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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学术路线、研究方法、治学品格以及理论思想等几个方面去理解陆学艺的思想，大都存在对陆学艺学术

思想缺乏整体观照的缺陷。侧重于从县域现代化方面对陆学艺学术思想进行整体化的理解，则能够通过挖掘他对县域

现代化之论断，厘清他的城乡一体化论的关键和核心。通过陆学艺对县域现代化认识、行动、实践、理论化等内容的

重新理解，探索县域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学术关联，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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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陆学艺先生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是
多方面的，而国内学术界对其县域现代化思想的研
究与评述并不多见。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对

陆学艺先生学术路线［１，２］、研究方法［３］（ＰＰ．１０７－

１１０）［４，５］、治学态度［６］（ＰＰ．８６－８９）［７］以及“三

农”［８］（ＰＰ．４４－４８）［９，１０］、社会阶层［１１］（ＰＰ．２３９－

２４６）［１２］、社会结构［１３］、社会建设［１４－１６］等理论思想

几个层面的研究与评述。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对陆
学艺先生的县域现代化思想缺乏整体的观照。实际
上，县域作为基层社会具有重要的中国社会学本土
化研究价值［１７］，而 “县域”也一直是陆学艺先生

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原始与基础平台，他的县域现代
化思想具有完整的 “认识—行动 （蹲点）—实践—

理论化”的学术轨迹，且他的县域现代化思想深深
渗透与嵌入于他的 “三农”研究等理论思想之中，

是构成完整的陆学艺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陆学艺
先生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努力破解的一个根本问
题。也因如此，陆学艺先生的城乡一体化或城市化

学术思想成就也颇多。在笔者看来，他的县域现代
化与城乡一体化两块内容之间的学术关联是非常紧
密的，正是在县域现代化的深入洞察与研究的基础
上，他在学术研究的后期认为，县域现代化是统筹
城乡的关键价值［１８］。

这一判断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无疑是十分重
大的。因此，本文先后梳理他在改革开放初期、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２１世纪初期的县域
现代化学术思想 （而不是试图阐述陆学艺先生关于
城乡一体化方面的思想），以较为完整地总结陆学
艺先生县域现代化学术思想的变迁历程，探讨县域
现代化为何如此重要。同时，本文在陆学艺先生已
经在县域现代化领域做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深化了县域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学术关联，并
在学理上做出必要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城乡一
体化的轴心是县域现代化。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本文借用了丹尼尔·贝尔在 《后工业社会的来
临》一书中所使用的轴心、轴心结构等概念思想。

因此，本文的定位是思想分析与理论分析性质的。

二、陆学艺县域现代化思想探源

在中国县域发展和县域发展研究中，陆学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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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一位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学者。就中国县域
发展而言，他在１９８２年就提出 “包产到户，包干
到户”，不久就在全国普及。经济基础变了，上层
建筑也应该跟着变化。而县这个层次是关键层级政
权，就需要进行 “县级体制综合改革”。在１９８３年
至１９８６年，他亲自在山东陵县蹲点调查 （蹲点挂
职陵县县委副书记），了解、研究县域体制改革中
的问题，进行县级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抓住了农村
第二步改革的关键和方向。就中国县域发展研究而
言，他在１９８８年主持 “百县市情经济社会调查”，
将县域调查扩展到全国各地，调研详尽记录了我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代里县域范围城乡社会所发生变
化的几乎所有细节［２］，他的调研风格成为后来社
会学研究者的楷模，推动形成的成果在学术界和社
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影响海内外。２０世纪初，陆
学艺先生基于对太仓、晋江等县域的长期调查与研
究，提出 “县域现代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的
重要论断。他的这些县域现代化研究主题依然是当
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乡村振兴、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大
课题。

（一）县级综合体制改革：为农村第二步改革
蹚路

１９８２年７月至８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安排科
研人员到北戴河休假，在此期间，陆学艺同中国社
会科学院科研办公室王焕宇和李兰亭等住在一起，
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好形势和一些
问题。当时，陆学艺向他们提出，需要进行 “县级
综合体制改革”，向中国科学院学习 （当时中国科
学院在副院长李昌的主持下开展了农业现代化试
点，搞了几个试点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派研
究人员到各地，选一千个县进行改革试点，为中央
做智力储备、决策咨询。王焕宇和李兰亭认为，陆
学艺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建议陆学艺把这个想法写
出来，向院长汇报。１９８３年２月至４月，陆学艺
先后写就了 《关于建立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的建
议》和 《初步设想》的报告［１９］，请哲学所党委书
记孙耕夫和科研办公室王焕宇同志转呈院领导。时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同志当即做了批示，
“这个建议很好”，“提出办试点县要与中央书记处
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同志商量，取得他们的支持
和指示”。《关于建立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的建议》
转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很快得到杜润生
同志的重视和支持，并指定专门同志进行联络，建

议调研基地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央书记处
农村政策研究室全力支持。１９８３年６月，杜润生
同志出面与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商谈在山东建
点问题①，苏毅然同志表示欢迎。１９８３年９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派出选点小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陵县
农村发展研究组），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振和副省长
卢洪接见了选点小组 （选点小组由孙耕夫、王焕
宇、陆学艺、冉隆清、张晓明、张晓山、刘曙光组
成），并亲自安排在山东选点、建点的工作。经过
实地选点，确定黄淮海平原具有典型意义的山东陵
县作为基地县。与此同时，山东省委决定由山东省
社会科学院和德州地委、陵县县委派出科研人员、
干部参加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工作，共建陵县试点基
地县。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１０月２１日，杜润生同志
先后两次在京接见参加研究组的同志，并作了详细
的指示，指出：“自然科学要实验，社会科学也可
以实验，这就是蹲点调查研究。要成为提供准确而
系统的信息基地；首先要求对中央提供准确的信
息、咨询性意见与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中国社会
科学院作为理论研究机构，要回答带根本性的、更
高层次的问题，要对农村发展提出定向的、指导性
的意见，供中央参考。”“要回答实行生产责任制解
放了生产力之后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如何建
立农村的各个产业部类，建立专业化的机制和社会
化的服务部门，这是将来的事情，但现在就要朝那
里发展，要使干部研究这个问题，学会适应这个趋
势”。 “要回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农、工、
商、文教的体制与各种基础建设要跟上，并与之相
适应。”②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陵县
农村发展组正式进入陵县开展试点调查工作，陆学
艺任组长，兼任陵县县委副书记，孙越生为副组
长，其余１６人为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５人，山
东省社会科学院及德州、陵县１１人），共计１８
人。③１９８６年，陆学艺先生经过三年的县级综合体
制改革试点，他意识到靠一个点、一个县搞很困
难，上层不动，④即宏观决策部门不想动，县级改
革就提不上日程，这不像包产到户，可以自发搞。
于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他正式告别陵县，结束在陵
县蹲点调查。

从这个过程来看，１９８２年陆学艺先生产生县
级试点想法之时，他已经从认识论层面认识到，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久就将在全国普及”，实行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基
本实现，可以完成使命。但是，他作为改革开放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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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的亲力亲为者，敏锐地洞察到经济基础变
了，上层建筑也应该跟着变化。于是，从认识上提
出要进行 “县级体制综合改革”，要对县进行试点
调查。之所以选择县级，当时在陆学艺看来，农村
流通领域已经开始改革，但是，流通领域的改革牵
动各个部门和社会各个阶层，应以系统的观点来看
待农村改革。多年来农村社会的沿革，一个县的区
域面积足够大，是城乡之间的结合部，各行各业和
各个社会阶层都很齐全，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中，对县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概念。对
农村改革来说，县不仅是一级行政单位，也是两种
体制的交汇点，所以一两个行业内的改革，都应该
放到全县的整体背景下来考量，才能走得比较顺
利［２０］ （Ｐ３５４）。在这样的认识论指导下，陆学艺先
生在陵县实现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设想，蹲点陵
县。也因由此，陆学艺先生的县域思想从认识论层
面上升到了行动层面，他亲力亲为。在当时 （１９８３
年），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也称为农村第二步改
革，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实际上，陆学艺先生是
在为农村第二步改革蹚路。⑤

在三年的蹲点调查过程中，陆学艺先生学了很
多东西，也更加了解了农村的基本实情。也正是有
了这样的基础，他形成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
果，如 《关于棉花政策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到，

１９８３年棉花获得空前大丰收，总产达到８７８０万
担，超过美国和苏联，名列世界第一，结束了中国
长期进口棉花的历史。棉花丰收了，农民欢天喜
地，但也有种种议论，商业部门的同志说，棉花最
多只要６５００～７０００万担，现在过剩了。财政部门
的同志说，“棉花越丰收，财政越困难。”陆学艺先
生经过在山东德州地区的棉花问题调查，认为棉花
的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有关棉花的政策也要
作相应的调整［２１］ （ＰＰ．１８５－２３１）。最终，写出的
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要报》分四期印发，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在 《要
报》上批示：“润生、王磊同志，这四期要报请一
阅，特别是 《棉花年产量是多了吗？》，我看有道
理，我过去主要听财贸系统方面的意见，有片面
性”。再如 《农业面临比较严重的形势》一文指出，
实行包产到户后至１９８５年，连续大增产后第一次
大减产，粮食减产７％，棉花减产３３％，对于这样
的结果，有关方面认为是计划安排的结果，有人提
出这是从超常规发展转为常规发展。陆学艺先生认
为这种解释是不当的。于是，他又回到他的实验

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写成了 《农业面临比较严
重的形势》，但是，经过几番周折于５月１９日才得
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要报》上发表 （一些人看了
文章后认为是在唱反调），文章引起邓小平的高度
重视。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０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
汇报的谈话时说：“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
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
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２２］ （Ｐ５９）这些研究都
是从陵县蹲点得出的答案，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
考验的，起到过为中央提供准确的信息、咨询性意
见与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的作用，起到过回答农村
改革中根本性的、更深层次问题的作用，起到过为
农村第二步改革提出指导性意见的作用。

（二）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拓展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认识的奠基石

１９８７年底，为拓展、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认识，中央指示社会科学院各界开展国情调
查，“摸准摸清国情”。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１９８８
年初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手策划国情调查。就此
项调查如何开展等问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
局长的王焕宇征求陆学艺先生意见。陆学艺先生建
议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办法，组织一些人，通过文
献、资料研究，写出国情报告；第二种办法，组织
一些人，对全国上百个各种各类的县和市逐一进行
调查，把农村和城市的情况弄清楚，在此基础上综
合研究，写出中国国情的研究报告。王焕宇认为第
二个方法好，又问怎么进行？陆学艺先生建议，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定一个所负责农村、县的调查，
一个所负责城市调查，先起草提纲，然后组织人开
展调查。王焕宇提出， “农村、县这块你熟，由你
结合山东陵县实地调研的经验，草拟县市情调查提
纲”。１９８８年３月下旬，陆学艺组织了张雨林、杨
雅彬、樊平、于晓、李国庆、张其仔等到山东陵
县，先听取县委县政府几个部门介绍情况，而后去
了陵县的临镇，住在镇供销社的招待所，开展镇、
村、户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县情调查
提纲和方案。１９８８年４月回京后将提纲和方案呈
交给王焕宇，不久由陆学艺先生起草的县市情调查
方案获得了院领导批示，并报请中宣部批准后，正
式下达任务，由陆学艺先生负责做农村、县的调
查。１９８８年８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一次国情调
查工作会议，正式部署、启动百县市情调查工作，
会上提出最终要做一百个左右县市调查。这项调
查，在陆学艺先生、何秉孟先生、谢寿光先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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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的统筹协调下，历时十年零八个月，
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出齐１０４卷⑥、５０００多万字的中国
百县调查系列成果。

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学历史上，以县为单位
的社会调查，发端于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而陆学
艺先生开创的百县市调查，无论从地域范围、人员
规模、时间跨度还是从成果数量及系统性等方面来
说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宏大的一次。从地域范
围上看，这次调查从县域扩展到全国各地，将全国

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１００余个不同区域
类型、不同发展程度、具有代表性的县或市作为调
查对象［２３］ （ＰＰ．３０２－３１０）。从调动人员规模上看，
这次调查，推动全国高校、地方社会科学院、地方
党校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实际参与者达到四五
千人，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来协助，一些年
轻学者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一些中青年研究骨干脱
颖而出，培育了一批人才。从时间跨度上看，这次
调查，历时十年零八个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中国
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临河卷）面
世，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项目正式完满结束［２４］

（Ｐ５１）。从成果数量及系统性上看，这次调查，最
终形成了１０４卷的国情系列丛书，调查的内容是自

１９４９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市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演变过程和状况，
收集了数以万计的调查资料和数据，调研之详尽涉
及到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代里县域范围城乡社会
所发生变化的几乎所有细节［２］，真可谓中国社会
学界一大创举。在这次开创性调查中，起核心作用
的是项目负责人陆学艺先生，正是他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才开创了这次系统性、
综合性调查。其成果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全过
程，对拓展、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具有
重要奠基作用，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国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已成为国际国内各大学和
学术单位图书馆的馆藏书目，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影
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正是他发挥其统筹、协调、动
员的重要作用，才调动了规模如此庞大的科研工作
者和其他参与者，其功效不亚于指挥千军万马攻克
难关，而且培养了大批学者通过 “干中学”而成长
为国家栋梁。正是他发挥其远见卓识，才有 “百县
市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的姊妹篇 “百村经济社会调
查”项目的立项和持续进行，不断记录中国村庄在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化。也正是在这场大

型调查中，陆学艺先生的县域现代化思想从改革开
放初期的 “认识—行动 （蹲点）”上升到实践探索
层面，通过开展大型调查研究，探索和全面了解中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践成就，这也奠定了
他后续的县域现代化及其他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基础，历史会记住他的贡献［２］，因为这是对２０世
纪８０—９０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伟大变革的
真实记录，也是对这场伟大变革做出科学总结的基
础性学术工作。

（三）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陆学艺先生认为，一个县域能否实现现代化，

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重大命题。２００７
年春，陆学艺先生带领他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
迁研究”课题组与中共晋江市委市政府开展合作，
对晋江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２年撤县建市
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探
索一个县域能否实现和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２５］。
正是在这次调查研究和后期形成的研究成果中，
“县域现代化”概念被提出。陆学艺先生提出，县
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将是中国现代化事
业的潜力和希望所在。在当前解决中国城乡二元格
局问题上，县一级在中国行政体系中是承上启下、
联系城市和乡村的关节点，县域具有重要地位和重
要功能，是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此，应
以县域为平台，通过县域现代化以破解中国城乡二
元格局，最终实现整体现代化［１８］。经过对晋江调
查研究认为，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区域的不
平衡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是由个
别区域率先实现进而推进整体实现， “晋江模式”
以及 “晋江模式新发展”的现代化实践已经生动地
证明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落后的县域地区
能够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现代化，甚至能够以赶
超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８日，在 “苏南模式新实
践”———中国县域 （太仓）现代化道路探索理论研
讨会上，陆学艺先生进一步明确指出［２６］，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太仓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
“太仓特色”可以看到，县域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由
发展农业拓展到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构建和
完善社会保障、就业保障、现代教育等关于社会和
谐、安定的体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太仓建设
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现代化，更是人人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所要探究的
县域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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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这一较为集中的时间段，对陆学
艺先生县域现代化思想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晋江、
太仓同时实现了县域现代化。他通过对中国县域，
特别是类似于陵县 （１９８３年县级综合体制改革试
点蹲点陵县）、晋江 （１９８８年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认识晋江）、太仓 （１９９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与太仓建立市情调查研究基地）等几个重要
县市的长期观察、跟踪调查研究，逐渐形成较有共
识性的县域现代化理论思想体系：一是正式提出
“县域现代化”概念；二是一个地区、一个县市可
以率先实现现代化；三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格局问
题，县一级在中国行政体系中是承上启下、联系城
市和乡村的关节点，县域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功
能，是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并深刻地提出
了县域现代化的实现道路。

纵观陆学艺先生 “县域现代化”思想形成过
程，具有几个很鲜明的特点：第一，陆学艺先生十
分重视对县域的调查研究，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及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 ‘郡县治，天下安’的传统
经验”［２７］ （Ｐ３５４）。第二，他的县域现代化思想具
有高度的实践问题导向，而后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
体系的过程。简而言之，他通过反直观比较的研究
方法，深刻洞察和认识他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实
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进行深入研究。第三，尽
管他的县域现代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
是，县域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他学术关注度较高的领
域。第四，他的县域现代化思想虽然以实践问题为
导向，具有很高的现实政策关怀，但是，他基于
“认识—行动—实践—理论化”的学术路线，构成
他县域现代化思想的完整体系。从他认识到农村需
要第二步改革，提出要进行 “县级综合体制改革”，
而后到陵县蹲点，作为推动地方县级综合体制改革
行动者，到 “摸准摸清”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
情的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实践，再到提出 “县
域现代化”概念，总结地方县域现代化实践模式，
归纳出带有很明显的政策印记的中国现代化发展道
路这一学术命题。同时，在解释实践问题中，陆学
艺先生提出了很多著名的学理论断，这正是科学理
论形成的常规范式。第五，他的县域现代化思想也
反映出很鲜明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即反直观性比较
研究方法 （相对他人常规性认知的反向思考性认
知）。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研究或其他社会科学
所用的最为普通的研究方法，使用比较研究方法，
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等等。但

是，带有反直观性的比较方法则需要研究者具有敏
锐的洞察力、丰富的社会经验、极深的社会情怀，
用心去观察社会现象，用心去感受社会事物，用心
去体会社会实情，而且还要熟知相关影响因素 （如
国家政策），而后去认识、认知、归纳现实中社会
事物的运行逻辑，这一逻辑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实
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然与应然的比较，进而得
出扎实可靠的、系统性的结论或判断。简而言之，
反直观性比较研究方法是具有内涵性质的，而比较
研究方法不具有内涵性特征。这一点从陆学艺先生
的学术品格与研究成果融汇一体的特征可以得到很
好的验证。

三、理论参照：
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是县域现代化

陆学艺先生县域现代化思想的有关论断，对当
下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启示。在笔者看来，
这一重要启示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是县域现代
化。因为，自古以来，“县域”就是认识中国社会
结构的很重要的概念，它也就构成了认知社会结构
的中轴图式。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体
现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是县域现代化这一研究议题的
学理性，本文借用了丹尼尔·贝尔在 《后工业社会
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所使用
的中轴原理、中轴结构、旋转中轴构成的 “中轴理
论”体系思想，建构了符合本文研究所需的分析城
乡一体化的 “轴心理论”模型，进一步深化和论述
县域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与现实关联，从县
域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城乡一体化轴心结构的县域社
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来检验理论模型。

（一）理论模型建构
丹尼尔·贝尔在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

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提出 “中轴理论”体
系，其中，中轴原理在丹尼尔·贝尔整个后工业理
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丹尼尔·贝尔认为，任何
社会都有不同的中轴原理在起作用，并将人类社会
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
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主要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
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工业社会的中轴是 “生产
与机器”，后工业社会的中轴是 “理论知识”，即理
论知识作为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的中心［２８］

（Ｐ４１）。可以认为，丹尼尔·贝尔的中轴原理实际
是强调一种社会衡量标准的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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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
实的 “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 “反映”。概
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
构。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
时，他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
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
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他认为，很多社会科学大
师在他们的论述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
构的思想。概念性图式是分析家根据实际规程提出
的逻辑规程，但由于实际规程是五花八门、非常复
杂的，所以有许多不同的逻辑规程———每一个都有
其自身的中轴原理。他认为，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
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
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并不摒弃在特定计
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 “首要逻辑”的价
值。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例来说明以财产为中
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
美苏是存在矛盾关系的；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美
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苏美又多少具有一致
性。［２８］

这样来看，丹尼尔·贝尔的 “中轴理论”是由
中轴原理、中轴结构和旋转中轴这三部分构成的。
其中，中轴原理是基础，处于核心地位，是首要逻
辑的动能；中轴结构是指其他组织环绕在其周围的
组织结构，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核心结构；旋转中轴
则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和视角出发而对于社会变化的
原因做出的合理化逻辑解释。

参照丹尼尔·贝尔分析后工业社会的 “中轴理
论”体系，结合本文研究，笔者拟将 “中轴理论”
展开内化于分析县域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的逻辑关
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 “轴心理论”模型，即它由
城乡一体化的轴心原理、轴心结构与旋转中轴组
成。城乡一体化的轴心原理是县域现代化，而城乡
一体化的轴心结构是县域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
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旋转中轴是县域。这些概念
体系构成本文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是县域现代
化的学理基础。如果进一步解释，城乡一体化的轴
心原理，是指城乡一体化的衡量标准或中心是县域
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轴心结构，是指社会阶层结
构。通常认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
构［２９］（Ｐ２２），而社会结构的其他子结构是环绕在社
会阶层结构周围的，进一步推论，社会结构的现代
化也即是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轴
心结构与轴心相对应，县域现代化首要任务是社会

结构现代化或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
旋转中轴县域，无论从地域还是从行政区划，都处
于城与乡的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域现代
化的程度可以说明一个地区是城市的特征多一些，
还是乡村的特征多一些。简而言之，县域是一体两
面中的一体，也即是城乡一体化中的一体。

为了检验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是县域现代化这一
论断，笔者以下将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和实践经
验性检测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二）历史与现实关联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起始于西周

时期 （西周时期 “乡遂制”是一种血缘性区划），
春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期则发展成为一
种地域性区划），战国时期郡县制为各国普遍采
用［３０］ （Ｐ９０）。秦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 “封国建
藩”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
历代王朝沿袭不变的地方制度，并形成相应的行政
组织制度［３０］ （Ｐ１９９），治理地方。东汉荀悦撰 《前
汉纪》前汉孝文皇帝纪上卷第七引贾谊曰：“欲天
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制，
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从制。从制则天下安矣。”引申为 “郡县
治，天下安”。意思是以郡县结构治理国家则天下
安宁。由此可以见，县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
制最基本、最稳定的实体，五脏俱全，处于承上启
下的关键位置，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
次，也是中国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２０１５年６月

３０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讲话
强调，“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
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
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
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
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 ‘一线指挥部’，县
委书记就是 ‘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
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县级”与 “县域”相比较
而言，县级具有行政性、垂直性、封闭性特征，而
“县域”具有社会性、模向性、开放性特征。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就确定了对城乡实行
统筹兼顾，把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
来的指导方针。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张闻天同志，
明确提出旧的城乡关系 “是城乡对立，城市剥夺农
村”，而新中国的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互助合作
的关系”［３１］ （Ｐ３５４）。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

６５



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
联系 起 来。绝 不 可 丢 掉 乡 村，仅 顾 城 市”［３２］

（Ｐ１４２７）。刘少奇同志敏锐地觉察到城乡关系是新
中国成立后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他最早提出了 “要
有城乡一体的观点”［３３］ （Ｐ４１９），以防止在处理城
乡关系中顾此失彼。

“城乡一体化”概念，并非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而是首先由实际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最先
使用这一个概念的是苏南地区。苏南在１９８３年就
使用了这一概念，是因为乡镇工业有很大发展，几
乎与城市工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工业体系；以乡镇企
业作为载体，城乡之间的科技、文化和其他社会交
往日益频繁；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差距逐
渐缩小，大批农民工合法进入小城镇，少数进入
大、中城市，城乡人口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日益模
糊；实行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有可能
对辖区实行统筹兼顾的调解和安排。正是在这样的
实践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雨
林先生观察到了这一城乡一体化的地方实践过程，
系统性地提出 “城乡一体化”的学术性概念［３４］。
他明确提出，在城市区域中，大城市数量不多，为
数最多的是地级市等城市和它们所辖的县。这样的
区域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全国大约还有一半人口
的地区没有形成地方中心城市。在这样的地区，基
本的经济社会区域应该是县 （包括县级市）。县域也
有一个城乡、工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这
样的地区，一般是由地委和专署来领导的。地委和
专署在制定本地区的发展战略时，也应兼顾城乡，
并将自己所办的骨干企事业单位适当集中到地方城
市，促进地方中心城市的成长，逐步过渡到以城市
为中心的区域。在张雨林先生的认识中，城乡一体
化的主阵地主要是在县域，县域的发展会促进中心
城市的成长，进而逐渐过渡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
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同时，提出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加快
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
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那么，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如何建立？农村发
展内生动力如何增强？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
之间寻找一个有效的互动点至关重要。而这个互动
点就是县域，它是实现这些新政策、新机制、新动

力的 “一线指挥部”。
因此，无论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还是从实现城

乡一体化的角度，抑或是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的角度，县域都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国家治理
架构中，如果县域这个基础层级实现了现代化，国
家治理结构也基本可以实现现代化；如果县域实现
了现代化，中国的城乡也就基本实现一体化；如果
县域实现了现代化，则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的道路也就基本形成。

（三）实践经验性检测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

基本结构。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
形态，是观察和认识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
展水平的重要维度；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基本社会形态，是观察和分析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
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２９］（Ｐ９）。那么，
就县域现代化而言，县域的经济现代化是县域现代
化最为外显性特征，而县域的社会现代化是县域现
代化的内显性特征，两者共同构成驱动县域现代化
的动力源。故此，我们检验轴心原理的首要任务
是，通过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面向来反映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性图式———轴心原理。在这里，
主要通过 《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
告 （２０１５）》发布的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相关数据来实践经验性检测轴心
原理。

总体上看，在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
力百强县市中，东部地区占据了５５席，中部、西
部和东北部分别占２０、１６和９席。尽管东部地区
入选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但山东、江苏和浙江三
省在这份名单中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其中，山东
省在百强中占据１７席，江苏省占据１７席，浙江省
占据１２席。这表明，山东、江苏和浙江在中小城
市县域经济发展方面仍然具有难以撼动的优势［３５］。

从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综合实力排名前十位的县市看，江苏省占六
个，其中，江苏省苏州市占４席，昆山位列第一
名，张家港和常熟分列第三名和第四名，太仓位居
第七名，江苏无锡的江阴市、宜兴市分列第二名、
第九名。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在
中国百强县市中具有较大比较优势。例如，我们对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苏州市及下辖百强县市排名前十
县市与百强县市第１００名的高平县经济发展状况比
较发现 （见表１），江苏省、苏州市以及下辖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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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常熟的各项指标绝对数值都远高于山西高
平县。通过昆山与高平的绝对数比较，也就是排名
第一与排名最后一位的比较发现，昆山的ＧＤＰ是
高平的１５．４２倍，昆山的人均 ＧＤＰ （万元）是高
平的４．６７倍，昆山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高
平的２２．６倍。另从ＧＤＰ增速看，江苏省、苏州市
以及下辖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都高于高平

县，也高于国家 ＧＤＰ增速 （２０１５年国家 ＧＤＰ增
速６．９％）。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 “人均ＧＤＰ达到

１．２６万美元的国家就属于高收入地区”，江苏省、
苏州市以及下辖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都已经
进入高收入地区的行列。从这些情况来看，苏州下
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等地的县域经济现
代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

表１　２０１５年江苏、苏州及下辖百强县市排名前十县市与百强县市第１００名的高平县经济发展状况比较

排名 地区 ＧＤＰ（亿元）
ＧＤＰ增速
（％）

人均ＧＤＰ
（万元）

人均ＧＤＰ折合美
元（万美元）

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亿元）

省 江苏省 ７０１１６．４０　 ８．５　 ８．８０　 １．３６　 ３８５０．００
市 苏州市 １４５００．００　 ７．５　 １３．６３　 ２．１０　 １５６０．８０

１ 昆山 ３０８０．０１　 ７．５　 １８．６６　 ２．８８　 ２８４．７６

３ 张家港 ２２３０．００　 ７．０　 １７．８０　 ２．７４　 １７４．２２

４ 常熟 ２０４４．８８　 ７．２　 １３．５４　 ２．０９　 ３６９．１８

７ 太仓 １１００．０８　 ７．１　 １５．５２　 ２．３９　 １１４．５４

１００ 山西高平县 １９９．７０　 ６．２　 ４．００　 ０．６２　 １２．６０

１与１００相比（倍） １５．４２ － ４．６７　 ４．６８　 ２２．６０

　　我们再从县域的社会现代化角度来分析，在这
里，我们利用的数据是国家卫计委 “２０１５年全国
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
（Ａ）”，样本总量为２０６０００个。从样本中按地区
抽取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排名前十的县市为样本，再从这些样本中，选取职
业问题选项，经过类型整理，将职业结构分为１０
个方面 （见表２）。

表２　职业结构划分及编号说明

职业
编号

具体职业 包含选项

１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 １０

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０
３ 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３０
４ 经商 ４１

５
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
装修、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

４２、４３、４４、４５、
４６、４７、４８

６
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６１、６２、６３、６４

７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
员 ５０

８ 无固定职业 ７０
９ 其他 ８０
０ 缺失 空

　　表２用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来说明流动人口的
社会阶层结构 （其中，其他和缺失值两项不在统计
范围内）。因为，在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学术界
通常采用职业结构表示社会分层结构［３６］。之所以

采用流动人口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县域的
人口普查数据较难获得，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多
寡以及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可以充分说明
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经济结构质量。

从表３、表４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中小
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前十县市的社会阶层
结构状况，基本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现
代社会阶层结构型态，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或社会
阶层结构的优化特色较为明显，与经济现代化所需
要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匹配的［３７］（ＰＰ．６１－６４）。需
要说明的是，除了县编号６ （湖南长沙县）以外，
前十的百强县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互相之间具有
较强的相似性，且相关性都很显著 （Ｐ表示皮尔逊
相关系数，Ｓｉｇ．表示显著性）。县编号３ （江苏张
家港市）、５ （浙江慈溪市）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
这两个地区的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分布与整体均
值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差异性。

从以上分析来看，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
等地的县域经济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成为驱动苏
州市，乃至江苏省的现代化动力源。从昆山、张家
港、常熟、太仓等地的县域社会现代化程度看，社
会阶层结构具备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因
此，这些县市基本实现了县域现代化的目标。那
么，苏州市作为一个地区而言，从宏观上分为城市
与乡村两个部分，这些县域实现的现代化目标直接
驱动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苏州乡村向城市中
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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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前十县市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

国家与社
会管理者

专业技
术人员

公务员及
办事人员

个体工
商户

产业工人
商业服务
业人员

农业劳
动者

无固定
职业

１．江苏昆山市 １．２５％ １３．５７％ ３．２１％ １０．１８％ ３５．８９％ １９．６４％ ０．００％ ０．１８％

２．江苏江阴市 ０．００％ ９．２６％ １．３２％ ６．４７％ ４０．７４％ ２７．６５％ ３．９７％ ０．１５％

３．江苏张家港市 ０．００％ ７．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０％ ６５．５０％ １４．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４．江苏常熟市 ０．００％ ９．００％ ０．５０％ ２．５０％ ５４．５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 ０．００％

５．浙江慈溪市 ０．００％ ３．１８％ ２．２７％ ６．８２％ ５７．５０％ １９．０９％ ０．６８％ ０．００％

６．湖南长沙县 ０．００％ １．８８％ ０．００％ ２６．２５％ ８．１３％ ３０．００％ ２３．１３％ ０．００％

７．江苏太仓市 ０．００％ ４．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４．１７％ ３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福建晋江市 ０．００％ ２．６５％ ４．５６％ ８．０９％ ５３．８２％ ２４．７１％ ０．００％ ０．１５％

９．江苏宜兴市 ０．６３％ ７．５０％ 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３４．３８％ 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０．辽宁海城市 ０．００％ ２．５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５７．５０％ ２１．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整体平均比例 ０．３３％ ５．８８％ １．５９％ １４．９１％ ２０．７０％ ３４．４９％ １．７７％ １．２７％

表４　前十的百强县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相关性系数及显著性检查表

县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０１
１ ｐ　 １
Ｓｉｇ．

２ ｐ ．９４３＊＊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３ ｐ ．９０２＊＊ ．９０８＊＊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４ ｐ ．９２２＊＊ ．９７８＊＊ ．９６８＊＊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ｐ ．９２２＊＊ ．９４３＊＊ ．９８７＊＊ ．９７８＊＊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ｐ ．２６４ ．３６２ ．０６０ ．２１３ ．１７８　 １
Ｓｉｇ．．４６１ ．３０４ ．８６９ ．５５５ ．６２２

７ ｐ ．９２８＊＊ ．９８１＊＊ ．９４４＊＊ ．９８３＊＊ ．９６８＊＊ ．２３６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１１

８ ｐ ．９０５＊＊ ．９６２＊＊ ．９５５＊＊ ．９８１＊＊ ．９８５＊＊ ．２４０ ．９７２＊＊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４ ．０００

９ ｐ ．９６８＊＊ ．９５４＊＊ ．８５５＊＊ ．９０３＊＊ ．９０６＊＊ ．３９５ ．９４０＊＊ ．９０８＊＊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ｐ ．９１３＊＊ ．９４８＊＊ ．９６３＊＊ ．９７１＊＊ ．９８９＊＊ ．２６１ ．９５４＊＊ ．９９０＊＊ ．９０９＊＊ １
Ｓｉｇ．．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 ｐ ．７７５＊＊ ．７９４＊＊ ．５２２ ．６５６＊ ．６２５ ．６６２＊ ．７３３＊ ．６７３＊ ．８８０＊＊ ．６６０＊ １

Ｓｉｇ．．００８ ．００６ ．１２２ ．０３９ ．０５３ ．０３７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３８

　　＊＊．在０．０１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０．０５级别 （双尾），相关性显著。

四、结论与不足

本文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的 “轴心理论”，轴心
原理是县域现代化，轴心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旋
转中轴是县域，通过历史与现实、实践经验性检测
得到了一般性验证。即无论从历史维度，还是实践
层面，县域自古以来就是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很重要
的概念，也是认知社会结构的中轴图式，还是 “社

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研究和中国经验研究”［３８］的重要
载体。故此，可以认为，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是县域
现代化。实际上，陆学艺先生曾多次讲过，如果全
国的县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达到晋江市这样的水
平，那我国的综合国力将成倍乃至好几倍地增
强［２７］ （Ｐ３５４）。关于城乡一体化的 “轴心理论”建
构还很不成熟，验证 “轴心理论”的材料也不是很
充分，这是需要日后在研究中继续深化和加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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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因为县域理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
地，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有待开发的富矿［１７］；另一
个方面，深入总结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县域现代化

特征，尤其是其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的、具有普适
性的经验，也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注　释］

①　关于建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领导建议，离北京

不宜太远，先选一个县做起，打算选定河北，但是，

当时，在河北选点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决定选在山

东。

②　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研究需要只是摘编，具体

见原文。

③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陵县农村发展研究组北

京方面人员组成：陆学艺，男，５１岁，中共党员，任

组长兼任陵县县委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孙越生，男，５９岁，群众，中国社会科

学院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兰亭，男，５８岁，中共

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办公室副研究员；张

晓山，男，３６岁，群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

究所；张晓明，男，３０岁，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刘曙光，男，２５岁，团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孙明，女，５０岁，群众，中国社

会科学院会计兼管图书资料。

④　１９８６年年初，县级综合体制改革在福建、辽宁、浙江、

江苏、四川、河北等省份地区也取得了一些试点成果，

６月在陵县县委招待所召开的一个华东地区的县级综合

体制改革研讨会与会代表达到６００多人。

⑤　在纪念陆学艺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周其仁教授

认为，陆学艺先生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像后来讲得

那么明确，后来就把农村第二步改革越定越清楚，就

是要打通城乡，统购统销只不过是打通城乡的一个子

集，这一看法和当时的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

的，而陆学艺先生的这一观点对当时的经济学家产生

了比较大的影响。

⑥　经总编委和国情丛书编辑部来回评议和协商，从中减

去４本，最后送交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会作为最终成果

的是１０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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