剧加深，与生育水平波幅逐渐变窄直至下降，两者间
这种一上一下的对应关系有关，说明政策和制度因素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淤。出生性别比问题是狭小的
生育选择空间和便捷的技术辅助生育手段，与更少生育但偏好男孩的意愿相互挤压和冲突的结果于。这
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农民是在什么背景下、是怎样从生男意愿走向生男行动，该观点没有阐述清
楚。
本文力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把微观的行动主体——
—农民纳入研究视野，详尽地考察具体情景当中
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是怎样发生的，以便找到一条更有效的治理之路。为此，笔者对安徽南部的 H
村进行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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