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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
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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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 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

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

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 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

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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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在乡村全

面振兴中,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具有兜底和建设乡村社会基础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民政部门的推动下,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以下简称“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正在全国范

围内铺开,它将在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构建乡村振兴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本文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对乡村社会基础建设及乡镇社会工作站在其中的可能作用做一些分

析,希望有助于乡村振兴和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发展。

一、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基础及其再生产的意义

(一)乡村振兴要关注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农村现代化或“三农”问题的解决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20 年 11 月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9 万人,占总人口的 36． 11% 。
对于一个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不可能没有农村,不可能没有农民,也不可能没有农业,全面现代

化也不可能没有农村现代化。 另一方面,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也不可能没有乡村振兴和“三农”问题的较好解决。 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居民的

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农村在总体上有明显发展,但是相对于城市而言,面对全面现代化的任务,我国的

“三农”问题还相当严重。 特别是中西部刚脱贫和欠发达农村地区,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薄

弱,对城市经济体系的支持能力不足,自身发展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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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
农”;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所以要守好

“三农”基础①。 乡村全面振兴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

署。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是改变“三农”弱势状况的基本入手点。 从大的方

面来讲,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和经济,另一方面要建构支撑经济发展、支持乡村居民正

常经济社会生活的社会基础。
关于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和经济发展问题,政府部门、学界有了不少讨论,在农村产业和经济体

系建设、与城市经济体系的循环关系、乡村多元经济与农民就业、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等方面有不少

探索。 一些关于乡村振兴的专项研究也指出中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可忽视的

问题②。 这里许多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在城乡经济体系的生态系统中处于

“弱生态位”,也因为城市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快速发展和农村优势资源外流而造成的乡村元气不足③。
怎样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建构起既能抵御内外部风险、又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经济格局,是政府

和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乡村振兴,改善“三农”状况,更好地发挥其“压舱石”作用,不只是经济问

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 本文从社会学、乡村居民生活的角度,探讨支撑经济发展、支持乡村居民正常

经济社会生活的社会基础建构问题,以聊补该方面研究之不足。
(二)乡村社会基础的概念

乡村社会基础是笔者为分析乡村全面振兴的策略、思路和途径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可称为乡(农)
村的社会基础。 笔者曾指出,农村的社会基础是支撑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农村运行的基础性结构,它包

括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农村基本的政治关系、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等④。 笔者想强调的

一点是,“农村的社会基础”与“农村社会的基础”是不同的概念。 “农村社会的基础”是把农村社会当作

整体来分析的,它可以包括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等。 “农村的社会基础”则关注农

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社会方面,是它的社会性基础。 也可以这样说,农村的社会基础是支撑农业发展、农
民生活、农村运行的社会性基础结构,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活得以运行的经济—社会关系体系和作为文化

的乡村生活方式的总和。 在这里,社会性基础结构是从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角度着

眼的,这种关系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中,反映于作为整体的乡村生活方式之中,并成为

这些活动的基础。
对于上述阐释,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论述。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社会经济形态

理论中,把人类社会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把人们的生活分为经济生活、法律和政治生活、社
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认为经济是全部上层建筑的基础,由此产生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模

式⑤,这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如果分析一个具体的社会,我们可以认为,它既有经济基础,也有社会基础。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基

础主要指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与社会心理等众多因素的

综合,包括社会的经济力量、社会利益结构的性质(冲突抑或团结及其程度)、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关系

结构类型和社会资本及其扩散性及密度)、社区文化的粘合程度(日常社会生活的连接性和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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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一项政策实施的承受力时,常常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它的社会基础。 在乡村振兴中,分析乡村

的社会基础建设是从较狭义的角度着眼的,即要建设乡村振兴的社会性基础。 如果参照马克思的生活

类型划分,乡村的社会基础建设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点的,或者说,乡村的社会基础聚焦于社会因素和

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它与聚焦于经济活动的视角不同,虽然社会基础离不开经济活动和有赖于经济的

发展。 这种视角有其现实基础,即大量中西部不发达农村的人口外流和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散弱及衰

落。 乡村振兴如果没有人、没有乡村经济社会活动的振兴,那将是无本之木。 正如戴维·哈维所说,当
社会生活的坐标变得不稳定时,人们面临的难题在于恢复可生存的家园,在其中建立充满意义的根基,
地方建设就是恢复根基①。 这里的人、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主要是农村的当地人及其活动。 当地人及

由其经济社会活动反映的社会架构、文化结构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振兴乡村的社会基础自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活动,即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基础的建构。

但是,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即不能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乡村的社会基础也就会好转。
因为经济活动关注的是利益,而社会基础所呈现的是乡村的社会性,是作为社会团结(不只是连带)的
社会关系,村民对村庄的认同,他们共同的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活动。 正是这些构成了乡村的社会基础

结构。
(三)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

社会基础是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较好的社会基础会支持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会聚集“人气”,
社会基础差则不利于乡村振兴。 乡村的社会基础是在以往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兴旺的经济社会

活动可能会强化乡村的社会基础,而散弱的经济社会活动则会使社会基础走向衰落。 反过来,社会基础

也会影响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 这样看,中西部乡村的社会基础需要修复和建设。
近几年来,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文件中特别关注基层建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

策。 这是从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角度着眼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乡村建设的任务主要是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做了

进一步说明,其重点是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 以上这些对于不发达中西部农村的振兴都是关键和重要的。 笔者还认为,乡村社会基础建设也很

重要,因为乡村的社会基础是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的基础,是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相关因素。
我们阐述乡村振兴必须关注乡村的社会基础,是因为乡村振兴中的任何建设都离不开农村当地人和他

们形成的社会结构。 中西部不发达农村的振兴不可避免地要关涉既有的社会基础,而这些农村的社会

基础多多少少是弱化的。 乡村振兴包括对弱化了的乡村社会基础的修复、建设和发展,这种修复和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
我们熟识的再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它指的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循环往复的过程,经过这些过程,经济活动得以延续,即得以再生产。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学派再生

产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

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②,这大大拓宽了再生产理论的解释范围。 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

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进行阐述,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再生产理论运用于文化资本研究,指出文化

资本在社会阶层方面有再生产的功能③。 这些也给我们一个启示:社会现象是可以再生产的。 正是由

此,本文借用再生产概念阐释不发达中西部乡村社会基础的建构。 在这里,原有的社会基础可以作为某

种“起点”,对它的修复、建设、加强就是其再生产过程。 应该说明的是,经济学的再生产系统好像是闭

环,是循环往复的。 实际上这种再生产也有来自系统外部能量的输入,使循环可以持续。 也就是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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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都不是完全封闭的自我生产过程,这一过程的持续也有外部能量的输入,促进或

减缓再生产过程。 社会基础的再生产也是如此。
在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中,再生产可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前者是经济规模的重复,后者

则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社会再生产理论那里,再生产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里包

含了结构的延续,也包含这种结构某种程度的变化。 中西部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是指作为乡村经济

社会活动的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是振兴意义上的再生产。 这里可能没有像经济现象那样的明显的连续

性环节,但是却有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社会基础的修复和强化。 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使得乡村

社会基础的再生产也是整体性的,这一过程可能难以用前后相连的环节过程来描述,但是从构成乡村社

会基础的要素的角度去分析是可以实现的。
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类比经济学把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乡村社

会基础的再生产可以分为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 修复性再生产是指原来乡村的社会基础遭到

严重削弱情况下进行恢复和再修整的过程,发展性再生产则指乡村的社会基础较弱需要予以加强和发

展。 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是对经济学再生产的意义的借用,它更多地具有社会

再生产的意涵。 应该说明,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既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时期,也不是恢复

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社会状态,而是指对已经弱化甚至衰落的乡村社会基础进行修复、建设和强化,使
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活有一个可靠的基础,能支撑乡村社会有活力的持续发展,这就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活

的强基与发展。 但是,它们都是在现有的社会基础之上进行的,是它的修整、复健、强化和发展。 面对中

西部不发达农村社会基础已经衰落的现实,再生产就是振兴。
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和过程包括:基本前提条件是村庄社会基础框架的存在,尽管中西

部农村的社会基础可能是孱弱的,但它是可振兴的;人们特别是政府和村民有修复或加强社会基础的愿

望和行动,这是再生产的启动过程,包括建设力量的动员;人们为了社会基础的修复、复健和发展而采取

直接行动,这是强化村庄社会基础的有目的、关键性的行动;持续的、甚至包括有反复的、有效加强或增

进社区系统的活动;乡村的社会网络增强,经济社会生活活跃,村庄的自我维持和发展能力增强并且得

以稳定,出现发展性特征。 通过上述过程,乡村的社会基础得以修复和发展,得以再生产。

二、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主要方面及动力系统

(一)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主要方面

乡村社会基础作为乡村居民之间连接、团结和对乡村认同程度的表征,它是在农村居民的共同活动

中形成和发展的。 不发达农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努力。
1. 作为乡村活跃基础的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社会基础实际上是乡村各种活动的孪生物,尤其与乡村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中西部某些农

村社会基础的衰弱与其不发达的经济直接相关,要强化乡村的社会基础,首先要发展乡村经济,发展能

够增强乡村活力、增进乡村居民联系和团结的经济。 在发展经济方面,促进乡村居民更多参与、可共享

的经济是重要的,要注重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通过发展经济,促进乡村的社会发展。
2. 乡村社会组织的再生产

乡村振兴的基本表征是“人气”的振兴,缺乏有活力的人群是乡村走下坡路的直接原因,当然其后

面还有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当前,中西部村庄的“人气”振兴需要有乡村组织带动,组织动员村民

参加有益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治理活动。 在乡村组织中,村“两委”的振作和强化是关键的,这需要通过

乡村党建来实现。 同时,要建立诸如“乡村老年协会”等民间组织,将乡村教师、医生、退役军人等有活

力的人员通过网络的形式连接组织起来,促进乡村“再组织化”。
3. 乡村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乡村良好的社会基础表现为乡村和谐的氛围,村民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团结,这就是乡村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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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是结构化、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通过人们之间相互支持性的交往而形成的①。 乡村社

会基础的恢复和发展,关键是加强乡村居民之间关系的连接,这里既包括居民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联系

频率的增加,也包括相互之间信任和支持的加强。 在一些空心村,有活力的村民减少,村民自顾现象增加,
村庄的社会资本在衰弱。 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就是要遏制乡村社会资本的流失,促进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4. 乡村社会生活的再活跃

乡村社会基础存在于农村居民的日常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乡村的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公共

活动之中。 在中西部不发达农村,由于积极人口流失、乡村基层组织软弱或涣散,乡村的公共活动变得

惨淡,直接影响了村民之间的联系②。 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就要增强农村居民的公共活动,组织开展积

极向上的文化活动,鼓励恢复本地传统的节日,支持和容忍村民生活方式的无害化发展。 在这些方面,
乡镇党政部门、村“两委”和社会组织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5. 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

在乡村特别是空心化比较明显的农村,抓紧做好公共服务,对于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意义重大。
在经济比较落后、优势资源流失较多的农村,乡村的公共性也在弱化③,而公共性是社会基础的重要支

撑。 现实地看,只靠村庄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乡村的社会基础比较困难。 由政府提供的有效的公共

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优势资源流失带来的损失,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增强农村的公共

性,促进乡村社会基础的修复和发展。 这就要求强化中西部农村的公共服务,增加和整合公共资源,提
高公共服务系统工作人员素质,整合做好公共服务。

(二)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动力系统

对于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政府、村民和社会组织都有积极性,他们可以形成积极的动力系统。 县

乡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在进行乡村党建、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将乡村有序活跃起来作为

一个目标。 借助于促进乡村经济和村庄治理,发展乡村文化、体育等活动,活跃乡村社会生活。 村“两
委”可以通过落实上级政策、谋划村庄活动、参与处理红白喜事,修复村庄“组织网络”,把村庄的“积极

力量”再组织起来,并持续开展活动,这是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最现实的重要方面。 应该改变一些村

“两委”“有心无力”的现象,在乡村振兴中,真正在村“两委”中重燃乡村社会基础振兴之火。 毫无疑问,
不论是在地村民还是暂时离开的原村民,都有乡村振兴的强烈愿望,以不同的“乡愁”情结为触媒,可以

以不同方式、不同活动,促进乡村社会基础修复和再生产④。 对于在村居民来说,就是要活动起来,使村

庄活跃起来;对于暂时离开的村民和已经离开的村民,就要拉紧他们与自己家乡的联系,修复和增强这

根“文化脐带”所应具有的反哺家乡的能量。
在乡村振兴中促进村庄社会基础的再生产,还有一些服务乡村、支持乡村发展的社会组织或服务机

构的力量。 在多年的反贫困和脱贫攻坚中,一些社会组织进入贫困乡村,促进经济发展、开展社会发展

服务,对凝聚乡村力量、在多层面上促进农村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在
“十四五”期间普遍建立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可以发挥促进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功能。

三、乡镇社会工作站促进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功能

(一)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建设及基本功能

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民政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决策部署,围绕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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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决定加快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 民政部 2020 年 10 月召开

会议并做出决定,力争“十四五”末,实现全国乡镇(街道)都有社会工作站,村(社区)都有社会工作者提

供服务,并将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各级民政部门促改革、强基础、提质量的重点工

程。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

“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 民政部也发文,要求统筹资

源、共同发展服务、加快促进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①。 目前,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并将会在全国农村地区得到普遍发展,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广东省的“双百社

工”在发挥专业优势、协助政府做好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贵经验②。
民政部推动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的初衷是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为

民政对象及时提供保障质量的服务,促进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在某些省份,对乡镇社会工作站的

职能界定基本上限于社会救助、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城乡社区建设及其他民政领域的社会工作服

务,即协助做好民政工作。 有的省份建设乡镇社会工作站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视野较宽、思路更系

统,它们以强化基层民政工作为基础,将社会工作站的服务和工作范围扩展到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司
法等政府部门和团委、妇联、工会、残联相关的部门,还有的要求与党群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在设备、设施、资源上实现共建共用共享。 依据各地情况,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正

出现多样化发展局面。 总的看来,乡镇社会工作站协助民政部门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
本社会服务职责的基本任务设定是清晰的,但也具有开放性。 面对民生改善、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和社会

建设的任务,它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乡村社会基础建设的功能。
(二)发挥乡镇社会工作站促进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功能

在乡村振兴的总布局中,具体部门的工作任务是清楚的,但乡村振兴、社会基础建设的实现却是综

合性的,它要求各部门在工作任务上互相衔接,在功能上实现整合。 乡镇社会工作站在发展的基础上应

能承担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功能。
从目前民政部门推动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的初衷和具体目标看,是要补基层民政工作之短板,按规

定做好社会救助、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特殊人群服务等直接服务工作,做好这些工作可以避免突破道德

伦理底线问题的发生。 实际上,乡镇社会工作站也会承担民政系统的其他工作。 失依老人养老、残疾人

服务、婚姻登记和家庭建设,乃至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工

作相连,它们也都是构成乡村社会基础的重要方面。 这样,乡镇社会工作站参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

就是必然的。 从家庭作为乡村的基本单位、乡村经济社会生活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角度看,乡镇社会

工作站的功能还有可能拓展。 我们很难想象对困难家庭的救助与这些家庭的孩子教育、患病老人的医

疗无关,很难想象解决困难家庭、留守儿童、残障人士遇到的问题可以脱离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乡村

文化。 于是我们可以说,以对人的全面关怀和服务为核心,以“人在环境中”为基本视角,具有整体性思

维和视野的乡村社会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介入,促进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是必要的,也应该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乡镇社会工作站所具有的能力和它发挥作用的政策制度设计。

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在全国已经开启,上述关于乡镇社会工作站参与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分析

可能带有某种理想性。 但是,从某些省市拓展了思路并开始的实践看,以改善民生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为基础,从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看待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建设和发展,就可以发

现,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更多地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功能是可行的。 按照有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的整体思路,乡镇社会工作站要承担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的职能,还要链接各部门的资源并参

与综合配置利用,对各部门与社会基础建设相关的活动进行催化,使其进行整合,另外就是要对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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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村庄进行增能,激发他们的内在潜能。 无疑,这是建设较理想的乡镇社会工作站所期望的。
(三)乡镇社会工作站促进农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条件

可以认为,赋予乡镇社会工作站以协助民政系统做好部分工作的有限职能,也是在进行乡村社会基

础建设。 从发展和较为现实—理想的角度看,乡镇社会工作站在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方面发挥更加积

极、更加全面的功能,还需要如下一些基本条件:
1. 将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纳入乡村振兴系统工程

由民政部门推动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一是出于农村基层民政工作的迫切需要,二是民政系统不可

能跨部门运用权力和资源。 正是因此,民政部门是利用本系统的“自有资金”、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建

设乡镇社会工作站的。 要有意识地、更有效地发挥乡镇社会工作站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就要将乡镇社

会工作站建设纳入乡村振兴系统工程,在相关政策上更加重视它的地位和作用。
2. 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共建共享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不只是民政部门一家的事,它的建设和发挥作用以民政

系统为主,但需要多部门合作。 一方面民政系统内部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与其他民生

部门要合作,还有就是民政部门与社会治理系统要合作。 现在,在乡镇一级已有不少服务中心,它们在

职能上有分工,但在功能上要整合,要实现共建共享。 政府在建设乡镇社会工作站开展统筹服务和促进

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作用方面更加有为①。
3. 地方干部对乡镇社会工作站职能的合理设计

对于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与发展来说,上层政策是重要的,县乡镇基层主管领导也很关键。 怎样看

待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工作性质,怎样向其布置一般行政工作也使其有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空间,对
于做深做细做实乡村社会基础建设工作相当重要。 乡镇层党政领导和乡镇社会工作站的直接领导应该

对其工作进行合理设计,实现行政工作、行政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融合发展。
4. 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自身能力的发展

乡镇社会工作站能否承担起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自身的能力素质十分关键。
在乡村振兴框架下看待乡镇社会工作站的职能和功能,要求乡镇社会工作站工作人员有较高的站位和

较宽的视野,有与政府各部门协作、与乡村居民一起工作的多种能力。 为了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基

础建设,乡镇社会工作站既要专业化,也要本土化和本地化。

四、走向强基增能的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

本文阐明了乡村社会基础的概念,指出了在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意义,说明社会基础

的建设和再生产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乡村得以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对于中西部

不发达农村来说,乡村社会基础建设和再生产对乡村全面振兴十分迫切和重要。 乡村社会基础建设和

再生产是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是乡村原有要素的激活和外部力量注入的过程。 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再

生产,而是也包括了并非不重要的外部力量的支持,应该从社区经济发展、强化乡村社会组织、增强乡村

社会资本、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角度着手,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支持必不可少,并发挥启动、催
化、保障作用。 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农村强基增能的过程。 强基主要是修复乡村的基本社会关系体

系,解决底层民生问题,提升人气,激发乡村社会活力;增能主要是增强乡村经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乡镇社会工作站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应该走出只为某

一部门服务的限制,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社会服务,协助增强乡村社会活力,强化乡村社会关系网

络和社会资本,以促进乡村社会振兴。 具有保障基本民生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功能的乡镇社会工作站

尚在建设之中,应该从乡村振兴的更高站位和更宽视野审视其发展,并为其发挥综合功能创造制度化条

件,以更有效地促进我国乡村的社会基础建设和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韩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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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Wang Yuchen　 Xia Xiangjun 100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global power system are the root cause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capital’s pursuit of profit,the logic of capital oper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risis. It advocates that the use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apitalist system and value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people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suprem-
acy of capital and material desire and the values of consumerism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crisis.
Only by building an ecological socialist society aiming at opposing capital logic can we completely solve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crisis. Ecological socialist society requires the creation of happiness through labor and new
anthropocentrism or ecocentrism values to overcome the way of existence and ideology of consumerism,which
constitutes the complete content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The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dark green” and the “light green” trends of though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basis,theoretical value position and value destination,and how to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economic growth and solving ecological crisis. They represent two types of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 theories. One is the abstract ethical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the other is the community
though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e i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the other is to oppose cap-
ital and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ne is to insist o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
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other is to unify them.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lies in that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form must adhere to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west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with a strong value position centered on capital and the West,Adhere to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afeguard-
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including China,and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a,and finally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construct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9

Feng Suling　 Xu Dehui 136
As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continues to infiltrate into traditional
industries,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
ysis,this paper measures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level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Using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spatial Dubin model and causal steps approac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plays a role and the spatial - temporal 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and the pos-
itive effect has a nonlinear character with increasing marginal effects. Furthermore,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not
on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is region,but also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t is indicated that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increase the in-
vestment in digital industry,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and access to the development
dividend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Implement dynamic and differentiated digital industriali-
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mak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 a key measure
to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duc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and empowe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social foundation and the promoting function of township social work st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ang Sibin 169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ural areas,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social found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social foundation includes restorativ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al
reproduction,which is important for rural capability enhancement. I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
ment,rural residents and social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conomy,the activation of rural eco-
nomic and social lif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 newly rising township social work stations should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production
of rural social foundation,which also needs the support from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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