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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民主」的民主意義：
對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的一次理論闡釋
⊙ 郎友興

一、民主的底線：是否屬於民主？
對於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實行的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實際工作部
門，都有著不同的判斷與評價1 。這裏涉及到不少問題，其中一個就是村民選舉和自治制度是
否屬於民主。
官方與學術界中不少人士對此都曾經給予極高的評價。前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曾經說過，在國家建設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村民選舉與自治是極為重要而有意義的一步，我
們應加以珍惜，只能進不能退。2 有些將村民自治與選舉譽之為「偉大的創舉」、「農村改
革的三項偉大成就之一」3 ，有些認為是「中國民主化的基礎與前提」4 ， 村民自治「為中國
民主制度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初始形式」和「基本上可以視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
真正的民主實踐」5 ，「村民自治是人類的偉大創造」，「是億萬農民生動具體的民主實
踐」6 。一句話就是村民選舉與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村民主化的合理選擇，捨此別無他途。他們
對村民選舉與自治給予充分的肯定：通過選舉，培養了民眾的公民精神與意識，村民的民主
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改善了幹部與群眾的關係，增加了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動
力；有利於基層政權的建設和各項工作的開展等等。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官員、學者否認或者懷疑村民選舉的民主意義。比如， 有學者質疑「把
村級組織保留在國家之外，究竟是不是現實生活的需要，對於農民又有甚麼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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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懷疑村民自治是鄉村民主政治的起點，懷疑不能走得很遠。8 在他們看來，一方面村民自
治並非等於民主，選舉也非就是民主，如果說是民主的話，也不過是社會民主，而不是國家
民主；另一方面，村民自治與世界發展主流是背道而馳的。另一種並不直接否認村民自治的
民主意義，但是以為現在農村實行民主選舉不行。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民主超前論。其理由
很多看起來似乎很充足：拉票現象普遍，選舉不公正；村民素質低，不具備選舉的前提條
件；農村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如何發家致富的問題；群眾說了算會削弱黨對農村的領導與
鄉鎮政府的權力；法律法規不健全；社會流動增加，自治與選舉搞不了；宗族勢力抬頭等
等。
在所有這些爭論中實際上隱含著一個問題：何為民主？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是引發出這
些爭議的一個理論上的根源。9

關於民主的內涵有兩種基本思路：理想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前者往往為經典民主理論家們
所採用，強調的是民主的價值意義，而後者關注的是民主的現實狀態。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給出的精英主義民主觀是一種典型的經驗主義策略：「民主方法是為了達到
政治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
力。」10 達爾（Robert Dahl）從其多元民主論的角度來界定民主的。他認為一種制度稱之為
民主應具備八個制度性的要素：結社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投票的權利、政治領袖競爭大眾
支持的權利、競選公職的權利、獲取資訊的權利、自由與平等的選舉、以投票和其他方式表
決政府的決策。11 達爾在其《論民主》（On Democracy ）一書中將民主的標準簡化為五個：
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資格。12 自1972
年以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這個組織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利」和「公
民自由」進行評估、打分，它的有關民主指標在跨國研究中被廣泛地使用。
上述指出了不少人否認村民選舉與自治的民主意義，或者質疑其民主。這種評斷實際上有一
個潛在的前提，那就是將民主理想化，或者說以理想形態的民主來看待現實生活中的民主如
村民選舉。所以，問題在於是找出民主的底線，即到達甚麼樣的要求才算是民主？
現實主義的政治學家，通常認為權力是理解政治的核心所在。比如韋伯（Max Weber）就認為
權力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實。而決策是權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或者說權力主要體現於決
策之中。大體上說來，決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誰獲得授權進行決策；二是決策的程式問
題。每一個社會、社區或群體都需要決策。在某種意義上說，從決策這兩個方面的情況來大
體上可以判斷某一制度是否屬於民主政體。但是，不管如何的界定，民主的基本規則是多數
人的統治，儘管多數人這個說法難免有些模糊。民主的底線有兩條。一是授予直接或間接參
與決策的制定，並以多數人的原則進行決策的。二是從事決策的人即某種意義上說官員是選
舉產生出來的，而這些被選出的決策者則一定能有真正的選擇權，可以在各種選擇的方案中
作出決擇的。要做到這些，需要有下列這些基本權利的保證：言論表達的自由、集會的自由
和結社的自由。因為民主國家與自由國家是互相依賴的。如果說自由主義可為民主權力能恰
當地運作提供必要的自由，那麼，民主則保障基本自由權利的存在與持續。
可以這樣界定民主的底線：基本自由權利的存在與保障、競爭性政黨的存在、定期選舉與普
選權、決策的多數原則、以及有一整套的程式性規則。這其中選舉及與其相關聯的參與、競
爭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就曾經指出過，「選舉是民主的本
質」，「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13。 有些將
鄉村的民主稱之為「草根民主」，這也不妨我們對其民主性的認定。從民主的這一底線來
說，村民選舉與自治是有基本的民主因素，因而是民主的，儘管其民主的要素有一個發展之
過程14：（1）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與城市居民一樣，農民的基本自由權利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具體規定並加以保證；（2）熊彼得說所謂民主無非是官員競爭選民手中選
票的一種制度安排，如此說來，三年一次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一方面表明村幹部需要定期來
爭取村民手中的選票，村官並不是世襲的或終身，也不是由上面任命的，另一方面村民可三
年一次挑選村幹部；（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除依法被剝奪
政治權利外都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村民委會組織法》規定了村民在村委會中的選舉與被選
舉權。有關法律已經明確了普選權；（4）《村委會組織法》已經明確規定了村民會議與村民
代表會議對村內重大事務的決策具有最高權威性，它們是全村的最高決策機構。村民會議或
村民代表會議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村委會組織法》規定了村民會議的決策的多數原

則：「所作出決定應當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通過」；（5）經過十多年的實踐，全國性層面來
說，由於民政部的努力，村民選舉與自治已經建立起一整套較為健全的程式性規程。由《村
委會組織法》授權，各地方都相應地制定了實施《村民委會組織法》的辦法、《選舉辦
法》。全國性的、統一的選舉規程正在逐步地形成。總之，村民選舉與自治中的「三個自
我」與「四個民主」具有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儘管可能說這是底線意義上的民主：「民委
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
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村民選舉對中國的民主化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理由很簡單，由農民自己來選擇自己
的「官」並可以將他們認為不稱職的或不信任的罷免掉，在歷史上應屬於首舉。譽之為「大
的創舉」是恰當的。但是，我們只是從民主的底線角度來說的，事實上村民選舉和自治只是
中國民主的初級形態，遠遠不夠而需要進一步發展的。所以說，「讚譽派」 務在於如何鞏固
與推進已有民主成就，將這種初級形態的民主深化。而「否定派」是看到村民選舉中存在的
問題，沒有看到村民選舉和自治制度達到底線民主的標準，而是拿理想化的民主化來判斷村
民選舉是否具有民主的意義，也就是說將民主理想化了，所以否定村民選舉的民主性。但
是，他們所提出的批評和指出的問題確是村級民主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需要認真解決的，他們
的批評中所隱含著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理想可以成為中國民主化的指導。

二、自由主義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及其它：何種民主？
我們既然肯定了村民選舉與自治的民主意義，那麼，這又是怎樣的民主？屬於何種、何類的
民主呢？
在討論和評價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時，人們潛在地所接受了不同的民主理念和模式會影響其
所得出的結論和制度設計的方案。關於中國民主與民主化議題目前有三種基本的思路：平民
主義（populist democracy）、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政治英/ 政府主導的民主）。
自由主義的民主其特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民選的政府；自由與公正的選舉，在選舉中所
有公民的投票權都是平等的；所有公民不分種族、宗教、階級、性別享有選舉權；享有對公
共事務知情、資訊和表達的權利；所有成年人擁有反對政府和競選官職的權利結社的自主
權，即成立獨立的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社團、利益團體和政黨的權利。
自由主義民主的意義在於它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利及對公共權力的制衡，要回答的是如何限制
公共權力以保證個人自然權利，而公共參與的問題則是從屬性的事務。西方不少學者對自由
主義民主或代議制民主進行批評。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代議制因其缺席委託之特徵
而使其變為一種非政治化的政治。巴伯（Benjamin Barber）認為自由主義民主是一種「弱勢
民主」（weak democracy）。在他看來，代議制與自由是不相一致的，因為它以真正的自治
與自主為代價，授權因而遠離政治意願；代議制與平等是不相一致的，因為「當我將票投到
投票箱裏時，連同平等也一起放進去，共同消失了」；代議制也與社會公正不相一致，因為
它侵蝕了個人的自主與自我的滿足。其問題在於存在政治冷漠等。所以，他提出 「強勢民
主」（strong democracy）的概念以克服以上這些問題，認為民主之未來系於強勢民主：它
是一種公共討論形式而不是規則的遵守；它是一種社區形式的恢復，但不是集體主義的；它
是一種參與模式，由公民自治而不是公民名義下的代議制。強勢民主講的是活動
（activity）、過程（process）、自我立法（self-legislation）、創造（creation）和變

化（transformation）。15 這些批評者認為，由於將人們從公共事務拉回到私人領域，使政
治生活官僚化和技術化，導致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合法性危機。16
以上這些問題在村級民主中也似乎不存在了，因為村級民主與其個人的利益攸攸相關，而使
其選民無法冷漠，逃避村莊政治、逃避所謂的自由。當然，形式化的虛偽的選舉，會造成村
民的政治冷漠的。村級民主的問題不在於自由主義民主太多，而是太少。
平民主義民主模式（populist democracy）屬於共和主義的範疇。現代的共和主義民主思想
始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這種民主觀強調的是人民主權與參與性。比如，盧梭
曾經說過，「凡是不曾為人民所親自批准的法律，都是無效的；那根本不是法律」。 但是，
共和主義民主的問題在於，一是直接參與得以具體落實的難度，二是忽視現代社會中個人的
自由，三是在制度設計上缺乏對公共權力的限制。但是，直接參與的難題等在村級民主中似
乎消解了，而不成問題了。
在研究中國村民選舉的知識份子的思想中的確不乏有平民主義民主理念的一些因素。平民主
義民主模式強調的是參與和平等。平民主義者所擔心的是政治參與的兩極分化，關心的是弱
勢群眾如婦女的不利地位和小姓村民的弱小地位。在平民主義者看來，自由主義的民主所強
調的是程式與選舉，但是忽視了民主的本質和公正。民主須顧及到貧窮者或弱勢群體，當然
反過來力求不讓他們破壞民主。然而，平民主義者的聲音是非常弱的.假如中國 對全球民主
化有大的貢獻的話，實行平民主義民主的一些理念是必要的。假如中國對全球民主化有大的
貢獻的話，實行平民主義民主的一些理念是必要的。
實際中起作用的是國家主導的模式。這種模式其主要特徵有：授予和保證農民的投票權利；
農村民主一定要在權威與自由、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之間搞平衡；村民選舉搞得相對好些的
地方總是與地方領導即治理精英的強有力的支持分不開的，他們能夠巧用民主程序。作者贊
同將自由主義的民主作為改善和提高中國村民選舉質量的一種指南和檢驗標準，但是，也需
要指出在中國現有情形之下自由主義民主中某些理念的不合事宜。而平民主義者的聲音是非
常弱的。
中國鄉村的民主化歸為自由主義民主或共和主義民主都不是十分恰當的，不妨歸為政府/精英
主導的「發展中的民主」。「發展中的民主」 之理念將民主置於發展背景中，將民主視為一
個發展過程。發展中的民主並不反對「自由的價值」，但是。強調這需要時間與耐心。發展
中的民主包括下列這些基本內容：自由與權威之間的平衡、關心地方公正、從上到下的漸進
（incrementalism）。這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和民主化發展的模式。帶有權威性的自
由主義正是中國民主發展所能走的道路。這就是政治精英導向的民主化之路。它的一個重要
特點就是民主政治的有關 「產品」（如制度、法律、程式、民主化的策略等）是由政治精英
「供給」（accommodating）的，這些產品是他們「製作」（crafting）的。如果離開對精英
的考察，那麼就很難正確地理解中國鄉村民主化的啟動、進展及其特徵。
中國的實踐表明，自由主義模式、平民主義模式都不能提供有效的答案，而問題的關鍵在於
如何將平民主義的訴求整合到精英導向的民主化進程中，從而促使自由主義民主在中國的發
展。

三、參與的動機與選擇的取向：為何投票？

在現代社會中，投票已成為一種常見的政治行為， 而且「投票是民主社會中達成共識的關鍵
機制」17，因而研究投票行為曾經成為西方政治學與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研究投
票，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需要考察，那就是是否前去投票、準備投哪一個（些）候選人的
票，是甚麼因素促使選民作出某種決定。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決定反映了個人對於權利與
義務所擁有的深層的價值觀念。
美國一位學者曾經用過 society of subject 和society of participation這兩個概念來說
明公民投票的動機。前者關注的是系統的輸出，即選民希望從政治體系中得到好處，而後者
則重在輸入，選民要介入，表達意願與形成決策。現實生活表明，作為一種表達意見與觀點
的投票行為已經大大地下降了，而作為一種交換的投票卻在不斷地增加，比如西方有些國家
的選舉就是如此。事實上早在十九世紀時，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就曾經抱怨
過，說公共性（比如公共觀點、觀念、情感）不斷地被具體的利益所代替。而理性選擇理論
認為，公民作出參與投票或不參與投票的決定是基於其理性的算計：假如參加投票的收益大
於成本，那麼就會前往投票，反之，則不會去投票。所以，根據這個理論，投票者首先得評
估投票的預期收益，考慮是否有可能從參加投票中得到甚麼。不妨舉一個簡單的事例來說
明：在一個只有兩個候選人（A與B）的選舉中，投票者得評估A 或B 當選有何不同，假如A
或B當選對其而言沒有甚麼差別，那麼其可能的收益就為零；如果感覺差別越大，那麼其可能
的收益就越多。所以，投票者得考慮他或她所意屬的候選人是否能夠當選。假如他或她所意
屬的候選人必能獲勝的，那麼，既然不管他或她是否參加投票都能當選，其投票之預期收益
就為零；假如他或她所意屬的候選人肯定不能獲勝的，那麼，既然不管他或她是否參加投票
都能當選，選舉結果都是一樣的，其投票之預期收益就為零。

18

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曾在《政治人》（Political Man ）一書中分析了與投票率有關的社會特徵和影響投
票率的社會因素。他的結論是「 參與率和投票率的高低本身對民主政治無所謂好壞；重要的
是參與的程式和性質反映了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最深刻地制約著制度發展或生存之機
會」19。
對以往的研究資料所進行的總結表明，單一society of subject 或society of
participation概念來界定中國農民投票的動機似乎都不十分的恰當。大多數村民的政治理性
程度有了提高，不再像人民公社時期的社員那樣，表現出對公共權力的盲從與膜拜，而是要
聯繫他們自身的利益決定其態度與取向。理性選擇的理論也不足以解釋中國農民的投票動
機，不管在中國的選舉還是西方的選舉，投票者並非都是如理性選擇理論所分析的那樣出於
理性的算計決定前往或不去參加投票。就中國鄉村選舉的投票行為，分析影響投票的社會因
素或社會特徵確是重要的，不過，應該看到村民選舉出現的背景、中國政治文化等因素在村
民投票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根據作者本人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與座談會記錄等資料20，不妨將選民的投票取向、標準分
為三類：第一為「能人取向」，「選能夠領導全村人致富有奔小康、能帶頭、有知識技術學
歷的人」。這是不少農民的心願與心聲。具有這種取向的選民在其選擇村委會成員尤其村委
會主任時，往往以是否有能力、能否實幹為其標準。農村中的「能人」主要指的是經濟精
英。中國農村中的經濟精英對農村社區的作用是很明顯的，並且逐漸地超出經濟的範圍。農
村能人的崛起與影響力的增強，必然會影響到選民在村民委員會選舉過程中的選舉行為，其
中包括選擇的標準。不少選民基於自己的利益和本村經濟發展計，往往希望能人來主政。事
實上，只有通過經濟能人在治理體系中的主導作用，才能有效地動員和集中各種資源，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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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第二為「好人取向」。「應該選那些能真正為百姓著想的、不利用

職位謀利、不巴結上級領導的、在村裏不作威作福的人，辦事公道是唯一的標準，私心不要
太重」。好人取向是一條道德主義的標準。它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有緊密的關聯。中國儒
家政治文化的重大特徵就在於選拔道德人品高的人來任官員。這一傳統也影響東亞社會的民
主化進程。第三為「自我和家族利益取向」。這類取向的選民在其投票過程中往往只是出於
自己眼前的利益或家族、宗族的利益考慮而投票的。需要說明的是，從 作者本人所做得到的
有關統計資料上來說，持這種取向的人數較少，但是實際的比例可能較高。因為按照官方的
意識形態來看 ，農民投本家族候選人的投票傾向是不太正確的，受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有
些農民會在填表時不反映出他或她本人真實的想法。另一方面，農民有其自己的政治的「正
確觀」。事實上，所謂民主無非就是為利益進行計價還價提供一種合法性的途經與方式，選
民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對。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選民的這三種取向（選擇標準）實際上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只是選民
在這三個方面的傾向性程度不一而已，並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選民的取向亦會有所變化和發
展的。而這三種取向都與利益相關聯的。
由於中國鄉村民主化的背景不同，因而存在著民主目標的次序論問題。非西方文化的社會如
南美的民主化歷程表明，簡單移植西方民主顯然是不行的。這些國家都有著面臨解決的問
題，比如，經濟發展問題，民族認同問題。非西方文化的國家其民主主要特徵在於制約政府
權力，使政府盡可能向人民負責，而個人的權利則是第二位的。中國的民主發展歷程也表明
與西方的民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社會往往將民主視為一種手段，一種富國強國的手
段，從近代以來直到現在的村民選舉都是如此。中國將民主作為一種富國的手段有其深刻的
社會原因與基礎，也有其合理性。原因在於中國近代以來多年的積弱的根源在於專制政體。
專制政體最大的問題在於，一是權力沒有受到全體人民的約束（無限權力）；二是不向人民
負責。胡適之所以主張「好人政治」、「好人政府」，其原因在於中國當時不能建立一個民
主政府，因此，只好寄託於人們的「道德」，這就與儒家文化的「賢人政治」相通。所以，
民主政治的意義在於改變專制政體。因為專制的對立面是民主，而民選是政府向人民負責的
一個重要制度的保證。所以這裏面就有民主目標的優先性的問題，要考慮民主目標的次序問
題。
村民選舉的歷程與選民取向的變化過程簡而言之是這樣：村民選舉的初期選民主要的傾向與
表現是「好人」、「能人」取向，這是道德主義與集體主義取向；政治精英強調選擇德才，
搞好村裏的經濟，致富帶頭人； 然後逐步發展，個人的權利得到強調、強化，如競爭、罷
免；接著政治精英鼓勵與規範競爭與罷免的有關規則。似乎存在著從集體主義走向個人主義
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這是民主自身發展的邏輯使然。

四、對民主制度的期待：能夠帶來甚麼？
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民主與法治並沒有帶來人們所期望的東西，現實與理想有相當大的
距離。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民主能夠帶甚麼，到底能為與不能為在何處？人們之所以對民主
制度失望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對民主期望過高。人們應該對民主制度能力有一個理性的認識。
明瞭民主之能為與不能為，顯然是有十分必要的。

1、民主制度能力之限度（governability）

民主的概念常被人們廣泛地使用，並且往往將其與「美好之事物」聯繫在一起。比如，不少
人之所以為民主制度所吸引住，是因為他們以為民主可以帶來好東西，比如民主等於經濟增
長，或者民主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或有助於經濟發展。然而，亨廷頓在《民主的第三波》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中曾經提醒人
們，民主只不過是一套選擇領導人並使他們負責的程式，它並不能保證帶來一個具有很強治
理能力的政府。事實上，民主並不必然能保證帶來理想的生活或保證幸福。民主選舉並不能
保證選出智慧卓越的領導人，而那種以為由民主方式產生出來的領導者一定是最為傑出的人
物，這實際上是一種錯角。民主不過是一種避免錯誤或災難的手段或工具，儘管它不能保證
防止「多數人的暴政」。民主是一種極為平常的生活方式，既不能理想化也不能隨意地懷
疑。
那麼民主是否能夠促進生產發展，或者說能夠帶來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印度、蘇聯等個案經
驗似乎說明不是答案。不過，在中國，人們對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的經濟功能期待卻很高：
國家層面的精英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第一，地方政府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強調的是政務
的執行與完成情況，而村民自己則重在於其利益的保證與村莊經濟的發展。但是，各種經驗
表明，民主選舉並不是解決村級發展的主要或者說最好的手段與辦法，比如，我們從有些學
者的經驗研究可以得知，經濟發達與經濟落後的村民自治都搞得不好，而經濟處於中游的較
好。不管從哪一個層面來看，村民自治都負有太多的經濟任務、功能，或者說對其在促進經
濟發展方面有太多的期待。那麼村民選舉的意義何在？ 而發展經濟的途經辦法又在何處？
民主的長處或者說它善於製造出各種需求，但是拙於滿足它們，而專制政體通常較能抑制慾
望，可能更好地得以滿足、實現願望。民主之拙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它的決策效率問題：民主
制度的公共決策效率可能較低。
民主還帶來了這樣的問題：民主將公民社會從政治體系中解脫出來，在這種解脫過程中，公
民社會會向國家或政府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為此國家必須做出足夠的回應。這就引出下面
的文字。

2、社區福利與民主化的關係
西方的經驗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官僚化是民主化所帶來的一種結果，比如西方福利國家的
出現。如將投票權擴大到識字不多或文盲的公民，那麼，這些人就會要求國家設立免費的學
校。將投票權擴大到沒有財產的公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
無產者，那麼，其結果就會要求國家提供就業保障、醫療、住房、老年等方面的福利。如此
一來，國家僅當是 「守夜人」則顯然是不行了，因為這樣的國家是不能應付與滿足這些要求
的。結果是福利國家的出現。
中國鄉村的民主歷程表明民主選舉至少在初期首要的是約制幹部腐敗，緩和緊張的幹群關
係，恢復與維繫社會秩序，儘管人民公社體制瓦解以後，公共服務荒蕪，公共物品短缺。但
是，隨著村民選舉的不斷進行與深入，農民有了進一步的要求，這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民選出
來的村幹部要為本村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這樣民主選舉與社區福利就關聯上了。我們
的調查經驗表明，在競選村委會主任的候選人中他們競選承諾裏面都少不了如何提供村裏提
供福利，或實現某些好處的內容或承諾。經驗還表明，一個不能兌現承諾或無能為村民謀福
利的村委會幹部要想連任是較為困難的。

問題在於民主制度是否是一種最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的制度？

3、民主與秩序的問題
社會秩序的問題是政府與農民共同關心的大問題，所以民主選舉與鄉村社會秩序的維繫就成
為人們關注或爭議或擔憂的中心問題之一。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之所以會出現，其中有一個
社會問題背景：由於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造成農村基層組織處於嚴重的癱瘓或半癱瘓狀
態，引發出一連串的社會危機，這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農村社會秩序混亂，治安問題嚴重。作
出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的安排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要維繫社會秩序。那麼，民主是否能造成
社會穩定嗎？印尼、智利、南斯拉夫等國家的例子似乎表明不是答案。在中國，不少人擔心
選舉會導致農村社會產生新的不穩定：他們認為，先不必說村民選舉並沒有能夠帶來那種特
別好的結果，與人們的期待有相當的距離，就是社會秩序也是令人擔憂的：實行村民選舉與
自治以來，似乎農村的社會秩序出現了新的問題，如群體事件時有發生，群眾上訪事件增
多， 宗族與派性鬥爭增多，惡勢力把持村公共機構。不少學者與地方官員都是這樣認定的。
表面上看，以上提到這些影響農村穩定的問題與選舉有關聯，這說是說由選舉引發出來的。
但是，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村民選舉與自治本身，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可以被利用的機會、途經
而已。借別人的「酒」（ 民主選舉）消自己心中的「愁」（不滿、仇恨、企圖等）。事實
上，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民主政治能夠帶來社會的穩定。柯培基（Michael Coppedge）比較
了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情況：前者的選舉競爭的存在使其比後者更少產生暴力與剝削。22 民
主選舉可以實現政權的一種和平轉移，另外它引進了一種糾錯機制，能夠較好地維繫社會秩
序。我們依然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農村所實行的村民選舉與自治從總體上是有利於農村社會
穩定與秩序的維繫的。當然，民主秩序的維繫需要法治的保障。民主與法治的關係是這樣
的：法治為民主提供互信的基礎，沒有法治的保證民主就容易造成混亂，法治為民主其發揮
作用更順利些提供條件。不過，法治與民主建設哪一個為先，各個國家的選擇各不盡相同。

4、民主與合法性：
柯培基認為民主政治與權威政體下的生活是很大的不同：民主促使官員向百姓負責， 因為每
個公民都有權罷免掉他們認為不稱職的官員。23 村級的民主選舉已經成為農村權力合法性的
一個新的來源：從只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轉向對上與對下都要負責，而有些學者所概括的
代理人與當家人的雙重角色也說明民主選舉的作用。村主任權威與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選
舉，選民手中的選票，但是，黨支部書記的權威的合法性來自於黨在歷史中所形成的地位，
顯然這種地位是一種先賦性的獲得。這兩種合法性始終存在著張力。這種張力或緊張的關係
的最終解決不是靠村民選舉所能的。村民選舉的意義在於提供一種合法性以削減另一種合法
性（主要指任命制）的力量，使黨的合法性與權威最終認可選舉的邏輯，並將其改造（現有
此村的黨支部選舉實行「兩票制」就是這種跡象的表現），從而「合二為一」，最終留下的
是一種合法性，那就是民主選舉。

五、選舉與鄉村社區認同：新傳統主義？
那麼1980 年代初以來在中國農村進行的村民選舉是否構成了一種不同以往的新的社區認同意
識，而種種發生於選舉前或後的故事是否可以成為村民的新的社區記憶？印尼爪哇的案例表

明，20 世紀前半頁所進行的村民選舉成為1988 年以後選舉的一些故事。比如，Frans
Husken 於1989 年在Pati 區的Gondosai 村所做有關村史調查表明，1988 年該村選舉時，不
少村民依然在談論1903 年選舉的不公正性、發生於1930 、1940 、1950、1960 年代 村民選
舉時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伊斯蘭教派之間嚴重的對抗。他的研究還表明，從19 世紀末
開始通過選舉產生村領導人算起，1988 年當選的村領導屬於第5 、第6 代（ 屆期通常都是
很長的），而這些人又往往同一家族的，他們多年把治著村裏的權力。這些選舉的故事成為
村民的集體記憶。24
賀雪峰曾經以社區記憶和村莊精英這兩個維度來理解中國村莊的性質，從而來解釋村民選舉
與村莊政治。「社區記憶關注的是社區歷史和傳統對社區現實政治社會生活的影響方式和程
度」。25 據此將村莊分為兩類：強社區記憶村莊和弱社區記憶村莊。這種分析框架很有意
思，但是，需要將賀的研究推進一步：村民選舉本身可以成為社區記憶的一種，一種新的社
區記憶。不過，這種新的與以往的社區記憶有所不同，這種新不僅在於時間上更近，更主要
的在於村民選舉成為重新整合村莊力量的一種重要機制，改變了以往那種主要依靠地緣、血
緣來維繫的社區認同模式。這裏不妨稱之為新傳統主義以示區別開來。這種新傳統主義的產
生主要來自於村民選舉與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行。村民選舉重新整合了村莊的各股力量，重構
了各種利益格局，形成新的村莊派系與派性。派系有可能是原有宗族力量的復興，但是復興
的宗族組織以選舉為契機，是選舉策略中的一項：訴諸於同根同源的族群意識而贏得選舉，
是屬於重構性質的，因而這種派系是新傳統主義的。更多的派性與派性是非族性政治，完全
是由於選舉可能帶來的預期利益或重新分配村級的權力和利益， 這些因素而使村莊政治力量
重組，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或造成村莊派性之爭。這種派系或派性由選舉而成也由選舉而
變，因而具有現代意義，屬於新傳統主義範圍。目前中國村民選舉是在缺乏公民社會和政黨
政治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民主政治的選舉實際上需要組織與制度性的力量加入的，因而我們
能否說派系與派性是公民社會與政黨政治的前奏？派系與派性的存在是否表明在中國鄉村也
有公民社會之傳統， 或者更為確切地說」類/ 前公民社會」之傳統存在？不過，需要指出的
是，對於鞏固鄉村民主來說，這些派系，或者「前公民社會」，有必要發展成為正式的組
織，也就是說將這些派系發展成為更為廣泛、更為非人際關係色彩的各種社會組織，發展成
為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似乎是成功的民主化尤其民主鞏固的一個重要條件。
通過選舉獲得村民的授權已成為村級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人們認同選舉對村莊權力的授權及
由此而產生的權力結構，而選舉也成為村莊政治中一個有機部分。 這就是說，選舉不再成為
地方政府負擔與壓力（一項重要的任務，怕出事，怕屬意的人選落選如此等等），也不再成
為村民的重大事項。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習以為常，選舉只不過一種村莊政治的競
技場，一場由村民來挑選角鬥士的角逐。選舉是一種儀式，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儀式操練。選
舉成為一種節日，定期舉行的節日26，它是中國鄉村的新傳統。27
民主選舉成為村莊政治文化中的一種傳統，一種新的傳統，而這正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所
缺乏的。

六、共性與個性：有何經驗與特色？
中國鄉村民主化有自己的特色與獨特的經驗，但是，它並不是世界民主發展的例外，它與第
三世界民主化共用著一些共同的經驗。28

政治精英導向的民主化。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通常屬於國家/政府導向的模式，它是政府發動
並由其控制的。正是由於由國家發動的，因而其民主化尤其鄉村的民主化往往成為政府實現
其發展目標的一種手段或工具，並直接服務於政府。比如，早在殖民時代，印尼的爪哇農村
就開始有村民選舉，印尼獨立後，依然實行村民選舉，但是，有了很大的變化。尤其1988 年
以後的選舉被印尼政府視為實現國家開發農村這個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的經驗也表
明，民主選舉通常或者首要的任務是為發展村級經濟提供的一種機契。與中國的經驗一樣，
爪哇農村選舉出的村級領導人不列入國家公務員之系列，但是，他們得接受政府的管理，執
行政府的各種政策，完成各種政務，比如徵收土地租金，提供義務勞動如修路鋪橋。
工具理性的民主觀。在比較政治、區域研究、精英研究中，政治價值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內
容。不少西方學者相信民主價值與理念是民主精英們的基本取向，而這些理念與他們的行為
緊密相聯繫著的。29 但是，在亞洲國家推動民主化過程中，至少可以這樣說，實現民主政治
有著極為重要的工具理性的成分，而民主本身的價值與理念成為次一級的目標。亨廷頓認
為，「在亞洲、非洲和中東的領導人中對民主價值的真正信念要麼不在，要麼十分薄弱」，
「他們對民主價值和實踐沒有多少信念」30。與亞洲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情況相類似，中國政
治精英至少在推動中國鄉村民主化過程初期時缺乏民主價值與理念或者說至少這些是次要
的，重要的是民主如何成為一種發展經濟和維持社會秩序的有效的手段。亨廷頓說過， 在東
亞「民主制度的目的不是來促進西方競爭和變化的價值觀，而是促進和諧與穩定的亞洲價值
觀」。31 國際共和研究所曾經指出，中國官員引入村民選舉不是為了自由民主，而是為了重
建一個高效率的地方治理，防止出現社會無序。這個研究機構認為，其核心的問題在於中國
缺乏民主之傳統。這種評價確有相當的事實根據，尤其在村民選舉實行之初期，不少官員推
動鄉村民主的並非出於他們自己的民主理念，而是出於執行政策而為之。十多年經驗表明，
村民選舉與自治中核心的內容是經濟與農村的社會秩序。「村民自治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來
進行」確為中國政府的主導思想。但是，民主的實踐會培育出民主的理念，培養出民主的習
慣。福建省民政廳基層政權處原處長張孝敢可謂一個典型。民政部及有關專家對於他有很高
的評價：「省級層面上這些法規與制度和程式性建設，是與省民政廳基層政權建設處的第一
流工作分不開的。尤其是該處處長張孝敢，對於村委會選舉工作善於探索，精心組織，是全
國基層政權建設系統所公認的選舉專家型的處長」。32 張為福州人，加入民政系統之前，曾
經在福建省軍區組織處工作，有16 年的軍隊組織工作經歷，從軍期間曾到南京政治學院學
習，擔任過團政治主任，省軍區黨委秘書。1987 年轉業到福建省民政廳，任政權處處長，達
12 年，直到2000 年。張孝敢說他做村民選舉工作開始時以為這只不過是份內之事，作為一
個主管村民選舉事務的處長，是其職責。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他逐漸地改變了他自己的認
識，並在感情上支持村民自治，在民主實踐中學會民主，感覺到從事這項工作其樂無窮。農
民的呼聲、農民對民主的渴望感染了他。張曾經接待於50多批外國人，也參加過民政部組織
的到美國和日本等國考察選舉。這些經歷強化了他的民主理念。33
「非政黨式政治競爭」的民主模式。人們普遍都接受這樣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說，民主政
治就是一種政治競爭，一種通過選舉的政治競爭。根據世界民主的發展經驗來看，競選需要
組織、金錢和施政綱領導及說服選民，贏得公民的信任，這只有政黨才符合這些需求。所
以，現代民主政治通常又與政黨政治分不開的。比如，印度、印尼的鄉村選舉都充斥著政黨
的競爭活動。但是，至於東亞，不少學者認為，由於其政黨制度化程度較低，因此，有助於
民主競爭的政黨支援模式則看不到。34 中國農村除了近代以來出現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
黨這兩種政黨，也出現過農會但不是政黨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農村除了中國共

產黨外就無其他政黨的存在，因為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系統都沒有延伸到廣大的農村地區，至
於共表團與婦女組織是作為党的助手而存在而不是獨立的政黨與政治力量。中國農村目前所
進行的村民選舉與政黨政治沒有關係，崔之元等人將這種情況稱之為「非政黨式政治競爭」
35

。村民選舉是由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發動與動員的，它並沒有將村民選舉視為對其在

農村領導的一種威脅36，恰恰相反，認為這是加強與改善黨在農村的領導的一個重要途經。
無 ／弱公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經驗表明，公民社會的存在對於民主轉
型有著重要的意義。在西方學術界，幾乎沒有任何異疑，學者們認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念與實踐對於民主的理論和民主本身都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民主化、建立議會
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在維繫與發展民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公民社會並不是
民主的充分條件。許多事實表明，沒有民主政治同樣也存在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並不能自
動地導向民主政治。此外，有些類型的公民社會可能保含著非民主與非公民性的因素，因而
有可能影響民主秩序。37 如英國的赫爾德（David Held）教授在其《民主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村民主來看，有著與其他國家民主化歷程所不同之處，那就是缺乏作為所謂
的必要條件的公民社會的存在，即便說是存在也是相當弱小的。但是，因為屬於精英或者政
府主導類型的，因而即便作為民主化的一個條件性的要素的公民社會的或缺，中國鄉村民主
化也能起動與發展。中國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體制內的佔有重要位置的政治精英為民主
政治打下一個制度性的基礎38，而公民社會既非是必要條件也非是充分條件。總的說來，以
中國鄉村民主發展之經驗來看，所謂的公民社會的民主功能之理論有相當的局限性。39 但
是，如此的分析並不意味著否認公民社會對鄉村民主建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
這裏的「無/弱公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指的是目前中國農村的狀況，事實上存在於農村外的
公民社會，如北京天則研究所，對推動中國農村民主起到一定的作用。天則是一家民間性的
研究機構（Autonomous organization），民政部與其合作推進村民選舉，比如合作培訓村幹
部村民代表。另一方面，對於一個國家的民主建設來說，公民社會不僅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重
要因素，而且也在發展與維繫民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公民社會還可以約束權
力，增進大眾參與民主政治生活。
多樣化而非多元化的地方主義。在選舉的有關法律、法規及具體的做法方面各地各不盡相
同。就法律、法規、規則等而言五個層次均有：國家層次、省一級的法律法規、市（地）的
法規與規定、 縣鄉鎮、村的選舉辦法與規定。比如，中國目前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法規有兩個
層次：一是全國人大所通過的《村委會組織法》，另一個就是各省人大常委會所通過的實施
辦法或選舉辦法。省級選舉法規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而省以下的縣市、鄉鎮、村的選舉規
定更具地方特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授權各省自行制定實施村民選舉的辦法，這一條款
為地方精英推進鄉村民主留下很大的發揮空間，但是，與此同時也為他們操縱或控制留下很
大的餘地。40 地方的自主性（Localization）可以選擇出更符合本地的辦法，但是，其可能
的不良結果是各行其事。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多樣性並不就是多元化本身。

七、結語：走向何方？
中國農村選舉與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經驗與理論意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方法或方式加以總結。本文認為，儘管目前村民選舉有這樣或那樣的缺失或不足，但是其民
主性依然存在的，不可加以否認的，也就是說它屬於民主範疇。 但是，這種民主選舉既難以

歸為自由主義民主，歸為共和主義民主也不是十分恰當的。目前在中國農村所實行的村民選
舉是一種由政治精英/政府主導的民主化。農民是以理性而實用的態度參與這種由精英主導的
民主選舉，也對村民選舉的實踐尤其有關選舉的規程的貢獻甚多。村民選舉改變了村一級權
力合法性的來源，成為村莊認同的新紐帶。但是，人們對於民主選舉的期望尤其對促進農村
經濟發展的期望很高，沒有認識到民主制度本身能力的有限性。總結以往的經驗，自然會提
出村民選舉的前景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城市化或城鎮化的不斷加速，造成中國農村行政村
的不斷減少；社會流動的頻繁使不少村民的民主權利 「虛化」；行政權與自治權的內在緊
張，在目前的國家政治框架裏難以得到根本的解決；在合法性上村民選舉給鄉鎮治理帶來了
越來越多的壓力。鄉村的城市化或城鎮化、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化現象是否會最終吞沒了村民
選舉？選舉是否具有內在的邏輯，使村莊的選舉推向鄉鎮乃至更高的層次？總之，村民選舉
會走向何方？這是我們總結中國農村民主的實踐與經驗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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