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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从 1967 年到 1978 年，笔者曾经有 11年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经历，

曾经在生产队中挣过 11年的工分。2012年 6月 24日~7月 1日，笔者

走马观花地走访了七个以色列公社（Kibbutz，基布兹），获得了一些

直观印象。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为“集

体定居点”，也可以称为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最早成立于 1909 年，当

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犹太移民到中东开

展犹太复国运动。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流着奶和蜜”

的地方，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怀抱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在当时巴勒斯

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些集体拥有的独立农场，从那

时开始直到现在，这种类似于我们人民公社的经济体一直运作下来。目



前以色列大约有三百个左右的基布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左右。 
 

共存的生活 
 
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共存”。成员的生活水平大致接近，没有巨

富，也没有赤贫。社员们没有工资，只领取有限的“零花钱”。所有的

大开支都由集体负担，吃饭，住房，汽车，大件家电，医疗，养老，儿

童教育，继续教育，全部由集体负担。 

集体食堂以自助餐方式提供丰富的、品种多彩多样的、制作专业的

食品，免费不限量供应。社员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烹调，集体超市也免费

提供各种烹调原料和佐料。社员的“零花钱”基本可以满足自己某些其

他的特殊需要，如化妆品、礼品、旅游度假等。 
 

 

以色列西部凯撒利亚附近的公社食堂。窗外是蓝色的地中海。 

（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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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原则 
　 
1958 年开始，公社曾经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过。以色列的公社与

当年中国公社的最重要的区别是自愿原则。 

加入以色列的公社完全是自愿的。可以自愿加入，也随时可以自愿

退出。 

秦晖曾说：乌托邦没有错，错的是强制。这是非常清醒的话，对此，

笔者非常赞成。在以色列的公社中，绝对不存在强制。谁也没有权力强

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谁也不可能强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人有归属的需要，需要归属于集体，归属于朋友，归属于亲人，归

属于家庭。渴望归属和珍惜自由，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之一，许多人都会

为此纠结一生。 

爱因斯坦在写于 1930 年的《我的信仰》中坦率地说出了表现于自

身的“古怪的对照”：“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 — 

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

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

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 — 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

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

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 — 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 — 我总觉得

都是可鄙的。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

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 

归属与自由之间的矛盾是弗洛姆的代表作《逃避自由》所讨论的主

题，也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长期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崇尚“共同富裕”的时代，许多人具有归属感，在吃饭、住

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具有安全感，但牺牲了太多的自由，尤其是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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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大财的自由。 

在中国崇尚“部分先富”的时代，虽然人们并没有获得言论、结社

方面的自由，却获得了发大财的自由，在个人自由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

的进步。但是，一些人开始感到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存在归属（情感、安全）与自由的需要和渴

望。但是，在归属与自由的冲突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个别差异，表现

出不同的偏好。 

以色列的公社，为那些具有更强烈归属和安全需要的人，提供了一

种选择的可能性，使他们可以选择更符合自己个性特点的生活方式。 

 
建立于宪政和市场经济平台之上 

 
以色列公社是建立在宪政和市场经济平台之上的。以色列已经形成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宪政体制。许多次，由于政党斗争，由于政党无法取

得执政所需要的议会多数，由于政党无法就政府组成达成协议，以色列

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有的时候无政府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这种

无政府状态并不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到经济的运

转。 

以色列社会成熟的宪政体制和市场机制，既为公社提供了法律保

护，也为公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动力。 

 
公社的“大寨之路” 

 
中国山西省昔阳县有一个大寨村。那里，曾经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

方，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大寨村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通过自己多

年的辛勤劳动，改变了自己家乡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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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池公社位于加利利湖畔的公共食堂（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6日） 
 

 
春池公社一角（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6日） 

 

 5



以色列的公社，大都走过这样的一条“大寨之路”。位于加利利东

岸的春池公社（Ein Gev Kibbutz）的创始人之一 Esra Klopfe 在《创建

和生活在春池公社社区》（Kibbutz Ein Gev: creating and living in a 

community）一书中，记录了春池公社的艰苦创业道路，真可谓“筚路

蓝缕，可歌可泣”。1937 年 6 月 6 日，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片贫瘠的

荒漠，在荒漠中扎起了帐篷。今天，这里已经被建成一个美丽富庶的社

区。春池公社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Teddy Kollek 曾担任以色列首任总理

本·古里安的总理办公室主任，从 1965年到 1993年，Teddy 曾连选连

任六次当选耶路撒冷市市长，担任耶路撒冷市长长达 28年。 
 

 
春池公社人家（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6日） 

 

在创建初期，春池公社曾经靠从加利利湖东岸挖沙卖给以色列的建

筑工地来换取食品。那时，他们要用麻袋将沙子扛上运沙船。书中写道：

“扛沙人的肩膀都磨破了。人们骄傲地向他人展示自己肩膀上的伤痕，

将之视为自己的‘勋章’”（第 12 页）。在经常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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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社员们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丽富

足的家园。 
 

 

死海西岸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9日） 
 

 

美羔羊公社一角（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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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访问过的位于死海西岸的“美羔羊（Ein Gedi）公社”，

也是一例。死海西岸是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年降雨量几乎是零。

与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相比，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简直让人难以

置信，像大寨人一样，“美羔羊公社”的社员们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

创造了奇迹。他们在完全“不宜居住”的地方，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

迄今也是唯一的有人长期居住的植物园，为自己建设了美丽的家园，使

公社的社员都生活在花园一样美丽的环境中。今天，“美羔羊公社”是

国际植物园保护协会成员。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授予美羔羊公社“世界第

11奇迹”称号。1

 

 

美羔羊公社一角（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9日） 
 

                                     
1 2010年 1月 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该报记者戴长澜题为〈现代以色列版“桃

花源”〉的报道，详细报道了美羔羊公社。 

 8



 

美羔羊公社一角（谢小庆摄于 2012年 6月 29日） 

 
简朴的生活 

 
公社的生活是一种非消费型的生活，追求的是舒适、简单的生活。

公社社员非常注意环境保护。公社成员们既注意社员之间的和睦相处，

也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公社成员、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批评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人“做本不需要做的过于辛苦的工作，买本不

需要用的一些东西，挣本不需要挣的钱，取悦于自己本不喜欢的人”。 

奥兹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评，确实给人启发。结合

笔者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想到，士为不知己者劳累至死，男女为己不悦

者强装笑颜，实在是人生之大不幸。与之相比，怀才不遇，承受孤独，

只能算是人生之小不幸。对于某些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候，享受孤独，

甚至可以算是一件人生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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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科学家霍金曾经谈到，由于人的基因中的贪婪本性，两百年

后，很可能地球上不会再有人类。2010 年新年的当天，我曾在自己的

博客贴出了〈2010新年随想〉一文。文中写道“走过 21世纪的第一个

十年之后，我对未来的展望更加清晰。我估计，乌托邦理想会与环保主

义携手，在 21 世纪卷土重来。今天，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为不同的利

益集团、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准备了足够的毁灭人类的

武器，人类毁灭于自相残杀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今天，人类在疯狂

掠夺自然之后遭到自然报复的危险也正在一步步逼近。我期待着，向往

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们能够与环保主义者们携手，在 21 世纪，为人类

从九死一生中，争取到一线生机。” 

在公社所体现的共存理念中，已经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的共存，不

仅仅是具有不同肤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群之间的

共存，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共存。 
 

公社的工业 
 
在公社发展的早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今天，许多公社已经不再

是仅仅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实现了多种经营，许多公社办起了社办企业。 

春池公社今天不仅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不仅拥有良种奶牛场和

鸵鸟养殖场，而且拥有发达的旅游观光产业。春池公社的“鱼餐”已经

成为著名的旅游品牌，到春池公社吃鱼餐是许多旅游团队的选择，也为

公社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春池公社建有一个 2500 座位的音乐厅，是以

色列的第三大音乐厅。每年的逾越节（Passover）都会在春池公社举办

“春池音乐节”，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家登台演出。今天，“春

池音乐节”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音乐盛事。 

在以色列期间，我参观了世界上著名的 AHAVA 化妆品公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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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也是一家社办企业。此外，在我参观的公社中，有一家办有建

筑材料工厂，一家办有饲料工厂。 

多数公社都兼营旅游业。我停留在以色列期间，几乎每天都被导游

安排在公社食堂吃午饭。接待旅游团参观和吃饭，是许多公社的兼营业

务。 

我参加了加利利湖畔的一家古船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也是公社办

的。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是公社的经济收入之一。 

以色列政府对社办企业采取扶持政策。例如，AHAVA化妆品公司

就获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死海资源独家特许经营权，不允许其他公司

经营死海的化妆品资源，避免其他公司与AHAVA公司形成竞争局面。

AHAVA面临国际上化妆品行业的激烈竞争，并不会由于政府的保护而

失去发展动力。显然，这种保护政策有利于 AHAVA 公司提高自己的

国际竞争力，避免了“内斗”。 
 

 

AHAVA化妆品公司的产品 
 

与之形成对照是处于死海东岸的约旦。约旦像以色列一样拥有死海

的化妆品资源，由于没有独家经营的特许，多家小公司互相竞争。这些

小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很小。AHAVA公司的一部分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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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这些死海东岸的约旦的小公司。 

死海的化妆品资源是以色列的“稀土”。对于这种“稀土”，以色

列政府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政策。在那些迷信市场乌托邦的人看来，这是

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保护了少数企业（AHAVA公司是以色列的唯

一特许企业）的垄断利益。但是，如果不采取这种特许经营政策，多家

公司互相降价竞争，势必使这种“稀土”资源低价流失。这种中国企业

鹬蚌相争、外国公司渔翁得利的现象，在许多行业中都存在着。结果，

拥有最大稀土储量的中国却没有稀土的定价权，中国的稀土资源只卖出

一个“土”价，稀土大国中国至今仍是一个稀土弱国。 
 

公社的退出机制 
 
由于立足于市场经济平台之上，公社存在退出机制，或破产机制。

破产的结果有两种，一是被其他的公社兼并，被吸收整合；一是转型为

普通的股份制商业公司。 

退出机制是公社最重要的激励机制。在市场环境中，公社随时可能

破产，永远处于破产的威胁之下。社员们获得各种生活保障的前提是公

社不破产。 

公社成员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在领导人选择、新成员接

纳、对领导人的监督、重大投资决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方面，都

会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 
 

严格的准入门槛 
 
显然，为了生存，为了稳定，公社不能养“二流子”，不能养寄生

虫。公社成员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 IQ（智商），而且需要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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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情商）。前者是物质生活水准的保证，后者是成员和谐相处的保

证。 

出生和成长在公社中的社员的子女们，并不能自动成为公社成员。

他们到 28 岁时（这时心智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已经服完兵役，已经具

有理智的判断能力）才可以提出加入公社的申请。提出申请之后，经过

公社社员全体的无记名投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同意，才可以成

为公社社员。 

如果公社以外的人希望成为公社成员，首先需要先提交简历和相应

的身份证明材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审查，通过面试，才可以开始为期

半年的“作客期”。通过了“作客观察”评估，才可以开始为期两年的

“实习期”。实习期结束时，如果可以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

以上的公社成员无记名投票通过，才能成为公社成员。那些不是在公社

中长大的人要想进入公社，比在中国考公务员还要难。 

不要说“懒汉”，即使是勤快的申请者，也未必能够通过为期两年

半的严格审查，也未必能够在两年半的时间内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公社社

员的认可。 

 
“一家两制” 

 
成年公社社员的配偶并不能因为婚姻而自动成为公社社员，也需要

通过作客期和实习期的考察和全体社员投票，才能成为公社社员。公社

社员结婚以后，新媳妇或新女婿可能申请加入公社，也可能并不申请加

入公社。申请加入的人，可能通过投票被接收为公社社员，也可能因在

投票中得不到足够支持而被拒绝。于是，就会存在一些“一家两制”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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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离开的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 
 
在公社中长大的年轻人，有些会选择留在公社，会申请加入公社。

另一些会选择离开。今天，基本上选择留下的和选择离开各占一半。 

对于选择离开和未被批准加入公社的年轻人，公社会提供三年的经

济支持，“扶上马，送一程”。 

离开的人中，也会有一些人若干年后又希望回到公社。尽管他们是

公社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并不是随时可以回来。他们需要像其他申请者

一样提出申请，只有通过审查和投票程序，他们才能重新回到公社。 

虽然公社中长大的孩子只有大约一半留在了公社，但外部申请加入

公社的人很多。因此，公社并不存在后继无人的忧虑。 
 

公社内外的人才流动 
 
居住在公社中的并非都是公社社员。今天，在春池公社中居住着五

百多人，其中，仅有约二百人是公社成员。“美羔羊公社”中居住着

650人，其中，只有 240人是公社社员。非公社成员是务工人员和借住

人员。公社中的许多工作，外包给公社以外的专业化服务公司或个人。

在大量使用外来劳工方面，以色列的公社与中国的刘庄、南街、华西等

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相似性。 

一些公社成员不一定在公社中工作。一些公社社员会外出打工，尤

其是那些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如律师、工程师、教师、科研人员等，

如果在公社中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们可以到外面去工作，到公

司或学校中去工作。如果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社员身份，就需要将所有

收入交给公社，像其他社员一样从公社领取“零花钱”。例如，春池公

社医务室的医生不是公社成员，但几名护士都是公社成员。医生和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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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都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生的工资直接发给本人，而护士的工

资则要交给公社。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许多出身公社的政府高官在担任政府要职的时

候，仍然保持着自己公社成员的身份，将自己的工资收入交给公社，从

公社领取“零花钱”。离开公职之后，又回到公社中生活。 

公社内外存在人才流动。在公社工作的人，不一定是公社成员。公

社成员，也可以到其他的机构去工作。 

 
无“退休”制度 

 
公社没有退休制度。他们的理念是，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有益

于老人身心健康，可以使老人益寿延年。因此，公社会尽量为老年人安

排适合他们做的工作。 

一旦老人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之后，则予以供养和护理。一些失去生

活自理能力的老人，也可能被送入公社之外的商业养老院中供养，由公

社承担费用。 

或者说，公社的退休制度与年龄无关，而是与老人的身体状况有关。

身体好的老人，80岁还会参加劳动；身体不好的老人，也可能 50岁就

不再参加劳动。 

 
公社在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 

 
公社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新的问题，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

自我完善。今天的公社，与 20 世纪中叶初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例如，最初春池公社成员们穿的衣服都是公用的。脏了，交到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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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从洗衣房领取干净的衣服。那时，衣服被丢失和损坏的情况时有发

生。为了避免衣服被随意毁坏和遗失，公社就衣服原来的“公用方案”

和改革的“专用方案”进行了投票。通过投票，采用了“专用方案”。

每件衣服都进行编号，做上标记，每个人把自己的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后，

只能领取自己专用的、标记自己编号的衣服。衣服“专用”以后，损坏

和遗失的情况明显减少了。这种专用方案，一直延续至今。今天，也有

一些公社成员不再将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去洗，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洗。 

春池公社的 Esra 在自己的书中说，当时只有少数人反对衣服的“专

用方案”，而自己曾经是这少数投票反对的人之一。他说，在当时，采

用“专用方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又如，在公社发展的早期，儿童都是共同抚养，集体居住，由专人

照看。儿童仅仅在晚饭前后的时间可以与家人短暂团聚。之后，就要送

回儿童宿舍住宿。由于儿童按照年龄分为几个小组集体住宿，结果，时

而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妈妈，晚上，要分头将几个孩子

送到不同的几个儿童小组，让他们在那里过夜。经过投票表决，改变了

儿童集体居住的规定。今天，春池公社的儿童通常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

一起，晚上在自己的家中过夜。 

再如，在春池公社发展的早期，各家没有电表，免费供电。后来，

为了节约用电，各家都安了电表，如果用电超出上限，将从个人的零花

钱中扣除。再后来，不仅用电超出限额会扣零花钱，如果节约了用电量，

还会得到奖励。 

在春池公社的发展初期，曾经存在衣服共享、儿童集体居住和全免

费供电等激进做法。今天，这些做法已经放弃。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已经进行了百年的探索。事实上，百

年来，以色列人不仅在探索着穷人与富人的共存道路，也在艰难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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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奉不同宗教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之路，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共存之

路。以色列的公社固然是一种经济组织，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

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以积聚财富为目标的生活方式。这种

生活的意义主要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分享，不是避免生活水平的两极分

化，而是保持每个成员的尊严。在公社中，大家都是平等的社员，没有

“老板”和“打工仔”之间的区别。 

对于平等，人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偏好。一些人很享受“左呼右拥、

颐指气使”的威严，另一些人对此却并无兴趣，甚至对这种鹤立鸡群的

局面感到不安。一些人很容易适应“顺从雇主、效忠老板”的局面，并

不会为此感到不安和屈辱；另一些人，却对这种“尊卑上下”的局面很

不适应。 

对于那些对“君临众生”不感兴趣的人，对于那些更偏爱平等和尊

严的人，公社是一种更符合他们的偏好和个性的选择。 

公社共存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使人避免异化为“房奴”、“车奴”、

“子女教育奴”、“财奴”，而且是一种更有利于维系地球生存环境的

生活方式。 

今天，在中国也残存着一些没有公社之名的公社，如河南刘庄、河

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河北晋州市周家庄、山东西霞等。他们也在以自

己的方式探索着自己的共存之路。对于他们的探索，我们应该给予更多

的宽容，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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