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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现代性是兴起于欧洲大陆的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藉由殖民扩张在全球生根发芽。以现代性扩

散下的中国农村变化为背景，从幸福的意义出发，我们主张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看待幸福的动态嬗变过程，
注意到幸福的流变是人们心性的折射，更是中国农民对于社会变迁的认知和体验，从而构成探索社会学研究农村
幸福观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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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与中国农村
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乔治·瑞泽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中刻画了现代社会一个成功的典型——依
靠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发家的麦当劳，以及正在任由麦当劳模式弥漫的世界。[1]现代
[2]
性孕育了社会学，现代性扩张的进程伴随着社会学的成长。虽则有人声称我们从未现代过， 有人认为
[3]
[4]
现代性还是一项未尽的工程， 但已有很多人早有预谋，意图迈向后现代性作为表征的全新时代。 实

际上，如果我们把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论证放置于历史长河，可以发现概念本身蕴含的意义要远远胜于
力求类型化的愿望。诚然，正如 1848 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
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代社会超乎想象
的生产能力，覆盖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现代性显现的生命力足以使其成为一个褒义的词汇，然而
并未停息的社会是否也会在某一个时点，把现代性引以为豪的所有成果打包抛入历史的故纸堆，以同
样的姿态重新界说属于全新时代的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只是人类历史轨迹上两个普通的节
点。然而，我们只有梳理社会学现代性的特征，才能藉此视域把握传统与现代斡旋的农村场域里，行
动者主体如何经营宏观场景突变中的日常生活。
马克斯·韦伯相信，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理智化和理性化过程，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5]
均遵循理性化的法则。 涂尔干在研究现代性社会分工的时候认为，各种混乱的社会分工是因为规范和
[6]
[7]
制度的不完。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即意味着整个现代文明或工业社会， 还认为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
[8]

国家体系中的。 哈贝马斯试图用沟通理性为工具理性辩护，进而维护理性对现代性的基础性作用。

[9]

安德鲁·芬伯格认为，现代性指的是摧毁我们的记忆、文化和传统的一次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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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宰着时代的变迁。

[10]

理性主义导向的制度设计、资本积聚和规范生成，构成了当下语境中现代

性最重要的维度。不断成型的民族国家权力渗透，全球扩张的资本市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谱系传演
的父权制，集体记忆延伸的村落文化圈象征的传统性，在中国农村遭遇并都成为中国农村宏大叙事或
明或暗的主体，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最重要的话语构成。
集体化时代随处可见的权力，非集体化时代挟裹在商品里的资本，联手塑造着中国农村现状，熟
人社会里维系公共领域与私人家庭的父权险遇消解又获得新生。中国农村尽管不乏地域和习俗的差异，
却更是一个权力与文化整合而成的系统。而当“我们把一个社会系统结构中的变迁定义为它的常规文
化的变迁。如果我们考察最高层面的话，它是同总体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变迁相关的。”

[11]

吉登斯意义上

的现代性指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之后不同程度影响世界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实际上现代性
更加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

[12]

中国农村延

续着传统的生活样态，又受制于现代性符码无所不包的影响，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人生哲学都发
生了位移。
现代性横扫中国农村，经济形态由集体化向非集体化过度，政治形态由人民公社向村民自治转变，
文化形态由乡土文化为多元文化让步，社会形态由内聚统一向支离破碎演化。总体而言，现代性触角
深入中国农村的时段，也是中国农村悲喜交加的时段，一面是丰裕的物质产品和骤增的世界身影，一
面是销蚀的文化根基和断裂的村落社会。舍勒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精神结构遭遇现代性改造的论述，
兴许可以为中国农村茫然的现状之后拔根的心性做一个注脚。
二、幸福的含义
幸福是人们对当下生活的心理感受，也反映出人们寄希望于实现的生活形式，幸福的讨论因而源
远流长。《尚书·洪范》规范了中国文化行为的次序，其中的五福六极可以看作对于幸福的看法：五福：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
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样一种综合的幸福观影响了中国各个学派，渗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脉络内
层。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守礼而行，墨家兼爱的思想里亦隐含着关于幸福
的言说。知足常乐著称的道教“强调幸福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拥有多少权力名声，而在于能够
[13]
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地活着，且长生不死，故倡导福莫大于生”。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浪漫

的时段，追求自然生态的玄学家则以人性本态为追求鹄的，王弼“圣人达自然之情，畅万物之情”

[14]

的主张即是一斑。形成鲜明对照，陷于内外交困的晚晴时期学人远离了飘渺的幸福，转而关注时下的
现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幸福的多重向度不同，当代人的幸福更加贴近现实，可由《辞海》的幸福定
义“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得以佐证。
快乐即幸福和有德即幸福分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晚期两大派别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伦理学
的宗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
[15]

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

“幸福是自身就是善的东西。幸福就是

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幸福是终极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

[16]

康德则认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还

应该得到幸福, 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得不到报偿的德性虽然可
贵, 而伴随着应得的幸福的德性却最为理想。”

[17]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幸福论逐渐契合于国家福利，开

始探究具备利维坦属性的巨大国家机器，能够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什么的途径规避风险，获得幸福。具
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培根提出“全体福利说”，洛克提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幸福论，边沁、
密尔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主义，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提出追求满足个人情欲的利己主义或合
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费尔巴哈在人的自然本质上建立了所谓“同志式的共同幸福”或“完全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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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的幸福论。

[18]

不同于哲学家思辨的幸福想象，社会学家希望对抽象的幸福概念操作化，制作幸福指标体系测量
大众的幸福，从实证的角度得到诸如幸福指数、幸福感等可资对照的数据。受制于幸福本身的主观性
和社会学测量的有限，加之社会对于政党文化宣传机制的不满，一项社会学对于农民幸福感的调查结
果被斥为“伪社会学”。[19] 与此相反，徐安琪新进的一项研究有机结合了质性研究与量化分析，真实展
现了中国人的家庭幸福观，“他们在表述自己的家庭幸福观时，不是千篇一律地在研究者事前所设计、
所框定的项目中选择，而是以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朴实概括，描绘了 2000 多幅大小不同、形态各异、
丰富多彩的家庭幸福观的生动图景。”

[20]

循着这一路向，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观研究，

必须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下，同时关注国家、资本、文化的形塑，也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在生活
实践的逻辑中发现幸福的静态内涵与变动的认知体验过程。
三、嬗变中的中国农村家庭幸福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开篇引入下岬村胡延军
的四行诗句：家乃宙斯赋予之和谐整体/孕天伦之乐/乃幸福之源泉/温暖之象征，紧接着描述了多年担任
村领导的胡延军组织了 40 多人家庭春节晚会。在作者看来，胡延军乐在其中的家庭幸福——家人之间
互敬互爱的感情纽带，是胡延军及其众多乡亲实现幸福的地方。
“胡延军家的故事包含了两重重要意义：
一是家庭生活中个人幸福的重要性，二是每个个体本身的重要性”。

[21] 3-5

天地君亲师的尊崇序列，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精神，生根于中国乡土社会，也只有在农村场域才能体察。也正是因为中国农
村家庭幸福承载着家庭成员的幸福，家的运作才体现了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的追求，而且这是一个扩大
的“神圣家庭”——现世的成员与故去的先辈都纳入其中。家庭为基元的生活样态，是传统中国家国
政治与农村生活历经历岁月互相构造的结果：基于自我主义形成“差序格局”的亲属关系，[22]借助“家
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 [23]
如果简单以改革作为现代性冲击中国农村的风水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依然
是家庭的幸福。这一点体现在阎云翔东北农村的研究，也能在我们于西部农村的所见所闻中同样得到
印证：农民延续至今的富裕象征首先是盖新房，每年春节期间分家的兄弟姐们不但要互相拜年，而且
藉以大年初三祖坟扫墓团聚。而关于家庭幸福的内容，则有先物足再求精神的次序，正如年轻时曾在
①
新疆支边的易中天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幸福是个大萝卜。 中国农民悠久的靠天吃饭历史造就了脆弱的

小农经济，能够让一家人吃饱穿暖，一度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幸福。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惯性，在我们访
谈 72 岁的丁奶奶时，她对幸福的看法就是：家里人都吃饱肚子，有衣裳穿。尽管年龄在 60 岁左右村
民会有更多关于幸福的内容，但是这些经历三年饥荒或只有饥饿记忆的人，都会自然而然把衣食住行
的需要作为幸福的第一要务。即便是较为年轻的村民，从 20 多岁到 50 岁，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老一辈
讲述的挨饿故事，又经受了市场经济波动，也都会在幸福的度量衡上，优先考虑物质层面的丰足。
改革以来，农村居民家庭人纯收入从 1978 年 133.6 元，1988 年 544.9 元，1998 年 2662 元，到 2008
②
年 4761 元。 即使计入通胀，也会发现 30 年时间来一路攀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考虑到税费改革

对农民负担的减轻，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农村家庭的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
③
远远没有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效果，并出现回落的情形。 农村家庭的幸福认知中，关注家庭物资充裕的

① 《易中天：幸福是个大萝卜》
（《都市女报》2010-08-20）：易中天年轻支边时物资极度匮乏，为了给怀孕的妻子增加营养，
他想尽办法把普通的萝卜制作成美味佳肴，并以萝卜宴招待参加女儿周岁聚餐的乡亲。“生活避免不了苦难，却从来不拒绝
将萝卜做成盛宴，这是对生活的尊重，还是一种信念：美好就在身边，就在你手中”
。
② 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栏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③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的变化中得到印证，据李培林和李炜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
研究表明，2006 年数据反映出农民工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高的情况下，却保持着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2008 年数
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就业和生活压力加大的影响下，其社会安全感、公平感、
满意度和未来预期却都有所降低。参见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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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不再单纯做自我的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他者的幸福。既然幸福是一种持
续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人们社会态度的外显，我们就不得不反身向外，探究社会环境的变迁对于农村
家庭幸福的影响。
首先，超然的国家与无处不在的权力影响着农村家庭的幸福。虽然目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认识范
式有“国权不下县”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争论。
[24]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延伸至乡镇的基层政权及其附属的村政共同促成国

家对乡村的空前渗透，尤其是集体化时代政治动员对于家庭神圣性与权威性完全的瓦解，造成“在国
家干预减少之后，国家原来开拓的社会空间并不一定只是由传统的价值观来填补。相反，新型的市场
经济、消费主义以及激进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等种种因素，都会与传统观念争夺空间”。

[21]253

时至

今日，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村庄支离破碎的文化氛围，都与国家全面进入乡村“打破旧世界”，
又彻底撤离却未建设“新世界”，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没有舆论压力和传统威权的村庄，拒绝养老的
发生率不断增长，三代同堂的家庭幸福成了难以奢求的旧梦。
其次，市场化无孔不入的能量打碎了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幸福。没有任何人有权在享受现代化成
果的时候，想象农村永远是一幅逍遥的田园风景，默默为城市人提供安全的食品和度假的场所，而农
村只是日复一日重复着千年以来的循环。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无数单个的农村家庭已经被卷入由质
量和成本决定产品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囿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耕地面积而无法产生
规模效应，加之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大多数地方缺水且水利设施不健全，这一限制性的生产结
构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无论是源于城市巨大的吸引，让农家子弟一次次萌发出走城市的冲动，
还是日渐贫瘠的土地，再也无力繁育青春的梦想，中国农村成为一个掏空的废墟。资本占有了农民工
廉价的劳动力，资本生产了附加值极高的低品质产品销往农村，资本交易的媒介货币偷换了村民交往
的互惠期待，让中国农村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的“乡情”充斥着铜臭。金钱为核心的幸福
观，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弥散。
最后，文化殖民主义者所向披靡的思潮摧毁了中国农村固守的伦理幸福。传统社会中农耕文明基
石之上形成的儒家“三纲六纪”的伦理思想统领着中国人思想，维持和强化着熟人社会稳定的秩序。
但是，随着上世纪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封闭已久的国门，东西方文化传统剧烈激荡，早已在国人
平静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在长达近百年的历程中，虽则不时有意识形态的侵入，但总是难以抵挡改
革开放后更加强劲的西方文化之风，而这些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农村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全
面渗透之下变得残缺不全，四分五裂。

[25]

传统价值遭遇肢解，现代价值尚在孕育，文化自我殖民化通

过媒体和符号暴力不断消解襁褓中的新型民族文化，中国农村家庭的结构、话语都在经受拷打。
四、小结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还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
把握。

[26]

中国农民的幸福是叠加在家庭幸福之中的，人们心态的转变是根本性的问题。社会发展的轨

迹，曾有偏离人性疯长的教训，但毕竟要回归于人本。幸福永远存在，现代性只是倏忽一瞬。国家、
资本和文化的因素构成了现代性主要的维度，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勾连于农民的主观体验。社会学笔
下的现代性意味着反思性，不同行动者流动的幸福，本身即是鲜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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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瑜）

Modernity and China's Rural Family Happiness
LIU Hong-xu1,2
(1.School of Law , Tibet Institutions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was raised in European continent, as a social life and organization model, which was rooted by
colonial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changes of village in China and its background of modernity, from the
meaning of happiness,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happiness should be attached via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Happiness transformation refers to change of people’s nature, reflects China farmers' cognizanc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social change, thus constitutes a path to rural happiness research in sociology.
Key words: modernity ;China's rural family;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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