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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15年来，关于县域政治的讨论主要有三大研究视角：一是从政治能动者的视角沿着整体主义、个体

主义、战略性群体视角三条研究进路讨论县域地方官员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二是从结构的视角出发，讨论当

前县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县级政权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案；三是从过程的视角出发，一是沿着现

代国家构建的进路，以小见大，把县作为国家的微型版，进而揭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逻辑，二是沿着县

域治理过程的进路讨论县级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统合治理模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理论是中

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生发点，为此要规范术语表达，重视基础性理论研究；加强田

野调查，立足中国经验；最后推动县域政治在全球、全国范围的比较性研究。
【关键词】县域政治；县政改革；县域治理；政治能动者；国家-市场-社会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6）03-0044-12

从“县政改革”到“县域治理”：
县域政治研究述评

彭 云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2016－05-15
作者简介：彭云（1989-），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尽管县一直是我国最为稳定的区域性、文化
性、政治性的建制，县域治理的问题也长期存在，
但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直到2002年以后才真正
成为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普
遍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点：一是
由于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直到20世纪
80年代初才开始逐渐恢复，尚处于“补课”阶段，因
而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主题大多被学科体系
更为成熟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所引领。20世纪80
年代以前，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点基本上停留在
中央层面和省一级，侧重于对中国整体政治制度
的定性和中央- 地方关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社会科学的研究范
围逐渐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的研究开始
直接深入到中国的乡村地区，特别是1998年第九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为研究中国乡村民主政治提供了
新的学术增长点。而域外的各种基金会也为国内

外学者研究乡村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资
助，①加之国内政治环境在乡村一级更为宽松，研
究者更容易进入现场，这使得学界的研究对象从
中央、省一级直接下沉到乡（镇）村一级，导致县域
政治研究长期被悬空。二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县域治理的矛盾
愈发凸显出来，特别是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于县
域一级使得县域稳定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中的乡镇一级政
府逐渐从汲取型政权变为“悬浮型”政权，[1]不能发
挥作为一级政府应有的职能，成为了县级政权的
派出机构。现实政治的变化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
焦点从乡村一级研究上移到县一级。

一、近15年来县域政治研究概览

近15年来，县域政治研究经历了从“县政改
革”到“县域治理”的关键词演进。一方面反映了治
理理论逐渐成为县域政治研究的新的理论视角和
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国家政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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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
体系现代化”以来，治理理论被赋予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话语阐释，[2]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理念的语言
逻辑表达。这一表达通过现代媒介的传播迅速成
为政学媒三界的高频热词。在学术话语、政治话语
和舆论话语的交叠使用中，治理的内涵不可避免
地发生拓展和模糊化。而作为单一制政体下的地
方政府，也必须对中央新的政治话语模式作出回
应，治理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地方的政策文件中，
而政治文本的表达需要学术话语的注解和深化，
于是“县政改革”、“县域政治发展”的表述逐渐被
“县域治理”、“县政治理”等所替代，开始成为新一
轮县域政治研究的关键词。

（一）文献检索基本情况

笔者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作为主要文献
检索平台，以“县级政府”、“县政改革”、“县域治
理”、“县政治理”进行篇名检索。②根据获得的文献
总量以及对文献进行初步相关性阅读分析后绘制
图1、图2、图3。③一般而言，学术论文的更新和发表
要快于著作。故此笔者认为，图1所反映的趋势能
够说明近15年来学界有关县域政治研究呈现出持
续升温的基本态势。

图1 县域政治研究论文数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

图2 关键词与县域政治研究论文数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
根据图2，从时间的维度看，以“县级政府”作

为篇名的研究起步最早，并且始终保持一定的研
究热度；“县政改革”则在1987年作为篇名首次出
现，但相关研究要到2002年才被再次提及，并从
2008年开始到2011年持续成为学界相关研究关注
的热点议题，之后“县政改革”的提法逐渐淡出学
界，“县域治理”的提法开始成为学界流行语，持续

至今。而“县政治理”的提法目前来看尚不流行，只
有个别学者使用。遗憾的是，作者尚未对作为一个
概念体系的“县政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作学理性的
说明。而对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这样的工作应当
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这一时期关于县域政治研究的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是硕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加（图3），
但在选题上出现扎堆现象，主要集中在政府绩效
的个案实证研究上。总体来看，硕博士论文选题以
实证研究居多，理论性阐发较少。

图3 县域政治研究硕博士论文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
笔者以读秀知识库作为主要检索平台，同样

以“县级政府”、“县政改革”、“县域治理”、“县政治
理”进行书名检索，根据检索结果整理出建国以来
县域政治研究的著作约为30本。④[3][4]其中2009年以
来的代表性著作有：苏绍荣：《民生之责：一个县委
书记的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王敬
尧：《地方财政与治理能力》（商务印书馆，2010）；
宋亚平：《出路：一个区委书记的县政考察笔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樊红敏：《转型中的
县域治理：结构、行为与变革———基于中部地区5
个县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托马斯·海贝勒（德）、舒耕德（德）、杨雪冬主编：
《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中
央编译出版社，2013）；周庆智：《县政治理：权威、
资源、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二）相关研究的经验性梳理

首先，从宏观背景来看，国家的总体战略规划
和县域治理困境使得学界对于县域政治研究的热
度自2002年以来持续升温。一方面，2002年党的十
六大报告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口号，并作出统
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宏观战
略规划。县作为城乡的结合点，成为城镇化建设和
新农村建设的主阵地。另一方面，从县域政治的实
践层面看，以县域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征所凸显
的县域治理困境，使得县域政治受到中央高层和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根本上讲，县域治理显现
出的诸多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国家政治生活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形
态。但从现阶段所凸显出的治理困境来看，同样重
要的是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主导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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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核心行动者的地方政权自身在经济发展中
角色定位不清所造成的。从纵向看，涉及中央- 地
方关系的权力分配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缺陷，如财
权与事权不匹配，国家的宏观战略导向过于重经
济、轻社会，重管理，轻服务；从横向看，也与县域
内部权力结构的运行失衡相联系，地方政府依靠
行政管理权和政治主导权参与辖区内的竞争性和
盈利性的领域，挤占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空间，与
民争利，公共服务意识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

其次，从研究议题看，以党的十六大为界分为
前后两个阶段：一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六
大前后，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以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为总目标，讨论县级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的行政体制改革、职能转变，以及决策机
制、依法行政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从2002年党的
十六大至今，这一阶段关于县域政治的研究更加
立体化，主要有“服务型政府”、“低成本政府”、新
农村建设中的县级政府功能、县级政府债务风险、
电子政务、政府绩效评估、“扩权强县”、“省管县”
体制、县际竞争等。2002年以后，由于县域群体性
事件激增，县域治理的困境引发了政学媒三界的
广泛关注。一个获得共识性的看法认为，由于“接
点效应”，县级政权成为政治体系中“政治应力”最
脆弱的部位，[5]城乡二元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
发在处于城乡“接点”的县级政权。以徐勇的“县
政、乡派、村治”的新型乡村治理结构为开端，“县
政改革”开始成为县域政治研究的一个新提法。内
容重点涉及以“县政自治”为原则的国家治理结构
从纵向到横向的权力配置调整和功能优化。从
2009年开始，“县域治理”的提法异军突起，特别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
体系现代化”以来，以“县域治理”为篇名的论文迅
速增多，内容涉及县级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县
域治理的结构化逻辑、多民族地区县域协同治理、
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县政治理”的提法则是周
庆智在其2014年新作《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
序》一书中提出的概念。

最后，从县域政治研究的组成人员看，既有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地方治理研究的知名学者⑤与
研究团队，也有长期在县域从事实际工作的学者
型官员及体制内各个层级的政策研究机构。近年
来还成立了若干专门研究县域发展的非营利性的
学术机构，如“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6]以及依托
人民论坛杂志重大课题“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设立的“中国县域科学发展网”[7]等非营
利性研究机构。此外，2000年由北京大学政府创新
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研究中心和中

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中国地方
政府创新奖”中有关县域政府创新的案例报告成
为县域治理研究的重要素材，颇受各界关注。

本文试图从问题导向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对近
15年来县域政治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从问
题导向看，关于县域政治的研究议题日渐多样化，
从对地方官员激励模式、地方政府的内部运行机
制到县乡关系调适的乡村治理结构、县域统合治
理的新变化等都有所涉猎。所谓问题产生方法，研
究议题的变化催生研究方法的更新。从方法论的
角度看，关于县域政治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的创新保持了一定的一致性。在行为主义政治
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的影响下，产生了结
构- 功能分析、行为- 制度互动分析、过程- 事件分
析等主流分析方法。本文依据研究视角和研究议
题的变化采取以问题为本，以方法为线进行谋篇
布局。第一部分是对15年来研究成果的总体性描
述和背景分析；第二、三、四部分则是依照研究视
角的不同对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和评析，依据“他
说、他见、我见”的模式即学者们之间就某一问题
展开的观点碰撞、补充、反对以及笔者的评述作为
主要内容。总体而言，近15年来关于县域政治的讨
论主要有三大研究视角：一是从政治能动者的视
角沿着整体主义、个人主义、战略性群体三条研究
进路讨论县域地方官员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二是
从结构的视角出发，讨论当前县政改革的价值取
向、县级政权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案；
三是从过程的视角出发，一是沿着现代国家构建
的进路，以小见大，把县作为国家的微型版，进而
揭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机制；二是沿着县
域政府治理过程的进路讨论县级政府与市场、社
会互动的统合治理模式，最后一部分做出进一步
研究的展望。

二、主体的视角：地方政治能动者

把行为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人与制度的
互动，这一思维方式既是一个老方法，也是一个新
方法。所谓老方法是指，自二战以来行为主义政治
学的兴起，政治学研究从传统静态的制度研究转
向动态的研究视角来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
政治行为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简言之，主体的视角成为政治学研究新的思维范
式：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得到[8]是这一范式
的经典表述。所谓新方法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使得国家重新回到主流
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中，强调要理解政治行为就必
须研究塑造个人偏好的制度、文化传统等，在继承
旧的制度分析学派的研究成果和扬弃行为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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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的基础上，力图“将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决
策研究结合起来”。[9]在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政
治学范式的影响下，关于行为主体的表述呈现为
三种形式：一是作为具有理性的、同质化的整体政
府；二是作为具有“角色”属性的权力拥有者；三是
作为具有利益关联的权力共同体联盟。从行为主
体视角出发的研究范式迅速渗透到政治学研究的
各个领域，在县域治理的研究方面也因此具有了
整体性视角、个人主义视角和战略性群体视角三
个基本进路。

（一）整体性进路

第一种路径是整体性的研究进路，即将县级
官员群体作为一个理性“角色”等同于县级政府。
具体来说，就是将县级官员群体看作是同质化、理
性化的集体行动者，同时将县级政府看作一个理
性行为主体，通过对政府- 市场- 社会三维互动关
系的分析，归纳县级政府行为模式，将县级政府行
为模式视作县级官员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行动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乡镇企业鼎盛而引发的
国内外学者对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讨论，对思考
县域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一观察视
角被概括为统合主义视角。周鲁豫根据地方政府
经济权力的不同获取方式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10]：
第一个阶段是基层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时期。比较
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有“地方政府法团主义”[11]、
“政府即厂商”[12]、“地方市场社会主义”[13]。此外，还
有诸如“庇护者”[14]、“市场行动者”[15]、“谋利型政权
经营者”[16]、“悬浮型政权”[17]的提法。第二个阶段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逐渐由经营
企业转向经营土地。以李侃如、周飞舟、周黎安、曹
正汉、史晋川、周雪光、折晓叶等为代表的一批学
者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政府经营性行为进行解释，
形成了关于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理
论群簇”。周鲁豫将这一时期统合主义视角下的理
论模型概括为“统合治理”模式。赵树凯则认为，国
外学者用统合主义视角来观察中国发展往往局限
在中国政府和政治的外部作用，对于地方政府内
部的运行机制缺乏应有的透视和解析。赵树凯将
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分解为行为特征和政治前提
两个子变量，以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激励机制、碎片
化权力结构、运动化行为模式作为三个观察变量，
揭示了当下地方政府“公司化”运行的内在机制。
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社会后果看，作者提出两点
质疑：一是从经济上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运作机
制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从量到质的转变；二是从政
治上看，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市场领域，会造成政策
制定的不公正、缺乏对底层需求的回应，进而引发

政治危机。根据这一判断，作者认为“改变地方政
府公司化的运行机制，使之真正转换为现代意义
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下一阶段中国改革的关键所在。[18]

周雪光从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的内部运行机
制出发，提出地方政府之间“共谋行为”的解释模
型，重点讨论了“共谋现象”这一制度化的非正式
行为产生所依赖的制度环境、组织决策过程、激励
机制等方面。作者认为，共谋行为的“稳定存在和
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
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
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设计
特别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
预期结果。”[19]

还有学者分别从“产权约束论”和“财政激励
论”的视角⑥[20]出发，认为在对县级政府行为的研究
中，必须既要考察县级政府受到具有强制性制度
约束的结构性行为，同时也要考察在其辖区内具
体的经济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自主性、自利性行为。
胡伟以县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
点，将改革开放以来县级政府行为模式变迁概括
为三种形态：主导型政府行为、推动型政府行为、
正在形成中的服务型政府行为。[21]杨雪冬则认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级政府行为呈现出“半企业
化”特征。[22]所谓“半企业化”是指地方政府围绕经
济增长这一核心任务力图追求结果的最大化，承
担着类似企业家的角色；但与此同时，由于政府作
为公共权力的垄断部门，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下难
以像企业家那样考虑成本- 收益的核算，只要能完
成任务，常常不计成本，只算“政治账”而不算“经
济账”，将经济增长“政治化”。地方政府作为两种
冲突角色合体的后果是：其行为常常既不具有经
济性，同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也被扭曲。
周飞舟从分税制改革的大背景出发，以地方政府
与企业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经营性行为
模式的变化。分税制作为一种集权化的财政改革，
对地方政府产生一种“驱赶”效应，使得地方政府
开始更加重视增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财政资
金，实际形成了“二元财政”的激励结构。这一财政
结构投射在政府行为模式上，就表现为地方政府
经营性行为由发展企业转移到更为有利可图的以
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上面来。[23]杨瑞龙考察了地
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为模式，指出
地方政府在中间扩散性的制度变迁中扮演着“第
一行动集团”的角色。[24]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提
出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三元
博弈模型，指出地方政府在阶梯式渐进制度变迁
模式中呈现出主动参与的机会主义行为模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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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一方法有利于我们从宏
观上观察和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特征。但缺
点在于，忽略了“一把手”领导干部的个人特征对
于县级政府行为的个性化影响，也模糊了县域内
部官员权力的差异。然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
“不同的人做领导意味着许多重要的行为有极大
的不同”，整体主义研究方法重组织特征、轻个人
特征的倾向造成其过于制度化和技术化的分析，
从而导致了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
了现实。[26]此外，整体主义研究常常采用个案研究
的形式，那么对某一个案县的政府行为变迁模式
的概括的适用性，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加以佐证。

（二）个人主义进路

第二种路径是个人主义的研究进路，这一方
法主张从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和行动逻辑的微观层
面揭示地方政府内部的运作机制。

周黎安提出“晋升锦标赛”的理论模型，从地
方行政长官激励机制的维度来研究中国政府内部
治理特征，进而揭示中国经济奇迹与地方官员激
励模式的内在关联。这一理论暗含的一个前提条
件是地方官员的“理性人”的假设，即“政府官员作
为政治参与人，最关心的是行政晋升和仕途，而非
地区的财政收入。”实践表明，尽管一定时期内晋
升锦标赛模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
力，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却是一把双刃剑，造成诸如
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角
色冲突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困难以及中国经济增长
方式由量到质的转型困境。[27][28]李永刚则聚焦于地
方官员机会主义的行动模式，提出权威指数、偏好
弹性、规则意识和关系网络四个观察变量，并据此
归纳地方政府官员的行动逻辑表现为一个多重比
大小的过程，主要包括：权威—规则比大小，利
益—风险比大小，关系—能力比大小，其实质是地
方政府官员作出的“局限下取利”的“约束性选
择”。作者从宏观上分析了这种带有机会主义的行
动模式能够被容忍的威权弹性的制度空间，加之
中、微观层面“政治竞标赛”的激励机制使得“每一
级地方政府都变成了猎头公司，睁大眼睛不惜成
本地引进治理人才，组建参赛运动队。如县委书记
成为县级参赛队的教练员和裁判员，同时又是市
级参赛队的运动员。”[29]

也有学者着重讨论作为地方“一把手”的县委
书记在县域治理中发挥的个性化作用。樊红敏以
“一把手”（县委书记）的政治行动为视角，以结构
化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县域政治权力运作的实
践逻辑作了个案的深描，将县域政治权力运作的
实践机制提炼为“政治行政化动员”模式。所谓“政

治行政化动员”模式是指在县域治理当中，县域核
心行动者成立各种领导小组，以任务分解、目标管
理为工具，通过创制活动、包村包案作为渗透方
式，将县域内的政治精英和政治机构都动员到行
政过程中进行非制度化的行政整合，使得县域政
治的权力运行表现为结构分化基础上的功能不分
化。[30]这种治理机制一方面造成了县域治理的制度
化困境：权力运行呈现出人格化、非连续性、运动
化、非预期性的特征，也难以避免“人走政息”的铁
律；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机制也导致了弱社会参与
性，使得县域政府的合法性不断流失。[31]此外，樊红
敏还以县域日常政治行动者（干部、领导）为研究
主体，揭示出“关系理性”作为县域权力运作的隐
秘机制———“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成为隐藏在正
式结构之下并起实际作用的行动结构”———权力
凭此得以突破科层制设定的界限，成为县域政治
权力运作机制的“线”。[32]杨雪冬在对县级常委会体
制的分析中指出，书记作为县域核心行动者是制
度安排上的故意。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县长常以
副书记的身份出现，居于书记之下；二是在书记、
县长的人事任命上，书记的资历通常比县长高，这
就使得书记在县域中的实际影响力更大。在常委
会内部缺乏充分的民主和有效制衡、外部缺乏有
效问责机制的情况下，党的一元化领导就可能蜕
变为书记个人领导。而在县域干部任命上，诸如
“碰头会”一类的非正式协商机制也为暗箱操作提
供了机会。尽管设计了如交流制和回避制的制度
安排，但在缺乏权力制衡和监督的政治环境中，这
类制度设计不过是在县域政治行动者之间形成与
以往形式有所不同的具有利益共同体色彩的新
“庇护”关系，[33]而地方政治体制的运行逻辑并不会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研究方法上看，个人主义研究进路的优点
在于重视对具有决策权的官员个人特征的研究，
权力主体性更加明显，对地方政治权力运行能进
行更为写实的刻画。但缺点在于对地方官员行为
从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抽象和概括较为困难。此外，
周飞舟认为，从方法论上看，对于非正式“关系”在
地方政府行为中的作用研究存在还原论的危险，
即把这种存在于政府实际运行中的“关系理性”仅
仅看作是一种为了个人私欲而建构的权力- 利益
的交换网络，而忽视了这些非正式关系的存续有
着基于历史的正当性，其背后的伦理深植于中国
本土的历史传统。[34]

（三）战略性群体进路

第三种路径可以看作是第二种的进化版，二
者都是从地方权力核心行动者的视角出发，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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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从个人化的视角转向了群体性视角。一般
而言，作为群体至少应当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
最低限度的集体认同意识；二是集体行动机制。德
国的两位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舒耕德在《作为战
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透视中国地方政府战略
能动性的一种新方法》一文中首倡以战略性群体
作为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县乡两级领导干部的战
略能动性与不同地方政策执行的差异。作者认为，
由于共同的利益、“地位相近”以及在本地所具有
的影响力，使得县乡领导干部表现出一些共同的

（经济、文化、社会、象征、结构）资本，并在政策执
行的共同的经历中逐渐建立起作为战略性群体所
必要的认同意识和集体行动机制。从人员组成看，
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领导干部由领导班子 （一
般等同于县党委常委会） 所领导的副科级以上干
部组成，最高领导是县委书记。从内部结构看，作
为战略性群体并不意味着群体内部是同质的，而
往往是等级森严，这种层级通常以“恩庇- 侍从”关
系表现出来。但大量实证显示，由于在政策执行过
程中，“共同的利益、制度性约束、面临来自上级部
门和老百姓的双重压力，县乡领导干部共同的习
性和团体精神比内部冲突和狭隘观念要重要得
多，制度环境使得县乡领导必须进行战略性合作
或合谋。”[35]作为县域政治的核心行动者，在面对上
级政策偏好模糊化的情况下，县乡领导干部在具
体的政策选择和项目的最终执行上具有了更大的
能动性，县域政治的运行表现出“有组织的无政府
状态”，[36] 这一模型成为解释同一政策在不同县域
层面执行差异的一个新视角。樊红敏的研究也证
实县级政府常常通过“目标置换”的方式对上级政
策进行选择性执行。[37]杨雪冬从“省管县”的体制改
革过程考察县级官员的能动性作用，认为县级官
员内部存在着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次级群体，但
由于县委书记更高的政治地位，群体内部的权力
呈现等级化。[38]

上述几位学者讨论了在一个县域范围内以县
委书记为最高决策者所形成的本县辖区内的战略
性群体。那么进一步追问，就全国范围内，或者同
一省域、市域内的不同县的县委书记这一县级政
权的最高决策者，是否也可以构成一个战略性群
体？对于这一问题，根据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
赛”模式，职位晋升作为对地方行政主官的一种强
激励机制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高度竞争机制，
晋升与否存在的巨大利益差异阻碍了跨地区的地
方官员存在“合谋”的可能。[39]但周黎安所说的“合
谋”主要是指地方官员私下协商保持绩效相同的
“集体偷懒”。那么，如果是为了实现两个或者更多

地方之间绩效的共同增长，这种“合谋”是否可能
呢？学界尚未对此有可信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
国家全力打造的京津冀一体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的
实施，涉及了京津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80多个
县（市）的协同发展。随着这一战略部署的进一步
深化，势必牵扯到不同县市地区之间的合作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会产生由“一把手”构成的战略
性群体应当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从研究方法看，将县级领导干部视作一个利
益共同体的看法并非新鲜事。民间的“官官相护”
谣谚，党政文件里“团团伙伙”、“拉山头”、“小圈
子”的提法到学者提出的“地方团体”[40]、“战略联
盟”[41]等，但这类提法更多是作为一种对现象的描
述，而不是解释其内在机制的理论体系。战略性群
体的视角则是一种基于制度与行为互动的中观视
角，比之整体性研究方法而言，凸显了县乡领导干
部的能动性作用及其行动逻辑；较之于微观政治
学方法，弥补了一些学者将地方官员视为内部派
系对立带来的分析缺陷。从思维方式来看，对于将
地方干部视作单纯执行者角色的思维方式，起到
了一个补充的作用。[42]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
官员个人信息获取面临各种障碍的情况下，这种
群体性的研究方法如何具有可操作性成为最大的
挑战。

简言之，从地方能动者的视角出发研究县级
官员个性化行为或者作为战略群体的集体行动，
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县域政治中现实政治运行与制
度文本的二元性、深化对县域政治的理解开辟了
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进路。有学者从地方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变迁出发，借用Frye和Shleifer建立的“无
为之手”、“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的解释框架，
从方法论的角度将学界关于中国地方政府角色研
究的成果也归纳为这三大范式。[43]这一归纳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把握当前地方政府角色研究现状的简
化图，将学界关于地方政府角色研究的各种理论
框架作了更为清晰简单的类型划分，但从作者分
类的依据看，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诚如作者所言，
学界研究呈现出三大范式的差异是因为各个学者
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差异造成的。但
另一方面，我们从作者所选取的研究文献来看，至
少在对地方政府的界定上作者实际混淆了县级政
府与乡镇政府。比如在对无为之手范式的分析中，
作者以周飞舟的“悬浮型”政权作为例证，但周飞
舟在论述乡镇政府“悬浮化”的同时，也强调了乡
级政权的功能实际被县级政权所取代。而县级政
权发挥着的可能是援助之手或者是攫取之手的功
能。那么，以乡镇政府扮演的被动无为的角色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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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包含有县乡二级政府在内的地方政府就有以偏
概全的逻辑错误之嫌。问题的实质在于：地方政府
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尽管我国政府体制具
有“职责同构”的特征，但在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
关系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时，不应混淆不同层级的
地方政府。如果说在地方政府经营乡镇企业时，将
县乡政府角色趋同尚有现实合理性，随着地方政
府从经营乡镇企业转为经营城市，这一时期县级
政府与乡镇政府的角色就不可等同视之，笼统以
地方政府概括就会造成认识论的误区，这是今后
学界在研究县乡政府行为时需要注意的新动向。

三、结构的视角：县政改革

1987年时运生撰文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提出
“县政学”的概念，从“政治”与“管理”的双重视角
出发，认为“县政”是指县政府的政治地位和为了
既定目标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将作为县域权力执
行机关的县政府作为县政改革的主体进行研究。[44]

尽管从行政管理的视角对县政改革的研究一直是
县域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但随着政治社会
结构的不断变迁，县域政治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
是实践都逐渐超越单纯的行政理念走向复合型的
治理。有学者认为，县政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全面
改革，涉及政治、行政、治理、经济与社会五个维
度，构成县政改革的PAGES模型。[45]也有学者从制
度合作的视角出发，将县级政权管理的演进概括
为“县权、县政与县域治理”三个标志性阶段，认为
这一逻辑链条既是学术研究也是县政改革实践的
历史逻辑。[46]这一概括对于我们理解县域政治发展
的历史逻辑具有启发意义，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
仍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在参与县政改革讨论的
诸多学者中，其观点本身就涉及县域治理的本
质———多元治理。如于建嵘、蔡永飞、蔡霞等学者
为代表提出的“县政自治”[47][48][49][50][51]就是作为县域
治理的同义词使用，只不过当时县域治理的提法
并未广泛使用。因此，“县权、县政、县域治理”的逻
辑关联只能是作为一种县政改革研究规范意义上
的区分标准，而不能被当成是学术界研究县域政
治实际存在的学术脉络。第二，从县域政治演进的
实践逻辑看，县域治理的实践大多不免“人走政
息”的铁律。[52]周庆智也认为，当前县域治理改革的
实践仍然停留在不断增强财税汲取能力、社会控
制和动员能力，“主导中国县级政权发展的政治逻
辑与行政逻辑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县
域治理的公共性原则也并未得到实践。[53]因此，说
县权、县政、县域治理是县级政府管理变革的历史
逻辑也过于牵强。

目前来看，学界关于县政改革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县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就
目前的讨论来看，学界关于县政改革的基本价值
取得了共识：自治性、公共性。以于建嵘、蔡永飞为
代表的诸多学者明确提出“县政自治”的理念，[54]主
张从政治合法性而不是行政效率的角度来重构县
政体制，定位县的政治地位。徐勇从“地方性复活”
与“草根性成长”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现代地方自
治作了两个限定：一是地方自治必须依托国家一
体化，确保国家主权完整；二是地方自治权的扩大
要与民众参与扩大同步。[55]杨雪冬也认为，现代意
义的自治是地方在国家制度框架之内，依照国家
法律，对本地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自治不是对国家
的背离，而是维护国家的权力。[56]一定意义上讲，自
治性是民主理念在地方治理层面的具体化，因此
也有学者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人民民主”原则
出发进行论证。[57]吴理财、周庆智则提出了县政改
革的公共性（公民权利）原则，认为政府公共性构
建是现代国家建设及其民主治理的一个内在的根
本要求，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民权利发展
的必然要求。[58]

二是多视角、多维度讨论当前县域治理困境
的原因。于建嵘对当前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进行
了结构上的分析。一方面通过中央集权缩小地方
党政权力的举措，加剧了县级政权面临的无限责
任与有限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党委与政
府的不同权力来源，以及政府权力的双重来源，使
得地方党政责任目标不明确，造成县级政权缺乏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最高主官。在相应追责机
制和评价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造成“县级党政负
责人对本地民众与中央的双重不负责”。[59]周庆智
则以“权力清单”改革作为着眼点，对行政权力结
构及其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作了分析，认为县级政
权拥有的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是当
前县政治理实践的本质特征，由此造成县政治理
所追求的目标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包括基层政府
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60]樊红敏指出县域
治理中存在“行政化动员型治理模式”，通过非制
度化的行政整合机制，强行政动员、典型化运作方
式调动科层组织内的可用资源，以权力主导县域
治理，造成县域治理的制度化困境和弱社会参与
性，使得县域治理的行动与县域政权建设目标的
偏离。[61]

三是讨论县政改革实施的具体路径。从现有
的研究看，大致分为两种进路：第一种进路是将县
作为制度主体来研究如何调整其在整个政治体制
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侧重于纵向分权的行政性
改革研究。具体来看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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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三级行政层级进行的“强县扩权”、“省直管
县”的讨论[62][63][64]；二是县乡关系的调适，重塑乡村
治理结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基
于运行机制、体制结构、制度环境、具体行为等不
同侧重点展开对县乡关系的研究，分别形成了四
种主要的分析模式：压力模式[65][66][67][68]、同构模式[69]、
共谋模式輥輯訛[70]和互助模式[71][72]。吴理财认为，现有的
研究成果表明县乡关系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支配
性权力关系。然而，由于学界对于县乡关系的学术讨
论背后的学术关怀是中国府际之间的总体性特
征，因而研究的结论往往是就府际关系[73][74]的普遍
性特点而言，而忽略了对县乡关系特殊性的学理
性探讨。[75]实际上，对县乡关系的特殊性进行学理
分析并未被学界忽略。周飞舟对税费改革过程中
县乡政府财政关系的考察发现，一方面，乡镇财政
“空壳化”使得县级财政变成了乡镇财政的“家
长”，县乡关系模式也因此发生改变，乡镇政府开
始变得像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为了
维持自身运作，乡镇政府除了向上“跑项目”、“跑
资金”外，就是以个人名义进行借贷，这一行为使
得基层政权运作的基础发生着改变，“民间的富人
和富裕阶层正越来越成为乡村两级政府组织所依
赖的对象，民间资本开始变成乡镇政府的‘股
东’”。乡镇政权“悬浮化”引发了更为深远的问题：
乡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由谁来提供？很显然，乡
村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需求不会因为乡镇
政府的“半瘫痪”状态而消失，这一需要的满足必
然会上移到“以县为主”，而“依靠治理规模在几十
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县级政府来提供不断增
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设想不但不现实，而且会使
得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76]换言
之，“以县为主”所造成的乡镇政权悬浮化就是县
乡两级关系特殊性的一种表现。

就乡村治理结构改革而言，徐勇主张以权、
责、能平衡为原则，架构“县政、乡派、村治”的农村
治理结构。[77]吴理财的建议略有不同，他主张重塑
“以县为主”的“县政自治”的农村治理体制，因地
制宜实行“镇政”或者“乡派”，以向服务政府转型
为核心。主张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基层治理单
元———村落社区，等到社区自治成熟之后，撤销乡
镇一级政府，最终建成以县政为地方自治基础的
省、县（市）两级地方政府架构。[78]2011年，吴理财又
从对县乡关系历次改革的分析中提出“乡政自治”
的乡村治理结构。作者认为，要建立这一乡村治理
结构，首先就要突破现存的县乡政府间的支配性
权力体制，并且建立“官民合作”的民主机制。[79]从
表面上看，吴理财提出的“县政自治”与“乡政自

治”存在着自治主体不同的悖论，但这种不同只是
就推行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可行性而言的，其背
后的权力逻辑仍然是一致的，即改革中国县乡关
系自上而下的支配性权力体制，建立官民合作的
政治体制。此外，吴国光提出“实县虚省”，乃至废
省，将县级自治直接连接到全国宪政，使“县政民
主”成为中国民主制度运作的核心。[80]从学术关怀
的角度看，学者们所给出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方
案背后的学术旨趣都在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民主化进程。

另一种进路是将县作为一种制度结构，从地
方自治原则出发分析县级政权自身的政治定位以
及县政内部的权力关系调整。学界的一个基本共
识是应当充分发挥现有制度文本的功能设计，对
县级人大、行政、司法系统进行综合改革。于建嵘
提出落实县政自治的两大制度性基础：一是落实
县级人大的地方立法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实现
人大代表职业化、专职化；二是司法系统实行垂直
领导，直接向其上级两院负责。[81][82][83][84][85]但也有学
者经过个案县的实证调研发现，作为县政改革主
要推动力的县乡干部群体，并不认同学界将县人
大代表职业化作为最佳突破口，而是认为规范干
部选拔制度更具激励性。[86]在县政改革的具体实践
路径上，有许多学者提出多地试点，以空间换时
间，设置政改试点[87]；增强县级财政独立性，建立公
共财政体制[88]；加强顶层设计，中央应当给予明确
的态度，积极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减少地方政改的
政治风险[89]；“改流归土”，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
的主导作用[90]；激发社会活力[91]；培育县域公民社
会。[92]

改革一方面意味着从虚到实，即将文本层面
的制度规定落到实践层面；二是从无到有，这就意
味着改革是创新，是要突破既有观念、制度的约
束，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来看，
县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确保政治统一性前
提下，提升县在整个政治体中的政治地位，增强县
级政权的自主性，优化县级政权内部结构，加强顶
层设计与地方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双向型治理改
革”，[93]培育县域公民社会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四、过程的视角：国家- 社会- 市场互动

国家- 社会- 市场的三维分析视角脱胎于国家
- 社会的二元分析法。从对县域政治的研究来看，
目前有两种路径：

一种路径是沿着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以小
见大，把县作为国家的微型版，进而揭示中国现代
国家构建的内在机制。这一研究视角常常采用“解
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法，从对具体典型的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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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探寻事物的本质。杨雪冬是在现代国家构建
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县域政治的，把县域政治视为
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微型国家”模型。这一判断
的现实前提是中国集中体制的国家制度特征。杨
雪冬从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县作为
微观分析单位，将宏观历史与微观个案相结合，动
态分析县作为地方国家的基本运行机制及其内在
结构特征，据此透视中国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和
实践逻辑，剖析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自主性、市场发育与社会生长三者的互动
关系，并提出中国国家构建的理性化与民主化的
价值取向。[94][95]从内容上看，这本书是从国家构建
理论出发论述中国县域政治的第一本专著。不过
有学者认为，书中的结论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落
入了西方情境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窠臼，造成
表述逻辑表现出理论与现实的“两张皮”。[96]从研究
方法上看，笔者认为杨雪冬将县作为微观分析单
位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县是微
观单元意义上的“地方国家”[97]；二是对县域政治的
研究方法采用个案研究，较之于中国2000多个县
具有微观性。5年之后，杨雪冬撰文将县作为中观
层次的分析单位。[98]尽管对于这一分析层次上的变
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从行文中看，
这一分析单位层次的变化是在把国家作为宏观分
析单位，乡镇（包括村）作为微观分析单位的意义
上提出的。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将县作为中层分
析单位更具规范性，标志着中国县域政治学在研
究方法上的进步。周庆智对“国家政权建设”在中
国语境下的实践内涵作了解释，认为近代以来的
国家政权建设并不是基于西方经验提炼的“国家
政权建设”规范性内涵的完整实践，它并不包含国
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制度化建设，而
只是基于国家至上主义主导的政治现代化过程，
是为增强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整合两
大功能建设。县级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贯彻着强化官僚机器、汲取财
富、控制和动员社会的能力，而县级政权组织的公
共性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根据对
中国式的“国家政权建设”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基础
和制度条件的分析，提出县级政权组织职能转变
的方向与现实条件。首先，建构国家与基层政权法
治化关系，从宪法层面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基本架
构和运行机制；其次，建构县级政权组织的公共职
能，使得政府与公民权利关系制度化；最后，推进
和推动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和成长。[99]

另一种路径以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央地
方关系的新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提供的机会结构

为制度背景，研究县级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现
实地看，分税制改革造成的新的中央地方关系，一
方面为县级政府行为提供了新的“激励结构”、动
力机制和制度约束，塑造了县域政府治理新的制
度环境；同时也赋予了县级政府在辖区范围内更
多的资源控制权，导致政府治理行为表现出更大
的垄断经营性特征。这一变化使得“地方政府法团
主义”的分析模型难以解释新出现的地方统合形
态，更难以解释城市（镇）化的驱动力所在。学者们
尝试建构分税制背景下县级政府行为内在逻辑的
分析模型。折晓叶认为，县域政府凭借“土地项目
平台”这一制度载体，实现其“行政- 政治- 公司”三
位一体的新统合治理模式。这一统合治理模式使
得本该以经济逻辑为核心的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建设具有了政治化的运行逻辑。从现实效果看，
一方面，这一模式成为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有力支
撑，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满足了县域核心
行动者的政绩需求；另一方面，这一统合模式作为
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内部循环的组织体系，存在着
内在的制度悖论。它极大地扩大了政府在推进城
市化中的主导作用，且使政府的决策很难受到有
效约束。当作为主导城市化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
财政的需要，而不是城市化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
急速推进辖区的城市化进程时，就势必造成地方
的虚假城市化的问题。[100]周鲁耀进一步指出，以项
目平台作为组织载体的公司化运作机制只是一种
“中介形态”，“统合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权力使
得原有的行政机制和政治机制在与公司机制结合
后分别得到了强化和扩张。[101]从运行后果看，赵树
凯指出无论是“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还是“政治-
行政- 公司”三位一体的统合治理，从长远来看都
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102]

五、关于县域政治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从内容上看，县域政治研究从单一的行政体
制改革拓展到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法治能力建
设；从单纯经济职能的研究拓展到公共物品供给
能力、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研究；从发展型政府研
究向政府公共性研究转型；从以县级政府为研究
主体到研究县级政权与社会互动；研究的价值取
向也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善治。从研究方法看，从单
一视角转向多学科、多维度的立体透视，形成了主
体的、结构的和过程的三大研究视角。但总的来
看，目前关于县域政治的研究仍然存在两方面的
问题：一是问题导向性和对策性研究居多，系统的
学理研究较少；二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成果未
能形成系统的交流渠道，跨学科研究成果不显著。
如周雪光等所言，社会学研究中的地方政府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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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社会”而脸谱化“国家”的研究趋向，而政
治学研究中的地方政府又常常忽视社会，专注于
政府内部的运作机制。[103]

从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进程看，30多年
来中国社会科学在研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方
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理论模型被运用到关于
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随着各类社科资
助的大规模投入，国内学者能够有条件进行长期
的田野追踪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案例，这为中国问
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概而言之，规范
术语表达，搭建学术对话平台；立足本土经验，平
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
间的关系；转变理论概念“普适性”与“中国特色”
的二元思维方式，加强比较研究成为县域政治研
究进一步深化的基本方向。

首先，规范术语表达，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从
表述形式看，目前学界尚未对县域政治研究形成
统一、规范的学术表达。尽管都是以县作为研究单
位，研究的内容也基本相同，但在行文表述上，经
历了从“县政改革”、“县域政治”、“县域治理”、“县
政治理”的话语转化和交叠使用。从这些概念背后
的逻辑看，并不都是因为理论演进的需要，而是为
追求某种学术流行话语。尽管关于“县政”的内涵
学界曾有过规范化的尝试，但这一术语却未能成
为获得普遍遵守的规范。此外，关于县域政治研究
的诸多文章，也常常以“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来
替代。这种概念表述的不统一，一方面不利于对县
域政治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但更大
的弊端在于，这种概念表达的不统一对于建立起
一个完整的县域政治理论体系会产生不必要的阻
力。诚如徐勇所言，“缺乏系统的学理研究，结果各
说各话，各执一端，最后不了了之。”[104]建构具有中
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理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
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生发点。一方面，大量的
实证研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总结和提炼出
了许多原创性的县域治理观点。要将这些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县域治理观点抽象到一个带有普遍
性的治理理论的层级上，首先就要在概念的表述
上进行必要的统一，在对相关概念的使用上自觉
地进行规范性表述，即术语的表达形式要确定，不
可随意替换。在这一点上，相关研究者应当保持必
要的学术自律和自觉。进而言之，在基本概念清晰
化的基础上，把研究方法、路径、工具与研究对象
有效统一起来，建立起具有适用条件、可供经验研
究检验的理论假设，从而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统一
性的理论命题。

其次，加强田野调查，立足中国经验。中国县

域治理展开的现实逻辑是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
当中展开的讨论，而非西方经验和知识话语背景
之下的政府治理。这个制度环境的大前提必须把
握好才能对治理的中国经验进行讨论和总结，而
不至陷入西方“问题殖民”的窠臼之中。这并不是
说我们完全不去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和
分析工具，而是说要对这些理论工具的适用性边
界作出判断，用经验实证去修正理论，而不是相
反。具而言之，县域政治研究的概念体系应当具备
描述性，即要言之有物，符合“常识”；在这一基础
上，进一步对所描述现象的内在规律、行动背后的
意义进行具有逻辑一致的解释，揭示现象背后的
隐秘机制。因此，县域政治研究要挖掘本土经验，
加强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总结理论，“使
中国的经验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根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得到世界知识体系
的验证。”[105]

最后，推动比较研究，这里的比较研究有两层
含义：一是就社会科学内部而言，尤其应当增进社
会学、政治学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思维范式、理
论观点之间的比较交流，以便更好地激发理论好
奇，提出真问题；另一方面，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意义上讲，经验研究往往需要相关研究进行
“检验”，以便更好地为理论的适用性提供经验支
撑。因此，应当尝试建立可以进行比较的基本概念
体系，从而深化县域政治在全球、全国范围的比较
性研究。
注释：

①除了政府的官方资金支持外，比较有名的私人

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

会、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凯特琳基金会等。关于国外

基金资助的观点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笔者

与张静教授在北大学工部举办的第47期教授茶座上的

简短讨论。
②自2000年以来，关于县域政治的研究论文数量

激增，加之学界在表述上并未统一，用单一字段检索往

往容易遗漏某一领域的成果。因此，要从宏观上对相关

研究做整体性描述就必须采用多重检索字段。
③由于数据库的更新速度，2016年论文数据仅包

含到2016年2月初。
④2008年以前出版的著作参阅：苑丰（2008，（1）：

51-60）；王国红、瞿磊（2010，（6）：61-65）.
⑤如以谢庆奎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制度改革研

究；以俞可平、杨雪冬等为代表的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县

域政治研究；以徐勇、贺雪峰等为代表的乡村治理结构

改革研究；以于建嵘、蔡永飞为代表的县政自治研究；以

周庆智、吴理财等为代表的县政治理研究，以折晓叶、周
雪光为代表的县域政府治理“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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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新统合模式研究。
⑥邱海雄、徐建牛总结归纳了学界关于地方政府

角色研究的四个向度：财政激励论、产权约束论、体制断

裂论、社会结构论。丘海雄、徐建牛（2004，（4）：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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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The paper found that respondents are generally less tolerance for corruption， especially for the black corrup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interest and the tolerance for black， gray and white corruption.
The anti-corruption effect influence public officials tolerance for black corruption，but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e non-official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black and gray corruption tolerance，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non-public officials.In addition，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economic status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corruption of gray，but the other two kinds of corruption are not significant. These findings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low tol-
erance for corruption，but the better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public officials will be more high degree tolerance of corruption，in a
short time.Only combating corruption persistently and severely，can change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slowly and form a zero
tolerance of political ecology. Besides，developing the economy，combating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improving the re-
sponse of the government，and governing the phenomenon that officials are neglectful of their duties，can also reduce the social
corruption tolerance.
Key words：Corruption tolerance； Anti-Corruption effect；Negativ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Interest correlation

（5）
From the Reform of“County Administration”to

“County Governance”：the County Political Research Review
Peng Yu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there are three main perspectives of county politics in China： the first is the active path
which including individual， strategic groups and holistic way. The second is political reform path to study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county and solving ways. The last is nation-society theory. In order to build a scientific governance theory with Chinese fea-
ture， we need to emphasize the fundamental theory research and use terminology exactly； we also must focus on fieldwork based
on different counties in China；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county in global and nation-
al level.
Key words：County politics； Political reform； County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active path； “Nation-society mutual ” path

（6）
Embedded Self-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Self-organizing Practice of A Community in City B

GaoYunHongZhengZhongYu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01；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

Abstract：The essence of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lies in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When thinking about community self-
organization， wetends to make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f-organization and Hetero-organization， includ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based on dualism perspective. The practice of Hcommunity networks shows thatSelf-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are embed-
ded in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which was being not only as obsessive rules， but also as the resources mobilized
by community actors. What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s that the members in H community have different standpoints about self-
organization.On the one hand, the community needs to suffer from the tension during the 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actors have enough space for dealing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cooperate or compromise with
each other. In a sense， community actors can transform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self-organization.
Key words：Community networks； Self-organization； Dualism； Embeddedness； Duality of structure

（7）
Preliminary Modification on Multiple Streams Model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embedded

———Based on Design and Test the Case of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 Reform”
Yang ZhijunOuyangWenzhong Xiao Guixiu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

Abstract：In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MSM） has a long and wonderful value，
however， due to the ambiguity of explaining policy-making process， separation from independence of MSM and Chinese experi-
ence， to some extent that it is indeed necessary to amend MSM. This paper chooses policy idea/policy image/key individual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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