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

乡村治理困境与路径研究
———转译与公共性的生成

谢 元 张鸿雁

摘 要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近年来，乡村治理主要存

在投入不足，治理方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集体意识弱化，村民正向参与不足;群众意识淡薄，村干部行政

化、官僚化现象突出;缺乏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体制内精

英队伍建设滞后，村级治理人力资源水平低下等问题。本文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乡村治理路径需要建

立在乡村治理中的人类、非人类多元行动者结成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在治理体系、运行体系以及保障体系方

面系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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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

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从近年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来看，社会治理已经上升到

国家的战略高度。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实

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国内诸多学者对乡村治

理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

村民自治，主要对乡村的运行机制、村“两委”关系、乡

(镇)村关系等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有徐

勇、贺雪峰、邓大才等;二是村庄权力结构，主要有以“体

制内精英 － 体制外精英 － 一般村民”为层次的村庄内部

结构研究和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框架的外部结构

研究，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有仝志辉、于建嵘、吴毅①;三是

治理模式，目前从“县政绅治”到“政社合一”到“乡政村

治”再到“多元共治”的模式基本得到认同，代表性的研究

学者主要有王春光、于水、韩小凤等。现有的研究主要有

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分析方式相对固化，仍习惯于

用“强国家—弱社会”“全能主义国家模式”等结构性因

素，侧重于一对或几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研究，

没有统筹考虑乡村治理中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和影

响;二是对社会问题分析不够深入，较多的是对宏观社会

研究及政治批判，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微观研究不足，对

事件的过程关注和分析不够，导致研究所提出的改革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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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三是对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的

研究不足，主要集中于社会结构、体制机制、影响因素等

方面，缺乏从社会学角度对治理主体的研究。鉴于此，本

文将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乡村治理进行研究。

一、行动者网络: 乡村治理研究的理论框架

行动 者 网 络 理 论 ( Actor － Network － Theory，简 称

ANT)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卡龙、拉图尔和约翰·劳

等人提出，其中拉图尔的著作最多、影响最大②。ANT 最

早是作为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如何相互构建的方法论而

被提出来的③，科学技术是社会性的构建产物，在建构的

过程中，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会被调动起来，包括非人的因

素，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认为，ANT 发展了一种建

构主义路径，它认为对一个社会系统或网络而言，人和非

人的行动能力或参与能力在本质上没有区别。④它的这

种思维对科学社会学研究起到积极的影响，也逐渐被应

用到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ANT 的主要核心内容有三

个方面:

第一，行动者。通常意义上的“行动者”指的是人类，

但 ANT 基于广义对称性的原则，将“行动者”理解为科学

实践中的一切因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的存在和力

量，没有主动被动、主体客体之分。“行动者”可以分为核

心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核心行动者在网络构建中起主

导作用。⑤

第二，网络。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以同等的

身份彼此连接成链条和网眼，结成网络，扩展到所有的角

落。这种网络既不同于 internet 这样的技术网络，也不是

非正式联结的结构化网络，即不是 network，而是 worknet，
是一种对连接方法的描述。⑥

第三，转译。转译就是核心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

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是构建

行动者网络的关键，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也称为转译社

会学。转译通常有四个阶段:问题化，即让所有行动者接

受实现各自利益的途径，并提出实现各方利益必须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也就是强制通行点;利益相关化，即核心

行动者根据其他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相应的利益;招募，

即核心行动者尽可能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相关网络中

来;动员，即所有的行动者在即将构建的网络中能发挥自

身的作用。⑦

本文之所以选择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主

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可以对研究对象予以网络结构的

范式分析。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结构与互动，可以全面

展现乡村治理中基层党委政府、村委会、一般村民、相关

政策法规等多元主体并存的现实，避免以往研究仅仅关

注一对或几对社会关系的不足。二是可以更好地嵌入当

前中国社会的具体场域。通过对各异质性行动者的兴趣

进行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等转译，能够更加生动地呈

现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社会生活现实。三是可以更好地

关注核心行动者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行为，从而真实的

揭示核心行动者开展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以及针对治理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

二、近年来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

乡村治理伴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它既需要国

家的建构和政府的主导，也需要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在

变迁中，形成了一些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姜玉欣

(2016)认为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农村发展的定

位模糊、乡镇治理能力的弱化、精英治理模式的缺陷和资

本外流现象加剧”等方面⑧;郑风田(2015) 认为“新型农

村社区、‘空心村 ＇‘超级村 ＇‘城中村 ＇是乡村治理的新挑

战”⑨;齐卫平(2016) 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否在现代乡村

治理中发挥作用是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关键”⑩;周庆智

(2015)认为“基层政府的一元化治理结构、社会自治不发

展是乡村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瑏瑡;肖唐镖(2014) 认为

“集权性的政治管理体制、城乡二元格局、宏观财税体制

的缺陷、农村居民政治生活中权力缺位是乡村治理的主

要困境”瑏瑢。然而乡村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

层，如何解决好基层面临的乡村治理问题是实现乡村治

理能力提升的关键。鉴于笔者长期在基层工作，通过田

野调查，笔者认为当前乡村治理主要存在如下困境:

(一)乡村治理投入不足，治理方式难以适应时代发

展要求

此类问题主要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村民的诉求

不断提高，而对乡村发展的投入相对不足，以致于低成本

的治理方式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改革开发到取

消农业税之前，农村的经济活力比较低，发展的机会也比

较少，国家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对农村的投入较少，包括

基础设施、资金、干部待遇等。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反

哺农村，向农村输入资源，农村的发展水平渐渐提高，发

展机会渐渐多了起来，但城乡差距仍然较大。为了缩小

差距，近年来国家统筹的力度不断加大，在人财物等方面

投入逐年提升，但村级事务性工作也随之增多，客观上对

村级治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村级治理水平长

期维系在低水平的维度，一方面，村干部自身的工作理念

没有转变过来;另一方面，承接上级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

而没有精力去做好乡村治理方面的工作，也就很难适应

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及群众的期望，导致出现了诸多问题，

其中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就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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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意识弱化，村民正向参与不足

此类问题主要指由于传统的权威和规范缺失，导致

乡村的公共性缺失。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

制度变革，对乡村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通过粮食直

补、新农合、二孩政策等措施，与村民建立直接的、面对面

的关系，村干部相比取消农业税前，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

削减了许多，不像以前直接“掌握”着村民的命脉，渐渐在

村民心中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民不再被土地所束缚，他们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一直以

来被家族、村集体等笼罩的集体性组织渐渐解体，在市场

交换的原则不断渗透到村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无法正

确界定自己与他人、个体与集体、个体与国家的权利界

限瑏瑣，一切均以自我为中心，有权利意识而无义务责任，

把社会关系量化成金钱的形式瑏瑤，长期以往，很多的道德

规范、村规民约等乡村内生规范的约束力就会越来越弱，

大家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不再敬畏，对公共事务越来

越冷漠。
(三)群众意识淡薄，村干部行政化、官僚化现象突出

此类问题主要指村党支部、村委会在日常工作中脱

离村民，缺少民本意识。尊重村民的意见，充分发挥好村

民的主体性是实现乡村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取消农

业税以后，村干部不再向村民收取各种税费，与村民的联

系少了很多，以往为了完成收费任务，村民提出的一些需

要，还能尽量满足，现在没有任务了，而且自身的待遇都

是由上级政府说了算，很多村干部的“眼睛”是向上的，他

们认为只要把上级交代的任务完成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

遇，而和村民打交道，对自己没多少好处。因此，在落实

上级工作任务的时候，缺少与村民的沟通，要么不了解群

众的需求，要么不能把群众的想法真正落实到位，只为完

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尽管做了些事，但是村民不叫好的现

象时有发生。
(四)缺乏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此类问题主要指乡村治理过程中过度强调自治，缺

失监督，管理混乱，纪律不严，还存在不同程度损害群众

利益的现象。虽然村干部不算体制内干部，不算什么官，

但手中的权力不小，由于监督不力，往往会产生腐败现

象，包括集体腐败，有时还会出现“小官大贪”的情况。主

要体现在侵占公共资源、出卖集体利益、与民争利、财经、
建设等各项纪律混乱、权力寻租等方面，村干部的这些腐

败相比一些贪官而言，只能算“微腐败”，但对村民的伤害

却是非常大的，它破坏了干群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党在

群众心中的形象，让党和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对乡村治

理成效是致命的打击。
(五)体制内精英队伍建设滞后，村级治理人力资源

水平低下

此类问题主要指村干部队伍战斗力不强，软弱涣散

现象严重，满足不了基层党委、政府和群众的需求。由于

村干部身份比较尴尬，一直以来都是“似官非官”，基本上

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而且待遇又不高，导致他们提升自

我的动力不强。另外，村级后备干部储备不足，稳定性较

差。

三、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整合时空要素，对网络的社会

性再造进行重组，达到既定目标。笔者认为，在乡村治理

过程的多元行动者中，人类行动者有村支书、上级政府、
村委会、一般村民、体制外精英、村庄外部力量等，非人类

行动者有政策法规、技术、信息等。对于非人类行动者而

言，人能够代表它们发言，但反过来它们却无法代表人发

言，从而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强对称性无法实现，应将

它们保持一种弱对称性的态度，即不主张将两者的能动

性完全等同。瑏瑥因此，下文将不单独考虑村支书对这些非

人因素的转译，但会在人类行动者转译的过程中将这些

非人因素作为分析的重要支撑。我国的体制决定党组织

要发挥领导作用，在乡村治理的多元行动者中，村支书作

为党在基层组织的“代理人”，是理所应当的核心行动者，

为了实现善治，他须将党的意志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进行较好融合并实现自身的发展，对其他行动者进行

转译，形成共同的行动者，结成稳固的乡村治理行动者网

络。
(一)面对上级政府的转译

相对乡村而言，上级政府是指县级政府和镇级政府。
根据我国的制度，村党总支或支部受乡镇党委领导，这表

明村党组织与镇党委之间是一种上下级的权力支配与服

从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与乡级政府应

是一种指导和协助的关系，而非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但实

际上，乡镇政权并未退出村级组织，村级组织仍需从事大

量的上级要求的任务，乡级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仍是权

力支配关系。瑏瑦因此，村级组织的科层化趋势十分明显，

但由于经典科层制管理仅适用于公务员，村干部通常并

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用“类科层”来称呼村级组织这种

科层化倾向较为合适。这种“类科层”管理不仅存在于镇

村之间，也存在于县村之间，主要在组织管理、资金管理

和任务分解等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上级政府希望布置

的各项工作任务得到有效落实，并且保持社会稳定。在

“类科层”的体制下，村支书一方面受到来自上级任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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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解、责任层层传导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自身发展的

压力。在完成上级布置任务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是

面对上级政府转译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村支书会通

过各种努力，必要时采取一定的策略行为完成上级任务，

实现自身发展，达到“公”“共”“私”的平衡。
(二)面对村委会的转译

村委会最关心的是最大程度地实现村民自治，带领

村民更好地进行生产生活，享受现代发展成果。当前，村

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有四种不协调的关系:即村党支部

强，村委会弱;村党支部弱，村委会强;村党支部强，村委

会强，但不协调;村党支部弱，村委会弱。其中“村党支部

弱，村委会强”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村委会以自身是村民

的当家人自居，以村民自治为由来抵制党的领导。村委

会一直以来比较注重村民自治，这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

切相关，但村民自治并不意味着与党的领导相矛盾。村

支书作为党在基层党组织的“代理人”，如何在党的领导

下让村委会发挥村民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原动力，

达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是面对村委会转译的关键。
在转译的过程中，首先要团结好村委会，通过重塑权威严

管村委会班子成员，再造村务流程规范村级组织行为以

及制定考核激励办法激发能动性等，与村委会形成合力;

其次在团结的基础上，通过让村民全过程参与公共事务

的实施，用相关制度约束村民自治以及发挥好村民身边

的基层协商民主作用等，让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相统一，

从而完成对村委会的转译。
(三)面对一般村民的转译

当代的乡村治理中，村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是乡村

治理的价值归宿，或者说既是乡村治理的起点也是终点。
从 1981 年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十九

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这种变化可以看出，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亦日益增长。与此同时，村民的“原子化”、
农村公共性的消解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才能既让党的

方针政策惠及村民，尽量满足新时期村民的需求，又让村

民嵌入乡村社会，是面对一般村民转译的关键。在转译

的过程中，要分好层次。首先，关于普通的村民，要切实

了解他们的基本需求，把党委政府的政策用好用到位，通

过创新机制弥补现有政策的不足;其次，关于困难群体，

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实施精准扶贫，关键是把这类群体识

别好，用好村内村外两个资源，让这类群体感受到党的温

暖;最后，关于公共意识薄弱、侵占公共利益的村民，关键

是要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形成关联，通过公共活动、公
共服务、制度机制等重新构建村庄内生秩序，重塑公共精

神，唤起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完成对他们的转译。
(四)面对体制外精英的转译

体制外精英是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体

制外精英既包括对乡村治理有正向影响的精英，他们通

过对乡村发展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促进乡村良性发

展;也包括负向影响的精英，他们主要凭借自身在资金、
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配和破坏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给

乡村治理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农村发展机会的不足以

及法治力量不足，使得正向精英渐渐逃离，“边缘精英”越

来越多，如何让他们有效参与乡村社会建设，避免发生

“精英俘获”的现象，是面对体制外精英转译的关键。在

转译的过程中，需要分类施策，面对正向影响的精英，应

给予尊重，经常沟通、积极回应、加强引导，发挥其正向作

用，面对负向影响的精英，需强化正式权力，限制其负向

作用，坚决抵制侵害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使其往体制内

外精英强强联合的方向发展。
(五)面对村庄外部力量的转译

乡村治理是一个开放的场域，村庄的外部力量在该

场域内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村庄的外部力量在乡村治

理过程中比较关注的是在认同村庄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自

身的目标。由于这些村庄的外部力量大部分时间都不在

村庄工作和生活，他们一时难以较全面地获取村庄的信

息，以致于对村庄缺乏充分的了解和认知。村支书作为

党在基层组织的“代理人”，在面对这类群体时，主要任务

就是从农村外部寻求发展的动力，如何让村庄获取他们

的认同是转译的关键。在转译的过程中，通过完善有关

制度满足他们的需求，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彰显特色，引

导群众理解、支持村庄外部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等，为村庄

外部力量与乡村发展有机结合营造良好氛围，促使村庄

外部力量更多地为乡村治理献计出力，从而完成对村庄

外部力量的转译。

四、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治理路径探析

乡村治理路径需要在“乡村”的场域和“多元共治”的

发展阶段内进行研究，因此，场域内各行动者只有在有序

的状态下，结成相关利益联盟，才能在特定阶段内形成有

效的治理路径，否则，在失序的状态下，治理路径是失效

的。在此基础上探索的乡村治理路径更具有系统性、层

次性和可操作性，其路径生成逻辑见图 1。具体的路径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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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治理路径生成图

首先，在治理体系方面，要体现“四类作用”，即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镇政府的主导作用、自治组织的

基础作用和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重点是四个方面:一

是要发挥好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这种核心作用应该体

现在领导方面、利益整合方面以及服务方面。二是要减

轻村级负担，明确镇政府与村的权责清单，该减免的事项

减免到位，避免村委会“附属行政化”的倾向，把更多的精

力放在服务老百姓上。三是引导村民有效参与治理，有

序参与乡村公共生活，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使上级政府的

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弥补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供给不足，

更好地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四

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通过适当降低门槛、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重点发展公益类、服务类、救助类、维权类

等功能性社会组织。
其次，在运行体系方面，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受。重点是三个方面:一

是精准把握群众的需求。要注重拓展群众对公共服务需

求的表达渠道，调动他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收

集合理有效的需求。二是注重整合资源。具体需要整合

三类资源:政府的资源，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乡村治理中

的主导作用，体现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主导地位;社

会组织的资源，用好社会组织资源能够弥补政府纵向治

理能力不足、社会横向治理能力缺失的问题，改进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不精准、不专业、高成本的现状;市场的资源，

利用好市场资源能够发挥市场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

优势，实现公共服务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三是解

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协调群众利益关系的能力水平，

一方面，要强化基层组织的组织力，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

理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要强化基层组织的担当意

识，用好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得

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再次，在保障体系方面，坚持城乡一体化和制度规范

化，让乡村治理稳步而有活力地运行。重点是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稳步提高农村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根据农村的具体需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城

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流

动，为农村发展带来现代生产要素、新商业模式和通达的

营销网络，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社会事业、产业等方面

实现一体化，建立城乡统筹的资源整合机制。二是发挥

好内生性制度的作用。重塑内生性制度，从公共规则、公
共交往、公共空间、公共服务等方面着手，增强村民对村

庄的认同意识，培育公共责任意识，让国家的意志和民众

的思维有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三是加大法制教育宣传

力度。一方面，发挥好群众身边鲜活案例的教育宣传作

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微信等媒体，经常对他们进行宣

传教育;另一方面，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对农村司法

所、法律服务站以及人民调解组织加大建设力度，推进法

律援助、法律顾问进村，不断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机制，降

低群众用法成本，充分发挥法律的服务功能和保障功能。

五、结语

构建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是加强和完善乡村治理的

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方

面提出了相关要求，意在将乡村打造成和谐有序、绿色文

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然而，在乡村公共性

日益缺失的情况下，公共服务水平、村干部综合素质已经

跟不上群众的需求。针对乡村治理目前存在的困境，急

需从涉及乡村治理的各行动者方面寻求突破，行动者网

络理论能够对有效整合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行

为提供理论分析框架，通过“转译”的方式，促使不同类型

的行动者形成乡村治理的共同行动者，最终构建稳固的

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笔者在乡村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基

础上，从乡村治理的治理体系、运行体系和保障体系提出

了乡村治理路径方面的相关建议。值得注意的是，社会

治理格局从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共建共享”到十九大报告

中的“共建共治共享”，虽然多了“共治”二字，但体现了多

元主体治理的重要性，这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的重

点问题。然而，如何使多元主体形成共同的行动者更好

地发挥各自作用，目前来看，党建引领最具基础性，也最

有可行性。因此，作为核心行动者的村级党组织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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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成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怎样高效地把党

的意志转译到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来是关键所在，这

种“转译”能力就是村级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唯有“转

译”成功，才能形成有序的乡村秩序，使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才能为夯实党的执

政根基、巩固基层政权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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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ural Governance Ｒesearch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Gener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Publicity

Xie Yuan ＆ Zhang Hongyan

Abstract:Ｒ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governance，which is evolving along
with social changes． In recent years，the main problems of rural governance are inadequate invest-
ment and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the lack of publicity and villagers ＇ s par-
ticipation，the weak awareness of the masses ，the administrative and bureaucratic of village cadres
are prominent，lack of supervision for village cadres＇ powers ，the unhealthy tendencies around the
masses and the problems of corruption exist to varying degrees，the lag of the elite contingent and the
level of villag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low etc． ．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ctor-network，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needs to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network of
actors formed by human actors and non-human actors，and to be considered systematically in govern-
ance system，operation system and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actor-network theory; dilemma;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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