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不同的政治文明规定着社会关系中权威关系、公共机构与个体、社会群体间信任

关系和资源控制与分配关系网络的稳定和运行。这样的政治文明内化于社会行动主体思维

和行动逻辑中的，成为一种特有的心理结构，并复制着、维持着政治制度的运行，而其自身也

在政治过程的互动中被创造和破坏着。在有着古老集体农耕文明的中国，一种以“理”的诉

求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从家族、社区内部互助、合作关系赖以维系的必要物发端，形成了一种

依赖官民一体观的政治逻辑。这样“理”的政治文化根植于国人的思维结构中，并潜移默化

地通过在各种微观政治过程中显现出来。这样的诉诸于“理”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

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情理—公理—天理”三位一体构成，内嵌于同一的、并未言明的、却共同

维系社会公序的语境之中，体现为一种“理”的结构和生活—哲学统一体。通过对网民拆迁

类留言的统计和分析，可以观察到诉求者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层面上，是在工具性地利用诸

如“公正”、“权利”、“权益”、“法治”等说法，而其在心理层面上的终极目的，是要“讨一个说

法”，是通过诉求的实现，达到一种“理”的平衡和修复。

关键词：地方治理 政治文化 网民留言 “理”的逻辑 三农

一、问题提出及测量方法

不同的政治文明规定着社会关系中由权威关系、公共机构与个体、社会群体信任关系和

资源控制与分配关系网络的稳定和运行。这样的政治文明内化于社会行动主体思维和行动

逻辑中的，成为一种特有的心理，复制着、维持着政治制度的运行，而其自身也在政治过程的

互动中被创造和破坏着。各个层级的政治文化是在群体成员间的交换网络运行过程中形

成、持续的，特定的交换范围决定着政治文化的范围，特定交换的持久断裂往往意味着特定

政治文化的散失。与源自古希腊传统的，以个体相对于公共机构的独立、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为表现的西方政治文明相对应，在有着古老集体农耕文明的中国，是否于国族心理中存在着

一种发端于从家族、社区内部互助、合作关系，并经由后世儒学发展和维系的，独特的认知对

权威关系、官民关系的思维逻辑，且将现世的对“法律”、“权利”、“正义”理念纳入其中？这是

本研究的关注焦点。

本研究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①2012年 12月 31日~2013年 12
月 31 日的 A 省拆迁类留言共计 723 条②，作为研究样本。在城镇化强力推进的政策语境下，

“拆迁”问题成为官民之间短兵相接的锋线，同时也成为可以借以观察普通民众面对权威关

系时的思维逻辑。处于弱势地位网民在申诉过程中，往往会动员其掌握的，并认为是在“官

民”之间共享的规范、价值和思维话语体系，来概述其遭遇，提出其要求。这种话语体系可以

“理”的逻辑：认同、交互与抗争*
——基于A省网民拆迁类留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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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世舶来的“法律”、“权利”等话语框架，也可以

是某种更加本土化，且与历史深处有着更多联系的

表达。

研究中，将留言按照显性概述性留言和一般描

述留言进行分类。所谓概述性留言是指申诉者在

叙述遭遇的基础上，对问题的实质进行总结。其至

少在以下三方面之一是显性的：（1）对过失方的行

为进行一定的分析，指出问题的所在；（2）对自身遭

遇的境况进行概述，如提及自己“权益受损”；（3）对

希 望 的 结 果 进 行 概 述 ，如 提 及 希 望 得 到“ 公 正 解

决”。而一般留言是指，仅诉述事件经过和遭遇境

况，提出具体要求（如要求赔偿）。我们以如下两则

留言为例。留言 1 为一般留言，叙述很明确就是要

求补贴发放。留言 2 虽然同样涉及拆迁补偿问题，

但叙述过程则更显复杂，申诉者不仅引用法条，还

对过程提出要求（所谓“公开、透明”），被计为概述

性留言。

留言 1③：“⋯⋯我想咨询下有关于长运区李斯

村 拆 迁 户 独 身 子 女 光 荣 证 在 拆 迁 方 面 享 受 的 补

贴！其他区都有为什么瑶海这边拆迁的人说没有

呢！望领导回复留言，让我们能积极配合拆迁！谢

谢！”

留言 2：“尊敬的领导，您好！我家在特步县柳

杨村镇合浦村，因千伏特高压项目，被通知拆迁。

重置单价为 900 多元每平米。按《函姜市二○一○
年度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其价格低了非常多。问：

该标准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其定价标准参照什

么？请问：是否必须拆？如果必须拆，作为拆迁户，

我们支持国家基础建设。但我们需要一个公开、透

明、合理的补偿依据。”

虽然叙述自身遭遇时并不一定需要对问题进

行抽象和概述，但如果申诉者意识到有必要对问题

进行一定的剖析或对自身遭遇进行“概述”以提升

叙述效果时，他就必然要运用在特定社会范围被普

遍采纳的逻辑及是非辨别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近

世被系统化采用的法律—权利话语，也可以是某种

更为久远或更为深入社会机理生活逻辑。这种深

藏于民族心理中的对是非曲直的判别标准究竟是

什么，是本文所主要关注的。

按照如上标准，对留言整体进行鉴别，得到概

述性留言 317 条，概述性留言比重为 44%。继而将

全部概述性留言分为“理”、“权利”、“法律”、“正义”

四类。分类的方法为中间叙述部分取类，即将概述

性留言分为开头、中间和结尾三部分，对中间部分

的概述性内容，即所动用的思维框架进行分类。这

里一个基本的对概述性留言构成的判断是，一般来

讲，留言在开头叙述事实，在中间部分对事实进行

概述，而在结尾提出诉求（在后文中，我们还将专门

对结尾诉求部分进行测量）。其中，在中间部分分

类中，每类归类关键词包括：

“理”类：公理、公道、合理、天理、情理、讲理等。

“法”类：法律、法治、依法、合法、违法。

“权利”类：权利、权益、侵权、维权。

“正义”类：正义、公正、公平、平等。

当申诉者在留言的中间部分提及如上关键词，

即归为相应类别。对于申诉者同时提及不同类别

关键词的情况，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申诉者主要想表

达的语义进行归类。

通过统计，可以看出申述者在对自身的遭遇进

行概述时，对“理”这一思维框架的动员是最经常

的。对“法律”这一更具普适性逻辑框架的运用虽

然也有较高的占比，但仅其运用相对比仅为“理”

的七成。而申诉者对“权利”、“正义”等话语的利

用则更低，其在概述性留言中的出现率仅为一成

左右。

在这里，每个申诉个体被视为在特定的文化场

域中的行动者。而文化场域规制这内在的政治结构

所运行的基本规则，并形塑着其中的政治文化心

理。或者说，不同的政治文明规定着社会关系中由

权威关系、公共机构与个体、社会群体信任关系和

资源控制与分配关系网络的稳定和运行。这样的政

治文明内化于社会行动主体思维和行动逻辑中的，

成为一种特有的心理，复制着、维持着政治制度的

运行，而其自身也在

政 治 过 程 的 互 动 中

被 创 造 和 破 坏 着 。

在具体的层面上，这

样 的 政 治 文 化 心 理

是 社 会 成 员 对 社 会

广义资源④控制转移

（分 配）正 义 制 度 之

程度的认知和判断。

表 1 各类留言在概述性
留言中的占比（单位：%）

各类留言在概述性留言中的占比
理

34.1
法律
23.3

权利
8.8

正义
11.9

注：需要说明的是，概述性留言除
了研究所主要关注的“理、法、权利、公
正”的思维框架外，还包括利益、发展
观等角度。

表 2 A省概述性留言中各类留言
相对比（以“理”类为 100%）

（单位：%）
各类留言相对比

理
100.0

法律
67.9

权利
26.7

正义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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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的区分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民众表

达“理”的词汇是如此丰富，已经超越测量

设计者最初的想象。以至于像“照理”、

“理当”这样口语化的词汇，其实是在阅读

网民留言的过程中发现的，而非最初就设

计计量的。“理”的丰富多样的表达，也反

映出“理”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深蒂

固。本研究将在所有样本中出现的关于

“理”的表述，归纳为 3 种基本的“理”的形

式，并在“社会公共治理机构与社会成员

之间交换过程”内进行定义。

“理”的 3 种形态包括，在社会公共治

理机构与社会成员之间交换过程中形成

的，（1）由社区和家庭共同体的基本情感

与秩序衍生出的，依据一种对交互性思考

的期待，对治理秩序对公序良俗、世俗伦

理契合程度的判断——“情理”；（2）社会

成员对社会广义资源控制转移（分配）公

允程度的认知和判断——“公理”；（3）作

为公共机构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和世间是

非曲直的终极判断及依托——“天理”。

用政治哲学的话语来解读，理想化的

“理”的逻辑的统一体，可以理解为：以默

会的情感的、规约的交互性基础上，民众

和公共事务治理机构间基于彼此享有的

规范（行为界线）的互信；通过对包括公共

决策过程的参与和选择在内一系列政治、

经济领域广义资源分配制度体现的对公

共治理公允原则的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

双方进行的交互关系、民众对公共权威的

认同和对权威关系的归属。

三、“理”的逻辑三位一体：

期待、交换性和合法性

“理”的逻辑，在最一般层面的构成是在社会共同体内部

对于社会交换行为发生的一般预期，或者说是对对方（权威

关系的两端或普通社会成员间）将采取的特定的行为策略进

行广义社会资源交换的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这种信任，

为了之后区分的方便，将其粹化为去价值判断的。这样的一

般信任和相互预期是广义资源交换能进行的必要条件，即社

会共同体——将其大略视为由制度规约的一系列关系体，存

在的必要条件。当这样的政治文化的一般层面的社会信任

彻底崩溃的情况，即是霍布斯指称所有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

荒蛮状态。在“情理”的层面上，这种维系着日常生活的行为

预期，体现为对共同伦理规范的遵循。在“公理”层面上，

“理”的文化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的社会心理基础，其所依赖的

交换过程是在公共权力机构（政府或其他普遍性治理组织）

与民众之间进行的，即是在治理的主客体之间进行的；交换

的内容对于公共机构而言是公共权力机构提供公共服务，通

常认为意指安全、社会保障、法律裁决等，或者对社会各领域

中若干制度的供给——这些制度在各领域运行的制度束中

常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如产权、裁判规范等；另一方面，相应

的民众提供的公共机构存在所需要物质支持，并以默会契约

的方式，在给定的秩序框架内行为。在下面这则涉及拆迁补

偿的留言中，展现了在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上的一般信任关系

及其消减，以及当一种在基于公平的赔偿允诺被破坏时，申

诉者倾向于通过向更高一级公共机构“说理”，最终要求一种

“合理的说法”。事实上，可以在这里发现一种层级化的信

任，即当民众对低一级的科层机构的信任消泯后，会将信任

更多地寄托在上一级的科层（一般来讲，底层信任的溃退，于

上层信任影响是有限的）。依次类推，正如后面要讲到的，最

坏的情况是，这种骨牌式的信任递推最后阶段是对整个治理

科层结构信任的彻底崩塌。

留言 3：“书记您好：高知县六丘镇因煤矿开采街道塌陷

整体搬迁，镇政府在测量街道上的商住方面积是对群众承诺

并宣传商住面积一律按一比一的赔偿面积。群众都积极配

合政府的搬迁工作，测量时的商住房面积也由群众签字确

认，测量结束后政府公示的结果却显示所有的商用房面积都

少了 2/3。镇政府严重的欺骗群众，难道说政府出台的文件

都是一纸空谈吗？这种欺瞒群众的行为严重的损害政府形

象，大大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引起搬迁群众的极度图 1“理”的词汇与各自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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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多次反映到县乡两级政府一直说在研究搪塞

群众也没给合理的答复，现在很多群众要到北京去

说理。看看到底政府说话还算不算话，党的政策难

道说就是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吗？请书记给我们

做主为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想，给个合理的说法！”

而在“天理”层面上，在传统中国，社会统治机构

及其代理人事实上作为“天道”的人格化代表，并以

仪式化宣称获得终极权力来源的赋权。作为一种超

越一般意义社会广义资源配置过程的抽象化的存

在，其得以获得民众认可的内在逻辑，仍是从“情理

—公理—天理”的连续话语整合体。或者说，其执

政合法性的来源是一种内化于华族文化心理中的生

活—政治哲学统一体。在这里，“天理”事实上为

“天”这万象中永恒与最高存在的意志体现，是一种

意志化和哲理化的存在——在华夏文化脱离了原始

传说后，就没有了将最高存在人格化的传统。同

时，“天理—公理—情理”从来是作为一不可分割的

统一体，共同构成了如上意志化存在的哲学内涵。

这一生活—哲学统一体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将

自然界的最高意志，通过其人间代表的治世公允与

市井百姓的人情世故相联系。或者说，“天理—公

理—情理”不过是统一的意志体在不同生活世界侧

面的反映，从而完成了中国特有的“三位一体”生活

—哲学论。如上所述，因为自然意志的人间代表的

合法性是在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生活—哲学统一

体中实现的。也就是说，人间权力的实现依赖一种

文化的巨型“场”。合法性的获取，依赖的是权力主

体对于“天理—公理—情理”三位一体结构的耦合

过程，依赖的是一种民众文化心理上的认可。这里

也同时体现着“理”的逻辑中的交换性。这样“天理

—公理—情理”三位一体结构在儒学传统中有很深

远的渊薮。在《尚书·尧典》的记述就体现了治世的

“天理—公理”（ 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与

民间“情理”(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

万邦)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社会成员对公共机构提供的广义社会资源的

一般信任为社会体系中最基本的权威关系得以存

在的必要条件，是为“理”的政治逻辑有机构成的基

层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民众对公共机构提供社会

广义资本的能力及行为选择集出现普遍的怀疑并

以此采取不提供支持的行为策略——即对合法性

本身的质疑，随即而来的是层级态、递推性的交换

性崩溃，是一般信任和预期的崩溃，是暴力掠夺和

反抗的开始。

先来看下面这则有关强制拆迁的留言，其中流

露的因不合“公道”的行为引发的社会治理机构的

不信任昭然若现。当居民的基本生活场所被彻底

摧毁，起码生活权利被无情践踏。居民不仅感受不

到任何来自公共机构的庇护，反而得知暴行本身是

经由政府默许的。从留言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申

诉者的强烈的无力感、痛感和气愤。这样的情绪中

事实上流露着“合法性”交换的崩溃。

留言 4：“强拆何时了？开发商是强盗、土匪！

关于民房被开发商强拆的情况反映。临阜镇东街

361⑤号居民李平现年 79岁，离退老干部老党员。今

年 8 月 13 日夜晚我家两间老宅子连房子和财物一

同被一开发商赵春发派工程队一群人强行用挖掘

机把我家两间平瓦房拆毁，还将房屋院子里的桂花

树、枇粑树、石榴树挖毁，只剩下一点点碎砖瓦片。

我家祖祖辈辈住的宅子就这样没了！？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一点达不到保障！报警两次，警察

来了应付一下走人了事，到镇政府反映没结果！找

开发商理论，开发商声称是政府干的，找政府，政府

说 我 们 不 知 道 此 事 。 这 个 世 道 是 让 人 活 的 日 子

吗？！！党哪里？！！法在哪里？！！深夜袭击、强行拆

毁，使得人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无

保障。开发商欺老人无能力抗衡，公然违背国法。

为此，特向各级政府领导反映其况。要求赔偿一切

经济损失，给予开发商李怀青依法惩处。请各级领

导、各界人士关注，还我一个公道！”

四、“理”的逻辑的3个层次

“理”的逻辑，可以理解保障各领域运行制度得

以运行的本源性资本（孙立平，2007）。各领域制度

是以成文或不成文形式维系各域运行的规制化的、

浓缩的、在该域内被普遍学习、接受的行为模式。

而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理”的逻辑规定了领域制度

运行的背景和底色，它规定着社会行动者对其行为

选择所持的信念、对社会互动和他方行动所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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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及自身在社会中的归属和认同程度。或者说

其确定着个体对社会治理机构的基本态度，也可以

把其粗略理解为诸如社会道德程度、基本秩序、底

线等。民众对“情理—公理—天理”结构“丰厚性”

程度的感知，反映着现实中各领域制度的运行态

势。从而可以把“理”的逻辑定义为对于社会资源、

权利/义务、价值等进行分配的善的原则，其在民众

与公共管理机构之间的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治

理的宏观政治文化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一）情理与身份认同感

这一层的“理”遵循人情世故的逻辑，“所谓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一层次上，申诉者将社会

资源的分配与一般社会伦理道德、居家情感相联

系。正如下文会着重提到的，这里体现了“理”的逻

辑中的交互性。人人有父母儿女，有亲母孝父之

情。由私己之“小爱”，抽象、扩展为一种治理世事

的基本道理，体现了一种“身份的交换性”。这种

“推己及人”的互换性思维，是所谓“一言可以终身

行之者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扩展和衍生。

“老吾老及人之老”的理念也从不曾真正消失，而是

隐藏在一般百姓对合宜的治理方式的期待之中。

在测量中，对概述性留言结尾部分所有指向“理”的

诉求进行了统计，在这些留言中虽然在留言的中间

部分可能动用“法律”、“权利”等思维框架对遭遇进

行概述，但在结尾部分的最终诉求中，都希望达到

各种“理”的平衡。其中，“情理”、“公理”、“天理”各

自占比如表 3。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留言虽然在结

尾部分并没有明确出现“情理”的字样，但其在诉求

策略上却是明显的“晓之以情”，如留言 5，也将其归

为“情理”结尾留言。

留言 5：“⋯⋯几十年来冬天是一点阳光都没

有，我们都是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牛房市环

水县环峰二小内十几户居民户被教学楼挡住了阳

光的人⋯⋯真的希望书记帮帮我们，践行群众教育

实践路线，听从民意，顺应民意，我愿为我 80多岁的

老母亲向你们下跪!真的走头无路了，求求书记了，

希望有关部门一定要帮我们解决!”
而在下面这则留言

中，申诉者开头第一句

就强调了“94岁老人”这

个情形，反而是对于违

反相关法条规定的提及还要稍后一些。接着又从

维护社会公序良俗、道德伦理角度突出工作人员是

如何的“不近情理”，从而不可“理解”。这里多说一

句，从“理解”一词中也着实能感受到汉语词汇造词

的精妙之处。这里的“解”是遵循一定逻辑思路和

公认道理的认知，是在一种共同享有的“文化认知”

中 的“ 解 ”。 就 如 一 定 的 事 实 要 通 过 特 定 形 态 的

“理”的管道才能到达认知者。当事实与特定“认知

管道”的逻辑发生冲突，而非事实本身不清晰时，就

会“不理解”、“不可理喻”。

留言 6：“一个九旬老人的诉求。我俩是招宝县

水泥厂退休工人，家中还有一个 94岁老人。老人一

直和我生活。今年我的房屋被拆迁，拆迁小组说老

人户口不在当地居委会不享受优惠政策，养父跟我

生活 40 年，2010 年第 6 次人口普查登记为常住人

口。【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52 条；对

常住在本行政区域的外埠老年人给予同等优待。

我把老年人保障法拿给工作组看，他们看都不看。

现在构造和谐社会，全社会提倡关怀老年人，为老

年人服务。对于拆迁工作组不顾实际情况，不讲情

理的做法，我感到十分不理解。”

在“情理”的更高的层面上，从家庭共同体中衍生

的“情义”衍化到对村社共同体，乃至对国族的认同。

所谓天然的认同，是对生于斯，成长于斯的土地、国度

的天然感情/记忆而自然孕育的认同。内中蕴含的是

社会成员对一种权威关系体的归属以及相应的身份

认同程度，及由此成长的情感依赖（吕程平，2014）。

（二）从“公理”到“公”的至高境界

相对于“情理”，当申诉者在运用“公”这个语义

时，其申诉事件所涉的层次往往已经超出了一般对

人情事理的损害，而提升到对某种“共享的、公开的

规范体系”的伤害。按照罗尔斯的说法，这样的“共

享的、公开的规范体系”的信息由所有人拥有，“人

们互相彼此期待的界限，即对彼此行为所允许的行

为界限构成了合作的基础”（罗尔斯，1988）。在网

民留言中，对“公理”、“公道”的诉求中，当然保护对

合法权利的诉求、依据法律的处罚和赔偿的要求，

但又不仅于此。它反映了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

其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应有的从政状态的认识，这

些认识有时会通过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一些

极端的情况下，人们甚至明白地告诉掌权者，应该

各类留言在概述性留言中的占比

情理

42.0
公理

54.0
天理

4.0
总计

100.0

表 3 以“理”为诉求指向
留言中的结构（单位：%）

“理”的逻辑：认同、交互与抗争

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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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当官”的，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亘古不变的真

理，为老百姓挽回经济损失也是政府公权力的体

现。”

“⋯⋯相信您是一位百姓的父母官，为老百姓

的利益着想！”

事实上，这种以“公理”为依托的规范体系，由于

直接与社会资源的配置体系以及公权力的运用范围

相关，其运用不当对当事人的伤害往往是更深层次

和更具破坏性的。在作为分析样本的网民留言中，

明确提及“公理或公道”的留言本身并不多（有 8
条），但通过对网民留言进行语义分析不难发现，提

及“说理”、“合理”、“道理”、“理当”等词汇的留言绝

大部分即是指“公理”内涵，在统计中也归为“公理

类”。另一方面，在直接提及“公理、公道”的 8 条留

言中的7条是涉及暴力强拆等恶性事件的。如：

留言 7：“⋯⋯我不理解的是：拆迁公司如此暴力

拆迁，是否政府授意？是否县政府谷县长旨意？目

前我手指骨折、腰椎受伤，我爱人肺和胃也气出了毛

病，我们夫妇二人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伤害，但是

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面为

民妇说句公道话！为此，我呼吁各级领导为民伸冤：

（1）强烈要求追究行凶者轻伤罪的刑事责任。（2）强

烈要求政府和拆迁公司在网上公开道歉。（3）强烈要

求拆迁公司承担一切医疗费用，并赔偿陪护费、务工

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以上所述句句属实，请各

级领导为我们全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从“情理”到“公理”的扩展，在一定意义上是社

会史的产物。随着原始共同体的渐趋解体，广泛的

不均衡和非人格化的社会逐渐成型，如亨廷顿所说

人们要“把自己对具体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

家庭、宗族和村社——的忠诚及认同扩展成为对更

大和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亨廷顿，2008），这里发

生 的 是 社 会 治 理 的 政 治 文 化 由 微 观 向 宏 观 的 转

变。仔细鉴别就会发现，在留言中诸如以“合理”、

“讲道理”、“说说理”等词汇出现的“理”，指“公理—

公道”的情形是最多的。公理是作为“理”的逻辑中

一个中间轴点，是“天理”在人间的实现和具化。

公理处于“天理”与“情理”的中间层次，同时体

现着来自两个方向的对治世的“期待与规约”，这样

的“规约”不过是“举斯心加诸彼而已”⑥，内中体现

着一种通过“交换性”达之至高的“公”的境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

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

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

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⑦

这种“公”的境界在如上大同章中，实际上明确

了由“理”的逻辑统一体规制的，通过社会价值的公

平分配而最终是要实现一种共同的善，这种善包括

财富、物质的社会成员的共同的增长，更有信任、依

赖和爱的分享，是一种自由而内心充实的生存与彼

此信任、合作的、能充分发挥共同体内每个个体潜

能的状态。

以现代政治哲学的观点来看，这里事实上体现

了罗尔斯有关“正义”理念两个原则的一体性。第

一原则所秉持的“每个人”拥有的平等自由体系与

第二原则体现的“符合每个人利益与向所有人开

放”在价值内涵上都是对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利弱势

的关怀，而保障弱势全体的最根本路径是实现其政

治、经济权利的平等。其在认知的层面上也就形成

了社会公众依据如上“公”的原则（公理）做出的对

于公共机构供给的、规范社会政治、经济权利分配

的制度体系的价值认知和判断。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在大同章中蕴含的“公”

的至高境界不仅是传统中国世代追求的治世理想，

同时体现了公平、效益与自由的结合，是中国派的

治理哲学在民众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暗藏。这可以

从 3个角度理解：

以共同的善的增减作为评估标准衡量社会运

行的效率。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用”，可以充分

发挥自在的潜能，而这种潜能的发挥是以有利至少

不损耗其他人利益的方式进行，这就形成一种共同

的增长。“鳏寡孤独”等社会最弱者“各得其养”。在

“理”的逻辑中，追求一种共同的善的增长，而非以

一部分的增长而导致另一部分的减损⑧。实现了一

种以弱者的福利为衡量的社会福利，如公式 1。

（1）
“理”作为社会成员共同选择和认知的共同的

规范体系，可以达到一种成本最小化的社会运行状

态。在这里包含了信息成本最小和共同期待下的

W(u1,⋯⋯,un) =min(u1,⋯⋯,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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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关系。在以“理”逻辑的理想社会状态，由于免

去了对因资源占有不平等之下的以及功利性的欺

诈、剥夺为特征的虚荣或恐惧、奢侈或焦虑等对社

会资源的浪费和减损，从而进行社会交换和合作关

系是互利、坦诚的。

在“天下为公”的治理状态中，重视了精神财富，

和对爱的需求与共享。罗尔斯提到，差别原则体现

的互惠观，相应于博爱原则，如果不是有助于状况较

差者的利益，就不欲占有较大利益；那些处境较好者

只在一种促进较不利者的利益结构中占有他们较大

的利益。在功利主义的对增长的理解中，只限于对

物质财富的获取和满足，这导致的一个实质的后果

是人的异化，人对其思考、行动、关系甚至友谊、情感

的考量皆以物的增损为尺度，人间的关系成为物利

的关系，这是对人类其本身存在的大的否定⑨。而在

中国自传统社会“理”的逻辑中，发端于个体相互间

的情义、社会是非判别标准的公允构成了连缀从“天

理”到“人间情谊”的统一连续体。

（三）“天理”与“理”的失序

通过对网民留言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民众对

所谓“正义”、“公正”等概念的认识，往往不是抽象

的，不是外在于生活实践体系的，不是脱离申诉者与

对象共同生活处境的。而是内嵌于同一的、并未言

明的、却共同维系社会公序的语境之中。用西方舶

来的理论来定位的“正义”、“公正”等理念，在华夏文

明特有的文化心理结中，体现为一种“理”的结构和

生活—哲学统一体。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

构，即使在近代以来诸如法律、权利等观念和制度体

系引进之后，这套以“情理—公理—天理”为内涵的

和生活—哲学统一体认知结构仍旧隐藏在被外来的

话语打扮的表象和诸多诉求之下。正如我们通过案

例看到的，诉求者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层面上，是在

工具性地利用诸如“公正”、“权利”、“权益”、“法治”

等说法（如留言 8），而其在心理层面上的终极目的，

是要“讨一个说法”，是通过诉求的实现，达到一种

“理”的平衡和修复（如网民留言9、10）。

留言 8：“现在我们村要搬迁安置不久就要把我

爸妈的老房子推了，但拆迁办的人却说我这种情况

不在安置计划内。我户口都在这我就是这里的人，

请于情于理于法。给我安置！”

留言 9：“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在未与我达成补

偿协议的情况下，把我的合法建筑强行拆除了。作

为政府工作人员，不能按行政强制法，依法行政，严

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特向上级领导反映此事

件，强烈要求上级领导查问此事。依法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还我一个公道！”

在对留言的测量过程中还特别关注了概述性

留言的结尾部分。如果说，概述性留言的中间部分

是申诉者动用特定的思维框架对遭遇进行深化阐

述，结尾部分则反映着申诉者的最终诉求指向。如

留言 9，申诉者分别依次动用了“法律”、“权利”等述

说框架，但在最后的诉求中，提出最终要通过“依法

追究”得到一种看似很空洞的“公道”。

留言 10：“⋯⋯在征迁过程中，工作组既不按法

律法规规定办事，也不按国务院令第 590 号[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的规定办事。我的房

屋性质属国有土地性质，无违法建筑。有关工作组

领导，不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使我无

法行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不顾群众利

益，实施违法强拆，严重损害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

象。2013 年 9 月 30，在区林业局长牛运和区行政执

法局领导的带领下，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在未与我

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把我的合法建筑强行拆除

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依法行政，严重侵害

了我的合法权益。特向上级领导反映此事件，强烈

要求上级领导查问此事。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还我一个公道！”

可以看出，以“理”的诉求结尾（以下简称“理”

尾）的留言在各类留言中都占有较高的比例。在

“理”类留言中，“理”尾类留言高出“法”尾、“公正”

尾、“权利”尾十余个百分点；在“公正”类和“法律”

类留言中，“理”尾留言仅次于这两类留言本体尾

（即如公正类留言，仍以“公正”诉求结尾）。而在

“权利”类留言中，“理”尾留言甚至高于其类别的

“本体尾”。

可以说这里潜在的是一种在“官民”之间、在维

系“治理的共同体”中一种在价值上应被共享且共

同遵循的合作基础。是一种可以追述到被儒家经

表 4 各类别留言结尾部分诉求归类情况（单位：%）

“理”类

“法律”类

“公正“类

“权利”类

“理”尾

17.6
12.2
15.8
32.1

“法律”尾

1.9
17.6
5.3
17.9

“公正”尾

1.9
2.7
31.6
7.1

“权利”尾

0.9
2.7
2.6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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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理想化的由一种共同的善所定义的评估标准。

在这种以“理”的逻辑为导向的政治文化中，体现了

滥觞于远古共同体时期的对社会善治的追求。

在网民留言中，极少诉诸于“天理”，即使有也

往往是一种夸张的用法，其落脚点还在于“公理”的

维持。但回顾历史，所谓“王朝更迭”往往都是以

“天理”这种最高层次的政治权威的失衡为旗帜，即

使是像民间传奇在叙述《水浒》这样的草寇起义时，

也知道要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子。在中国传统的

政治哲学中，天，一方面作为一种终极的评判和世

间权力的原初的来源，是极为抽象、去人格化和不

可莫测的。另一方面，却又隐藏在所谓的“世道人

心”之中。或者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当治理的状

况，极大的偏离“理”的平衡状态，当一般民众生存

权利都受到极大的压榨时，此时由“情理”、“公理”

维系的官民之间、“治理方与被治理方”之间互相体

谅的默契、共享的规范，乃至信任的基础都以此被

毁坏时，民众往往就要呼求于“天理”。来看以下这

则有关强拆留言的后半部，这里对“天理—公道”的

诉求，巧妙地和“朗朗晴天”这种自然现象结合。这

样的语言运用恐怕只有在汉语的语境和思维中才

不会感到突兀和异质吧：

留言 11：“⋯⋯我这样做有没有错，中国是法制

社会还是地方官员一手遮天，老百姓的冤屈有没有

地方可以申述？以上所述句句属实，请领导调查后

还我一个公道，还老百姓一个朗朗晴天！”

在当代，这种地方治理彻底失败，理序崩溃的

例子在局地也曾若隐若现。数年前，在一些发生集

体性暴力事件的地区，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景

象：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和暴力机构的后盾，当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力量悬殊，当被统治者处于分

散和游离状态而统治者呈层级态的集中，则民主常

不过是漂亮的装饰，而平等的公民身份不过是奢

求。一般的，缺乏外在制衡和有效社会监督的政府

机构内部产生了严重的部门利益分化，并垄断了制

定和解释规则的权力，则法律和规定在貌似公正的

掩盖下，很容易成为各部门设立寻租空间的工具。

不具制定规则权的底层部门，则会利用信息上的不

对称，隐瞒、扭曲法律条文，对百姓进行敲诈和盘

剥，牟取部门及至个人利益。而通常出现在生利资

源的掠夺上，最常见的是，具有“门路”的企业、个人

与政府官员结成互利联盟共同瓜分公共资源、侵害

民众利益。从而，公众对于权力机构的信任水平和

价值判断是低下的，“理”的三层结构也几近崩塌。

对这点，普通民众已有着深刻的认识，如留言 12，网

民从时下的政治号召出发，事实上提出了“政策被

利益集团绑架”这一问题。

留言 12：“十八大后，中央领导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及想法，应该是给党的

各级干部做出了表率！我们诚恳的希望决策者们

到你们策划的拆迁区来看看，听听市民们的呼声和

心声，不要总是到开发商那里，享受高规格的接待，

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五、结语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在不同场合

强调国家治理要从传统文化和民间智慧中汲取营

养。习近平在 2014 年 9 月一次讲话中提出，发展国

家政治制度，不能割断历史，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

制度的根本。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

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这也就涉及，如何将深

藏于国民心理结构中的，对政治生活的认知、理解

和期待，运用于具体的治理实践和制度建构中，体

现为制度结构与历史结构、民众对权威关系的心理

结构的统一。

本研究通过对基于权威媒体的网民拆迁类留言

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了一种潜存于传统农区民众诉

求中的，以“情理—公理—天理”三位一体结构为表

征的生活—哲学体系。作为超越万象的最高存在的

“天理”，与基于日常生活交互的、对共同伦理规范遵

循的“情理”，及对政治经济领域广义资源的分配制

度中体现的对公共治理公允原则认知和期待的“公

理”内化于普通民众的心理结构中。这样的生活—

哲学心理结构表现为一种潜在于“官民”之间的、未

被言明的、在价值上应被共享且共同遵循的合作基

础，并支撑着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运行。

民众将自身的不平等遭遇诉诸于情理、公道，

并最终呼求“天理”，是其认为所谓公权力的运行方

式有悖于一套深植于底层民众思维方式中的道理，

有悖于千百年来百姓对应有从政状态根深蒂固的

认识。这种思维方式中有一种强烈的“交换性”色

彩。一方面是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身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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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性将基于市井百姓的人情世故的、对不利境地中

个体的顾及与对公共治理机构的应有行为的期待

相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合宜的治理方式与对政治

秩序体系的服从、归属与参与之间的耦合。

在这样发端于个人情义、将社会治理的判别标

准与终极合法性连缀的生活—哲学体系中，更蕴含

着演化出以“仁爱”、“互信”、“充分发挥个体潜能”

等为特征的理想化社会运行状态的胚子。这不仅

与西方基于“纯粹理性”的法—哲学体系相区别，更

为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构建更“接地气的”、扎根

于本土文化中制度、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哲学

框架。

当然，同时应当看到，本研究所采用的内容研

究法，属于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分析词汇选择、概

念 界 定 上 不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研 究 者 主 观 判 断 的 影

响。这是在之后研究中应不断改进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日本爱知大学；责任编辑：孟杰）

注释

①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覆盖全

国的互联网官民互动平台，为全国省、市、县党政一把手全部

开通全天候的留言版面，供网友与领导干部进行沟通（据网络

公开资料）。

②选择 A 省留言作为样本，有两方面的考量。从宏观来

看，A省地处中国华东腹地，近海邻江，具有从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向中部内陆省份过渡的经济地理属性；省总人口 6300 多万

人，其中乡村人口占 80％。这些都使其基层问题具有相当的

多样性和涵盖性。A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一直以来就

成为农经界乃至政策界考察基层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另

外，以网民留言办理这种网上官民互动作为内容分析的载体，

还要考虑此事项在当地的开展程度。A省一直是人民网《地方

领导留言板》留言办理先进省份。据公开资料，2013 年，网友

给 A 省书记留言共 2700 余条，同比增加 80%，留言量居全国第

2位；且公开回复率 98%，居全国第 1位。为客观真实反映网民

的留言情况，本文选择的留言板引文均未做编辑加工。

③⑤文中引用网民留言的个人信息全部做了匿名化处理。

④这里区分了所谓的狭义资源和广义资源，前者指共同体

内成员所期望的、有关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是后者的一个

子集；后者还饱含诸如（在一个共同体内）权威关系、荣誉、价

值、声望等物。

⑥《孟子·梁惠王上》。

⑦《礼记·礼运》。

⑧实际上在这里区分了对谁是有效率的这个问题（丹尼

尔·W.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

论基础》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⑨如前文，在这里假定了社会价值的公平的分配最终是

要实现一种共同的善，这种善包括财富、物质的社会成员的共

同的增长、更有信任、依赖和爱的分享，是一种自由而内心充

实的生存与彼此信任、合作的、能充分发挥共同体内每个个体

潜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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