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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冲突、化解纠纷、提供正能量，乡贤在乡村治理及事务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村庄之变背后的

博文村的那些变化一度在当地传为
佳话——乡贤的出面，让一些问题迎刃
而解，乡贤出面解决问题，为乡村事务出
谋划策，让整个乡村事务的处理耳目一
新。在采访中，一些长期与村民打交道
的基层干部甚至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政
府不是万能的，有很多事无法出面直接
管，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村
民的家庭内部矛盾、政府不好出面的事，
如果让乡贤出面调解，可能效果更好。

这个村一个关于乡贤成功解决家庭
纠纷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问题：博文村
里，兄弟二人因为家中的一份父亲过世
前留下的征地补偿款，出现了财产分配
的纠纷。这两兄弟的关系比较特殊：弟
弟是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所娶小妾所生，
被称庶子，哥哥则是正房嫡子。加上哥
哥又拿出了一份老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
就写好的遗产继承书，继承书用繁体字
写成且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全文晦涩难
懂，翻译过来，其中明确规定了庶子不能
参与任何家庭财产继承，因此哥哥坚称
财产分配中不能违背老父亲的意志。而
弟弟一家不满意这种说法，坚称自己是
父亲的后代，依据现代法律，有权参与财
产分配。

这下让村干部为难了——一边是父
亲新中国成立前就写好的约定，一边是

搬出现代法律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一起
普通的财产纠纷，因为牵扯到了历史、法
律问题，又关系到各家的切实利益，俗话
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起家务事经过村
干部多次调解，两兄弟还是闹得不可开
交。

最终，乡贤的出面让这件事有了转
机。在当地73岁的乡贤、冼夫人纪念馆
副馆长杜瑞道的召集下，纠纷中的两兄
弟坐了下来。

杜瑞道凭借着在当地的威望，以及
对当地历史传统的了解，向两兄弟摆出
了一个道理：根据当地自古以来约定俗
成的关于嫡庶财产继承的习俗，在财产
分配时，遇到家庭财产数额较大的情况
时，嫡系后代在继承时必须分配三成给
庶子，以体现嫡系对同胞兄弟的体恤。
而且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必须遵
守。在传统的约定下，哥哥答应拿出三
成征地款给弟弟，弟弟一家也表示满意，
曾经剑拔弩张的两家终于握手言和。

“这件财产纠纷的顺利处理，让我们
意识到了乡贤在基层农村治理中起到的
作用。”在采访中，博文村所在的新坡镇
镇政府干部们都有这样的感慨。

相对于基层干部，乡贤们在村民心
中德高望重，而且他们对当地的村民普
遍遵守的乡规民约有着深刻的了解。

“基层农村需要这些对本村有感情，在
乡亲中享有极高威望的乡贤出现。”海口市
龙华区新坡镇政府主任科员周汝本说。在
镇政府工作的数十年时间里，让他印象最深
的、最头疼的要数此前的村民集体斗殴问
题，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镇上经常
会出现两个村、两派宗族为了水源、责任田
的划定问题，纠集大量人员进行械斗。

“出现这些械斗问题时，政府会出面干
预，往往是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领头人，但
这种方式只能治标不治本。”周汝本说，矛盾
只能暂时被压住，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没过
多长时间，械斗情况又会发生。

因为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当时镇里找到
了本村籍的退休干部和一些在外经商的企
业家，让他们出面解决问题，这些人在村里
都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出
面，聚众斗殴的情况得到了改观。

“只要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出面，矛盾双
方就会重回谈判桌。”周汝本说，乡贤会通过
村里传统水源、土地如何划分，搬出历史来
劝说村民，然后在他们的见证下，村民向政
府保证以后这些纷争如何解决。此后，很多
家族矛盾就由乡贤出面，实在解决不了再诉
诸法律。“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周汝本说，现在随着农村空心化严重，年
轻人不是外出打工，就是考上了大学外出工
作，村里有才能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村民需
要一些他们普遍信服的人来解决日常事务，
因为不可能什么大小事情都来找政府出面解
决。周汝本说，乡贤就是乡村社会的一个“稳
压器”，基层农村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乡贤出
现。这几年，随着不少退休干部的回乡、优秀
企业家返乡创业，他们填补了基层乡村精英
人才缺失的空白，两村人集体械斗已经成为
历史，这几年的乡村治理工作要好做得多。

海南大学政治与管理学教授章汝先认
为，自古以来，乡贤文化就存在于我国传统
乡村中。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农村精英流失，使得很多农村出现
了“空心化”，这些返乡的乡贤在乡村治理中
的作用已经日渐明显。

章汝先介绍，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有着
“政权不下乡”的长期历史，加上中国历史上
的农村长期处于一种宗族社会的状况下，让
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起到了一个主导地
位。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组织的出现，
使得乡贤的作用被基层组织干部所代替。

章汝先说，这群被称为乡贤的人生于
斯，长于斯，他们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
情，愿意发挥自己的能力，为家乡做事情。
另一方面，他们的威望，也容易获得村民的
信任。近些年，一些精英人物开始返乡参与
家乡事务。所以，乡贤在基层乡村治理中开
始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村
民自治的一种新形式，也是一种积极的表
现。新时期的新乡贤，更多的是一种对家乡
责任的体现，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政府
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发挥在乡村治理中
的作用。

“但是通过这些事，我们也在思考，基层
政府如何调动乡贤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基层
农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作为政府管理的
一个有益补充。”周汝本说。

今年10月，在我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会
议上，我省提出了积极探索以村党组织、村
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协商会等“一核
两委一会”为载体的乡村治理结构。

海口市在今年提出了拟在全市248个
行政村和195个社区居委会全面推行“一
核两委一会”乡村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乡贤
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今，该市已有多个
镇、村成立了类似乡贤协调会之类的组
织。其中海口市大坡镇第一届乡贤协商会
现有成员34名；新坡镇镇一级乡贤协调会
由24名乡贤组成，村一级的村务协商会也
有18名乡贤。这些人大都是由返乡居住
的退休干部、返乡创业优秀企业家、村里德

高望重的老人所组成。
据了解，建立乡贤协商会、协调会后，政

府部门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征询乡贤的意
见和点子，通过他们可以广纳民意，知道老
百姓心中的想法，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负面
效果。

“乡贤参与基层乡村治理，真正体现了
‘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理
念。”海口龙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芊告诉
记者，之所以建立镇一级的乡贤协调会和乡
贤村务协商会这两个平台，是因为村镇是与
村民打交道最多的两级机构，许多事务和村
民息息相关。

“村民们最看重的是乡贤们对家乡的感
情以及能力。因此乡贤与村民打交道容易，
村民有什么心里话能够直接对乡贤们说。”
在新坡镇乡贤协调会会长周学道看来，新成
立的乡贤协调会要在村民与政府中起到一
个桥梁作用。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乡贤
之力

核心提示

年初，海口市新坡镇
文采村博文村小组被列
入了村容村貌整治范围，
这本是件好事，却遭到大
部分村民的阻挠，那段时
间，村里七嘴八舌议论得
最多的就是：整治中，要
拆谁家的猪圈，要扒谁家
的围墙……无论村干部
如何做工作，村民就是不
愿意让出一分地：“脏乱
差早已习惯了，为整治占
我家的地，绝对不行。”

僵持不下之时，被当
地人称为“乡贤”的邹文
出面并动员亲戚填平了
鱼塘，见身边德高望重的
人带了头，村民们纷纷让
出自家的地，改造工程顺
利进行，如今博文村面貌
焕然一新，由垃圾围村摇
身变成了美好乡村。

以管窥豹，博文村的
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乡贤
在基层乡村治理、事务决
策中发挥的力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大量农村精英人才
流失，农村空心化严重，
亟须有才能的人参与到
乡村治理中来，近些年返
乡的一些退休干部、创业
者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他们也被称为“乡贤”。

今年 10 月，这个村
所在的新坡镇成立了海
口市首家乡贤协调会，也
带给了基层干部一些思
考——为什么乡贤在基
层乡村治理中会起到如
此大的作用？作为基层
政府如何调动更多的乡
贤，让他们出面为新农
村建设做实事？乡贤参
与乡村治理，能否为精
英大量流失下日渐空心
化的农村打上一剂“强
心针”？

每天晚饭后，69岁的退休干部邹文，
习惯地顺着博文村村口那条两个月前修
好的石板路走一圈，当他走到村口那座
新修的文化广场时，总是有很多村里人
跟他打着招呼。

“今年年初要是你来，这里可不是这
样，以前这里是垃圾围村！”在博文村村
口的老榕树下，邹文指着大理石铺就、面
貌一新的文化广场和干净整洁的石板路
这样告诉记者：在这些改变之前，博文村
几乎就是一个脏乱差的典型。那时，文
化广场的池塘里到处漂着发臭的垃圾，
一到下雨天，村中的道路上猪粪和枯叶
和在一起，又脏又臭。

今年年初，海口市集中进行村容村
貌整治，博文村也被列入了整治范围，但
问题很快就迎面而来。整治村容村貌，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受到了大部分村
民的阻挠，那段时间，村里议论最多的就
是：“整治工作中，修穿村石板路和广场，
要拆谁家的猪圈，要扒谁家的围墙，要填
谁家的鱼塘……”

无论村干部如何做工作，村民们都
不愿意自己先让出一亩三分地，甚至有
村民抛出这句话：“公家修不修路、环境
整治得好不好不关我的事，反正脏乱差
早已经习惯了，为整治占我家的地，绝对
不行。”

最终，还是邹文和其他村里的乡贤
出面支招化解了难题，邹文在上世纪七
十年代曾是博文村的大队支书，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他走出博文村在琼山担任
多年干部，从琼山县渔业水产局局长的
位置上退休后返回博文村居住，在村民
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他对村民的心理
很了解：如果让出了自家的围墙，别人不
让怎么办？其实他们还是渴望告别垃圾

围村的生活的。
为了让村民吃下定心丸，邹文妻弟

家带头将自家的鱼塘与广场重合部分
填平。

这件事带来的示范效应立竿见
影——

见德高望重的邹文动员亲戚填平了
鱼塘，村民们都表示信服，纷纷让出自
己家中的围墙、猪圈，改造工程顺利动
工，并于今年九月份完工，博文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邹文说，“修路最终受益
的还是村民自己，此前总是觉得自家的
东西不能动，但有身边的人带了头，也
就没话可说了。”

乡贤出面解决问题，给这个村带来的
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几年前，这个村上马
千亩国家兰花产业园项目，尽管该项目是
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首个
建设项目，但征地拆迁曾经遇到了困难，
甚至有村民因为工程要动到地里几根竹
子就闹得不可开交。后来，乡贤梁定和与
村里很多老人出面，给村民摆出了兰花基
地能给村里带来就业，带来的收益远远不
止几根竹子那么简单的道理后，村民对征
地拆迁才达成了协议。

“之前，村民总觉得种个一亩三分地
就踏实了，但现在，他们认为我们的眼光
要比他们看得远得多，兰花产业园的上
马，让村里很多人都有了就业岗位，再也
不用靠着种地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采
访中梁定和说。

梁定和回忆，2012年兰花产业园上
马时，博文村的村民对这个项目已经十
分支持，施工队测量土地、竖标杆、清除
杂草时，还有许多村民主动上前帮忙，如
今，兰花基地已经投入生产，不少村民都
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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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池塘漂着垃圾，道路上随处可见猪粪。今：村庄面貌一新，石板路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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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愿为家乡做事，而他们的威望容易获得村民信任

名词解释

何为乡贤？
海南大学

政治与管理学
教授章汝先介
绍：明代在文献
中出现“乡贤”
的称呼，是指乡
里有德行有声
望的人。比如
在古文献中就
有“乡先生”、

“ 乡 达 ”、“ 乡
老”、“乡绅”等
乡贤的近义词。

章汝先认
为，现代的乡
贤，侧重的是乡
村 事 务 的 参
与。与贤并列
的是“达”字，

“贤”字代表的
是德高望重，

“达”字代表的
是事业有成。
这两个充分条
件并列，乡贤
首先要是乡村
里 的 贤 达 人
士，其次他们必
须要参与公共
事务中，做出对
乡村建设有意
义的事情。如
果贤达人物“衣
锦还乡”后只是
闲居在家中，不
参与乡村公共
事务，过着提笼
架鸟、两耳不闻
窗外事的舍居
生活，则不能称
为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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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们在开协商会，为村庄治理出
点子，同时传达村民的意见。

（新坡镇政府供图）

■ 见习记者 李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