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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转型中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重构

胡 雪 项继权

摘要:乡村基层政权不仅包含行政学意义上的“乡( 镇)”这一层级，还包含更为基层的村级组织。乡村基

层政权是联系国家与农民的纽带和桥梁，其公共性关系到乡村公共秩序的公平正义，及所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

产品的质量与覆盖面。从基层政权的视角审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失范问题本质上是基层政权公共性的不

足。乡村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下“唯上”的权力逻辑取向，自主性政治空间和自利性导向趋势，及缺乏相应

的行政和社会监督是其主要原因。当前，乡村治理秩序再生产的核心是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重构，具体可以

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权利的平衡性以及利益的相关性、公民成员的公共性精神和理性气质这三个方面作一些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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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讲到:“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坚决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因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①加强

广大乡村基层政权的基础工作，健全和完善自治、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乡村基层政权是联系国家与农民的纽带和桥梁，它

直接面对和接触广大农民群众，在落实党和政府的

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

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严格来讲，乡村基层

政权并 不 仅 仅 只 包 含 国 家 行 政 学 意 义 上 的“乡

( 镇) ”这一层级，实际上还应该包含更为基层的村

级组织。虽然从政府层级来看，行政村并不在国家

行政机构的正式序列范围之内，但实际设置上，行

政村的组织结构仍带有很浓厚的“条条”色彩，即与

上级政府机构对口的原则。其机构设置主要包括

村党支部、民兵连、妇联和共青团等组织，这样的机

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也依据了国家法律，是国家政

治权力发挥作用的微观组织基础。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级组织有责

任和义务协助乡镇组织进行村庄治理。从资源的

分配与管辖来看，行政村掌握着农村集体土地的管

理与分配权，对行政村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基层的村级组织

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自治机构”，还应该是一级

具有准政府职能的行政组织机构。它兼具一定的

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构成了

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序列，带有一定的政权色彩。
乡村基层政权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直接

面对基层社会和广大农民，其治理能力的提高对基

层政权的公共性建构意义深远。乡村治理转型的

主要内容是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重构。有学者

认为，政权的公共性是指:“政府作为公民权力的授

予者，接受公民的委托执行权力，应当以社会的共

同利益和公民意志为依据，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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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此来制定和执行相关的公共政策。”①建构基

层政权公共性的本质含义是: 基层政权除了提供公

共服务、实现农民的公共福祉，其自身没有任何自

利性目的和理由。它是基层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所

在，也是基层政权实现现代转型的完整含义。② 因

此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建构也应该体现农村基

层政权为广大农民提供正义的公共秩序、良好的公

共服务，并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努力实现农民群

众的公共利益等特点。20 世纪 90 年 代 以 来，乡

( 镇) ———村两级税费征收导致的农村基层政权治

理性危机，及随后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

政缺乏，基层治理面临财政支持不足与职能转型滞

后的双重压力。在这种结构性张力下，乡村基层政

权的公共性和合法性权威面临不断流失的严峻挑

战。而这一现象也得到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经验

性研究的证实。
O'Brien 在研究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发现，广大

华北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认可中央政府的政策，但对

乡村基层政权的政策执行活动却是排斥的，认为他

们是资源的 掠 夺 者，形 成 了 一 种 信 任 的“差 序 格

局”。③ 荣敬本等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压力型体

制”④，这是乡村基层政权绕不开的一个制度环境。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基层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应付上

级考核，其日常行政功能被遮蔽。⑤ 杨善华、苏红认

为，基层政权已经深陷地方性经济发展的具体活动

中难以自拔，有些基层政府甚至发展到主宰地方经

济走向和命运的程度，它们已然成为谋利型政权经

营者，在背离国家角色期待的路上越走越远。⑥ 这

种现象被赵树凯称为乡镇基层政府制度的异化。⑦

上述学者的研究比较关注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缺

失这一问题本身，论述和解释了税费改革之后，中

国乡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性与合法性发展状况的宏

观走势，对如何建构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问题也

从宏观的国家层面着手，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

究的空间。因此，本文试图从基层政权的视角，审

视乡村治理失范问题的本质，对解决乡村基层政权

公共性不足这一现实困境作一些探讨。

一、基层政权公共性:理解乡村治理的重要视角

“公共性”这个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学、哲

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在《公共行政学研

究》一书中，沃尔多归纳了“公共性”的三个层次的

含义: 其一，在规范研究、哲学和法学层次上，从国

家或政府的视角出发，“公共性”涉及了国家主权、
合法性和福利等此类研究主题; 其二，在经验层次

上，可以从公共职能和公共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界定

“公共性”; 其三，还可以从政府行政活动或职能活

动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性”。它与“私人性”的概念

相对，体现了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强调了广泛积极

的大众参与，是国家、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的职能

或活动空间范围，属于公众的事务活动领域。⑧ 周

庆智认为:“所谓公共性，公民的意志作为政府制定

公共政策或执行公共政策的首要原则，公民的共同

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可以说，现代政府的

公共性是其合法性的基础条件”。⑨

在现代社会，公共性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瑏瑠

在整个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政府的“公共性”意义

深远，它是衡量政府公共活动的性质和基本价值取

向的重要指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在接受公

民授权后，其权力行使怎样体现了公民的共同意志和

公共福祉的最大化。瑏瑡 “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

因为肩负着实现全体公民的公共福祉最大化这一

伟大使命，所以其‘公共性’更加明显。”瑏瑢建构基层政

权公共性的本质含义是: 基层政权除了提供公共服

务、实现公民的公共福祉，其自身没有任何自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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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和理由。它是基层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也是基层政权实现现代转型的完整含义。① 因此乡

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建构也应该体现乡村基层政

权为广大农民提供正义的公共秩序、良好的公共服

务，并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努力实现农民群众的

公共利益等特点。
( 一) 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基本理念

在基本理念层面上，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是

指其组织的基本活动应着眼于乡村社会的长期发

展和民众的共同利益实现来开展，以维护公平正义

的公共秩序为根本目的。乡村基层政权的“公共

性”应表现为对政权组织及公职人员政治行为的相

应引导和规约，转变其基本政治观念和思想意识，

并且要求基层政权的公共政策与执行应以公民的

公共利益为基础。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成员能够

共享的、非排他的共同利益，它并不否定或拒斥私

人利益，但二者也不是完全重合的，也会因矛盾和

冲突而无法兼顾。
因此，衡量乡村基层政权活动是否满足“公共

性”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否考

虑和维护了本管辖区域内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政策

制订过程中，公共舆论是否充分体现和表达了辖区

内公民的选择偏好和意志; 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否

超越了基层政权的自利倾向或“压力型”倾向，并切

实考虑了政策执行后更为普遍的社会成员或社会

群体以及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等。当然，对于公共

利益的实现和增进，除了要强调基本的“维护”以

外，对“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也应该着重关注，

这样才算是对实现公共利益的完整理解。乡村基

层政权在进行资源分配和处理，如分配救灾款项、
安置受灾群众时，应根据局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

断调整政策，在追求效率时更应该体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对于乡村治理而言，应是

其最为根本的价值追求。离开了秩序的共同体，其

他人生安全、财产自由等价值都失去了安身立命之

本，任何社会的共同体都需要建立一种秩序来规范

和维护内部的社会合作、社会关系并调节矛盾和冲

突。正因为有了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

能。但秩序是个中性的概念，既有专制的暴力秩序

也有民主的公平秩序。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

会反复地检验和不断地选择其合作或冲突的某些

秩序，只有那些符合大多数成员意志的公平正义的

民主秩序才会最终形成稳定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准

则。而具备民主的公平正义的秩序产生后，大多数

社会成员会自愿地同意和维护它，使得这一公共秩

序得以稳定和延续，与此同时该秩序也赋予社会成

员自由发展和提升的空间，二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的

良性发展趋势。由此可见，乡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和

发展都离不开公平正义的合法秩序，只有借助于公

共秩序的合法性才能获得自身的权威，同时也有助

于政策的实施和落地。
( 二) 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公共伦理

在公共伦理方面，乡村基层政权指向的是公共

事务，其“公共性”强调基层公务人员要对辖区内的

农民负责。1968 年弗雷德里克·莫舍 ( Frederick
Mosher) 提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的所有词汇

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②并将责任这一概念

分为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这两个方面。客观责任

源于法律、组织结构和社会对行政工作人员的角色

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行政主体对正义、良知

和认同的信仰。③ 乡村基层政权中行政人员的责任

是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结合，它既包括每一个基

层工作人员的职业理念和操守，也指向其工作态

度、价值观与信仰应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
在客观责任层面，负责任的乡村基层公务人员

必须能够向农民解释和说明他们采取或不采取某

种政治行为的理由，并对这种特定行为的特定后果

负责。客观责任在具体形式上应包括工作职责和

应尽的义务这两个方面，对某人( 集体) 负责是工作

职责的体现，对某事( 某一任务、人员管理和目标实

现) 负责则体现了义务，这二者是客观行政责任的

两个方面。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乡村基层公务人

员的工作责任应表现为维护法律、拥护宪法、遵守

公共行政管理角色的受托人性质，对基层政权的法

律管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履行以公共利益服务为

首要义务，而对法律负责则是不断提醒基层政权组

织及其行政人员: 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代表公

众的利益; 对政权组织的上级负责，因为“科层制是

规范的责任结构和工具”④，乡村基层的公务人员在

科层制中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上级的指令，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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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系统地向上级传递信息，从而有助于更加准确

地描述问题，有助于上级行政组织制定更清楚、科

学和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公民负责，服务

于公共利益的义务，所有的乡村基层行政人都要以

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为最终标准来衡量其行为是否

尽到了责任。
在主观责任层面，乡村基层公务人员的责任感

应源于其内心的态度、情感和信仰。推动他们善治

行为的因素不仅仅是出于上级的监督和法律的要

求，更重要的是态度、价值观和被理解成禀赋的个

性特征等类似的一些内部力量。① 这种责任感要求

基层公职人员以此为信念竭诚为辖区乡民提供公

共产品和服务，明确基层组织和公职人员的政治行

为必须在行政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

在政策决策与执行的政府过程中，减少和规避特殊

集团和个人的自利行为，最大程度地追求公共利益

的实现。也许激发这些内部的精神力量的责任源

头一开始来自外部的岗位标准和角色期待，但长时

间不间断的训练、强化和社会化的影响，也容易将

客观的标准内化为乡村基层行政人员内心的行为

准则和良心操守。
( 三) 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的政治过程

在政治过程层面，乡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意

味着在关涉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集体行动

中，存在着平等、有效的政策参与渠道和公开的决

策机制与程序。平等、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与平

台，是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

证，也是其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宪法

规定，公民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平等、有效的

参与乡村基层政权的运行过程不仅能增强辖区内

村民的政治活动能力与效能感，也能深化对基层政

权的监督和纠错。广泛、真实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治

理智慧的源泉，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力保

障。公共政策执行最强有力的支持是受影响公民

的同意和自愿服从，因为遵守政策规定就是服从他

们自己。② 基层政权政治参与的平等性本质上应该是

保证基层组织成员尽可能多地参与表达和决策等，但

这只是体现了公共性在“量”上面的要求，不足以达到

其在“质”———参与有效性上的标准。虽然政治参与的

人数不足以达到法定数量会引起政权合法性或决策合

理性的质疑，但参与若缺乏对议程的实质性控制也会

使民主仅仅流于形式而黯然失色。政治参与是否有

效，取决于参与者本身的素质、对备选政策和他们可能

出现结果的充分的知情等因素。
在乡村基层政权的场域中，“公共性”的获得和

保证可以具体化为基层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

否公开、透明，以便使受政策影响的村民能够充分

及时地了解到相关的政策信息，并能与制定政策的

基层政府进行理性的公共协商。乡村基层政府有

责任和义务向农民告知或解释具体的政府行政活

动近况，在听取了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后，采纳合乎

理性和审慎的政策建议，主动接受来自乡村社会的

监督与检查。乡村基层政权获得或使用权力方式

的公开性，不仅对行政权力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

还保证了基层政权运行机制的民主、规范和程序

化。农民的利益与偏好能否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

表达和整合，农民依靠怎样的系统性规则来决定公

共政策的选择，决定基层政府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的提供，这都关涉到乡村基层政权运行方式的程序

性。乡村基层政权的运行方式是符合程序性要求

的，不仅为民主政治的有序性与合理化提供了有效

的控制机制，还扩大了农民参与政治过程，行使权

利的法律和政治途径，在保障农民权益的程序性同

时，也提高了基层政权的效率，促进了行政主体的

依法行政。③

二、乡村治理失范:基层政权公共性的消解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体制中，乡村基层政权

不仅需要完成上级分配的纵向行政任务，承担较重

的政治责任，还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治理资源和治理

权限，而最终导致不能或不愿意为乡村社会提供公

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其公共性不足的政治生态现

状主要有如下表现:

( 一) 乡村基层政权行政的“唯上”逻辑

中国压力型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

村基层政权行政行为“唯上”的权力逻辑取向。“压

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行政管

理体制的特征概括，主要表现为在地方政府的科层

体制里，上级政府经常会利用行政垂直权力，按照

自身的意志来确定下级政府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并

以责任制为网络通过一定的绩效评价以及政治、经
济奖惩措施为动力杠杆将压力层层向下渗透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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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以确保目标实现的行政决策的执行模式。① 具体

到乡村基层政权而言，县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

达的各项指标，运用任务分解的方法和量化绩效考

核的指标体系，把这些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并

落实到具体的乡镇政府或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并且

依据最后完成的结果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奖惩考

核。②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这种压

力型体制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配权力以刺

激不断完善责任制的积极性，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巨大成果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

关键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压力型体制逐渐演化成

型，虽然有助于强化国家对于乡村基层政权的控

制，但对乡村政权公共性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

影响。一方面乡村基层政权作为政权体系的末梢，

它对属于上级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务和分配的任务

指标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并且经常处于缺乏相应

治理资源的处境。乡村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越来越

多地采取项目制形式来实现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供给。此时，一般农业型地区的乡村政

府自身的财政汲取能力也大大弱化，可以说项目资

金俨然已成为乡村政府开发建设的主要财政来源。
由于项目制沿用垂直输入的体制路径，由此强化了

“以县为主”的财政支出的权力。在基层治理的实

践中，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给方式决定了，各级

基层政权获得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权力和空间与其

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项目制审批权限的上移

改变了乡村基层政权在公共事务上的责任结构，扩

大了县级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也增加了立项或申

报过程中设租寻租的可能性。③ 在县级政府的项目

“指挥棒”下，乡村基层政权只能为了争取项目资金

或项目补助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

与上级部门的相关项目配套，不得不增设许多“现

代化”的部门④，造成机构重叠，使有限的裁员更加

困难⑤。与此相对的却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服

务或公共产品，可能会因乡村基层政府资源有限而

不能有效实现，基层公务人员也没有精力或动力积

极处理基层矛盾，从而致使冲突难以解决，为今后的

矛盾升级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下，乡村

基层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上级指标，为了应付上级

的考核，其日常的行政功能经常被上级的政治功能所

遮蔽，容易转为“体制钻营”，常用的对付上级检查的手

段就是财政“空转”、数据造假等⑥。
( 二) 乡村基层政权的自主性与自利性

乡村基层政权面对上级政府和政策的权威，除

了被动执行和贯彻外，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政治空

间和自利性导向趋势。在行政体系内，基层政府在

承担来自上级政府层层压力的同时，也会根据组织

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有利的条件，因而

又具有自利性的特点。⑦ 与社会变迁主要源于国家

行政力量的侵蚀这样的主流 观 点⑧不 同 的 是，张

静⑨和赵树凯都认为乡村基层政权有很强的自主

性，不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来对付和规避上级

的考核和管理，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性地执

行政策，而且，还能够根据自身独特的政治合法身

份的垄断优势，不断地卷入与社会的利益博弈中

来，甚 至 直 接 与 民 争 利，带 有 明 显 的“自 利 性 色

彩”。瑏瑠 现代政府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不仅是公共利

益的代表，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典型特征，而且也

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因而必然地具有自利性的利益

导向。瑏瑡 欧博文( Kevin 0 ＇ Brien) 和李连江( Li Lian
jiang) 的地方政府相关研究也表明了，中国地方政府行

政体系中已然形成了一种“选择性政策执行”现象。所

谓的“选择性政策执行”，是指基层政权的公务人员在

执行上级指令时，倾向于执行如经济、税收等“硬指

标”，而忽视如环保、公共服务等“软指标”。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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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乡村基层政权监督的缺失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在基层进行治理的代

表，其权力运用和政治行为没有受到国家体制和基

层社会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从政府内部的分析进

路来看，乡村基层政权通过国家授权成为国家政策

的执行者，由于治理逻辑的技术性“水土不服”和压

力型体制的权力滥用使其政治行为难以受到国家

的监控。国家治理逻辑的技术性特征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国家对乡村基层代理人的监控。对代理

人的监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基础性

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税费改革之后，中国

国家治理逻辑的技术性特征虽然规范了乡村基层

政权的权力运行，却弱化了国家对基层代理人的监

控。基层治理逻辑的技术性特征主要有: 第一，重

视治理方式的制度建设，强调治理方式的制度化和

法律化，以科层级别的理性行政取代了旧有的动员

型治理逻辑; 第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最大地降低

了基层政权代理人的话语权与参与空间，以此来减

少国家对基层政权代理人的监督和控制成本; 第

三，在乡村的资源输入方面，项目制为其主要的配

置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标准化、专项化、规范化和技

术程式化。② 国家虽然降低了代理人的监控成本，

但低成本并没有意味着高收益。③ 技术性治理逻辑

对规范基层政府的权力运行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治理实践中，这些规范化的治

理方式难以与非规则化的乡土社会相适应，反而因

为“水土不服”催生出更多的规避责任的行为和策

略④，容易架空乡村基层政权，削弱其治理能力和现

代化的发展。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最末端，在纵向

的压力型政治体制内部，其政治行为并没有受到很

好的监督和制约。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下，上级政府

对于下级基层政权的权力滥用和选择性政策执行

是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的，只能依靠简单的上报数

据标准来检查和考核基层官员政绩的优劣，也就是

所谓的“数字出官”现象。⑤ 另外，压力型政治体制

虽然加强了国家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和控制，但实际

上并没有改变国家无法实现直接控制乡村的目标。
通过旧有的乡村权威间接控制乡村成为国家无奈

接受的现实，这样就注定了国家中央政策在基层政

权的实施效果会被大打折扣。⑥ 中国乡村基层政权

中，乡镇的政策执行和落实很大程度上依靠村级组

织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落实和完成。由于对农村村

级组织行政辅助功能的依赖，乡镇政权对农村党支

部或村委会的一些影响不太恶劣的自利行为一般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⑦，有些乡镇在遇到较为严重

的基层冲突利益事件时甚至结成“攻守同盟”和利

益共同体，与农村政权开展“合谋”来应对县一级政

府的检查和来自外部的压力⑧。
从政府外部的分析进路来看，政府权力受基层

社会制约较少。在乡村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影

响关系上，一方面，乡村基层政权与社会之间未建

立共同的利益关联，基层政府也因为缺乏嵌入型

( embeddedness) 特征，而没有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的

日常生活来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信任，它们之间

的利益是分离的⑨; 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社会对基层

政权缺乏制度化、组织化的力量制约，并且各群体

或成员对基层政权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因为个人

关系和公共关系的混合而使得乡村基层政权被特

定的利益左右，缺乏超越性与公共性。基层社会的

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有效的表达，乡村基层政权提供公

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压力和动力也就没有那么迫切和

主动。瑏瑠 张静提出乡村基层政权对公共财产的“经营

角色”这一观点，指出其运用公共身份合法从事经济活

动的现象，是对公共职位的侵蚀，并且加速了业已存在

的乡村基层政权和社会利益的分离结构。瑏瑡

乡村基层政权日益脱离原来的行政监督，但同

时并未建立任何社会监督。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正在远离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政权建设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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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帮助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 同时也没有贴近基

层社会的利益，反而离间了国家和社会———利用国

家的名义侵蚀地方公共利益，导致乡村社会的公共

服务和公共秩序的缺失。

三、乡村治理秩序的再生产: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重构

中国国家权力的渗透与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威

合法性没有现实同步建构。换言之，乡村基层政权

建设在关注权力面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强调政府公

共性的夯实和纵深发展。上述所分析的压力型体

制现状、基层政权的自利性和监督不足等原因，导

致乡村基层政权对国家和基层社会利益的背离，在

偏离现代政府职能公共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

而，对于担负压力型体制沉重负担的乡村基层政权

来说，重建政府的公共性———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与公共服务，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原因在于，压力

型政治体制盘根错节，传统权力结构与现实权力体

制相互缠绕，重要的是能带来短期高效的政绩回

报，由此可见，一劳永逸的改革动力稍显不足。根

据对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性不足的现状描述可知，要

促进其政府职能的公共性，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

手: 转变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威来源，增强其治理的

合法性，打破压力型体制中基层政府权力导向的

“唯上”逻辑; 增强乡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

联系，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嵌入式”利益共同体，削

弱乡村基层政权的“自利性”倾向; 从纵向的行政问

责和横向的社会制约两个维度，加强对乡村基层政

权的监督。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中注入自下而上的

因素，转变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威授予方向，实现农

民通过理性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基层政权治理的过

程中来，进而促进乡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建设，如是成为一种可行之路。
( 一) 确定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威的社会性来源，

增强其治理的合法性

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基层政府的政治活动和公

共决策，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促进公共协商过程的

程序性和结果的合法性，转变乡村基层政权向上的

回应方向。由当前单向度的回应上级考核任务、转
变为既要回应上级考核，又要回应乡村社会农民需

要的双向度回应，而且以后者为主要的回应向度。
转变乡村基层政权回应方向，增加乡村基层政权的

合法性与群众性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乡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乡村社会共同体对它的承认和认可。近代以来，

中国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改变了地方权威的授

权来源，地方权威“公共身份”的授权方向转移至国

家行政系统。地方权威的“官僚化”①，深刻地影响

了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结构，进而也深刻地影响了

基于这一结构而建立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这种

对“地方社会侵蚀”的现象，虽然使中央的政令容易

下达，但却容易堵住自下而上的利益传递轨道，形

成基层“单轨政治”的问题，②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的

各种基层政治制度改革，也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

展的。协商民主背景下，乡村基层政权权威的社会

性来源，首先是出于农民自愿参与乡村基层社会的

协商治理，其次是基于农民集体的理性讨论和反思

的程序性过程。
在乡村社会的场域中，农民自愿、平等地参与

到公共协商中来，表达自己对公共卫生、医疗和教

育等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需求或意见。协商民

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具有巨大的潜能，它能

够有效回应多元文化和文化间对话的某些核心问

题，并注重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沟通和不

同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倾听所有政治诉求，并支

持那些强调所有人需要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

的政策。③ 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农民和基层政府都

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除了平等地表达自身的偏

好和观点，还应该尊重他人的意见，也有责任维护

和促进公共利益。参与协商过程的公民承担者一

系列的特定责任: 提供理由说服协商过程中其他参

与者的责任; 对其他的理由和观点作出回应的责

任; 根据协商过程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修正各种建议

以实现共同接受的建议的责任。④ 因此，乡村基层

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就农民提出

的有关公共产品和公平服务的问题作出回应，并提

供有说服力的理由和观点。根据公共协商过程中

农民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修正协商结果以便大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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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接受，据此形成的促进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

政策，并且执行起来阻力也较小。因为“服从协商

结果产 生 的 公 共 政 策，就 是 服 从 协 商 参 与 者 本

人”①。对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和负责会增加

乡村基层政权对其政府职能公共性导向和本质的

重视，其协商治理的合法性也会因为与乡村社会政

治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和关联性而得到增强。
( 二) 平衡乡村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

利关系，增强乡村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利益的一致

性与关联性

协商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复杂性背景下的民

主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是参与式民主在当代的新

发展。② 通过公共协商不仅可以提高乡村基层政权

协调矛盾、缓和冲突的治理能力，还可以化解基层

政权“自主性”的困境，减少乡村社会对基层政权的

监督不足，促进乡村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

利益的关联性加强。因为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公

共协商的内容是公开的，整个协商程序是公开的，

表达理由和偏好也是公开的，加之政策建议也是公

开的，农民可以通过平等、积极、理性地参与民主协

商，加强对公共政策议程的知情和控制。在公共协

商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透明阳光，

易被监督，使得每个农民对基层政府的影响力都是

一样的，不会因为与基层公务人员的亲疏关系而形

成对公共议程的差序影响，由此产生的政策结果也

较为公正。在这里，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得以有效

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更易于形成制度化和规范性的

公共规则，由此而形成的公共政策与乡村社会的利

益会更为贴切。
对公共利益的责任和维护的强化，可以促使基

层政府参与到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来，通过获得农

民的认可和信任从而形成一种嵌入式的利益共同

体关系。公共利益的实现一般关涉到乡村基层政

府职能公共性的发挥程度，农民对基层政府满意度

方面的考量不仅仅只局限于经济的发展，也开始侧

重于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
境保护等于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的方面的表现。③ 民

主协商要求基层政权围绕上述公共服务展开讨论、

协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动态跟踪公共服务的覆盖

是否全面、分配是否均等以及由于政策限度而带来

的意外结果，以便根据外部乡村社会的环境不断调

试和匹配。如是而获得的来自农民的信任和认可

促进了乡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性与合法性。
( 三) 培养农民的公共精神与理性气质，促进政

治共同体的形成

良好的公共精神是健康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

民主协商为乡村社会健康政治生活的建构提供了

重要的路径。首先，基层政权决策前进行的公共协

商体现了农民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关怀。每个农民

都有权利参与自由、平等的协商过程，农民在此过

程中有机会反思并更好地理解其公共服务方面的

利益，也有机会形成更理性的观点和协商结果。公

开讨论和公共协商极大地促进了平等的民主制度

在乡村基层政权的运行，而平等原则也为均等地分

配公共产品和获得公共服务提供了正当性的理论

基础。其次，协商民主鼓励农民本着公共精神来考

虑乡村基层政权的公共问题，通过鼓励协商的参与

者———农民以一种更开阔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涉

及公共服务的问题，以此来抵消狭隘气量或眼光所

带来的局限性，协调和节制农民个人的需求。当遇

到关涉公共服务问题内无法调和的道德价值分歧

时，协商民主即使难以使这些价值相互兼容，但它

能帮助农民参与者认识到对方观点在道德上的价

值，在农民之间和农民与乡村基层政权之间也就易

于形成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也为建立参与持续性

合作行为奠定了社会信任的基础。最后，协商民主

有利于纠正乡村基层政权集体行动时的失误。一

个组织良好的民主协商论坛，会提供学习机会来提

升个体和集体的理解。④

通过公开的辩论和驳斥，农民和乡村基层政权

公务人员可以相互学习，认识到个体与集体间存在

的各种误解或误差，对基层政府职能的公共性问题

更容易提炼出经得起检验的新观点和新政策。总

之，厘清乡村基层政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责关

系，推进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基层政

权公共性重构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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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duction，poverty in the new era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information poverty which is caused by lack of infor-
m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using information and leads to depriv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social participation． Infor-
mation poverty involves a wider population，leads to deeper poverty and new forms of inequality． The rural poverty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turn to help the rural poor grasp the core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connect with mainstream society，take advantage of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make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Public Ｒe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Government in the Ｒ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HU Xue ＆ XIANG Ji － quan( 45)………………………………………………………………………………

The grassroots’government not only includes the“township government”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but also
includes the grassroots’organizations． The grassroots’government is the bond and bridge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peasants，the publicity is related to the justice of the public order，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ublic services or
goods in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ssroots’government，the failure of rural governance is essential-
ly insufficient publicity． The reasons are the centralized logic orientation of the power in the pressurized politic in-
stitution，the initiative politic space and self － interested trend，the insufficient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At present，the core of the re － produc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order is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government．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grassro-
ots’government，the balance of rights and correlation of interests，the public spirit and rational temperament of citi-
zens．

A Study on the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on Overseas Investment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ZHANG Ya － li ＆ HUANG Shi － xi( 72)………………………………………………………………………

In recent years，sovereign wealth fund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vate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investment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the
rules of Investment treaties do not includ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As the main organiza-
tion to settle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s jurisdiction over the investment disputes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vest-
ment is also not clear． Therefore，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evelop foreign investment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by
interpreting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related provisions of ICSID Convention to clarify the status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e area of foreign invest-
ment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So our government and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s management companies should be
wary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investment，and also be careful to choose dispute resolution channels when the disputes
happen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Ｒevitalize Native Land and Ｒeturn to Folk Custom PENG Zao － rong( 94)……………………………………
China is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ocal folk custo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is strategy． Because the basic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and culture is not the other，it is folk custom．
Folk custom is not only a daily activity，but also an irreplaceable heritage type． Folk custom includes the wisdom of
the most basic and grass － roots people，which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folk custom is grass － roots．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the source of cognition
and knowledge of orthodoxy and classics． Chinese folk custom has one characteristic: it is secular and sacred，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folk custom． In today＇s mass tourism，folk customs are transformed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
basic elements of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guarding the active folk custom heritage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safety factor for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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