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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近年來，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在

中國內地時有發生。這些事件雖未引

發大的政治動亂或社會動蕩，但不得

不承認，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對此

還缺乏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以至一

旦此類事件突發，便如臨大敵，倉促

應戰。因此，如何認識和處理農村群

體性事件，成為學術界和各級政府最

難把握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燙手山芋」。

在中國，農村群體性事件主要以

違法和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為要件，界定的範圍較為寬泛，反映

出政府在社會轉型期維護農村社會穩

定的迫切心態，以及所持的謹慎和克

制的態度1。早在1950年代後期，群

眾集體上訪、請願、示威、遊行等行

為曾被稱為「少數人鬧事」、「群眾鬧

事」。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這類

行為被稱為「突發事件」2。自2000年

以來，各種媒體和中央領導的講話中

都出現了新的提法：「群體性事件」3。

200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

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於積極預防和妥

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中正式

使用了「群體性事件」這一提法4。近

年來，學者普遍認為農村群體性事件

是指農民由於利益受損或其他原因而

引發的矛盾衝突，形成一定規模，干

擾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對農

村社會的穩定造成一定影響的事件5。

筆者認為，農村群體性事件應該

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上文提及的對農

村群體性事件的認識應該屬於廣義。

而狹義上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僅指由於

行政權力的不當行使而侵犯了農民的

正當利益，從而引發的擾亂社會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的群體性行為。其具體

表現形式是：當正當利益訴求缺乏協

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時，一些農民

經過策劃和醞釀，採取集體上訪、遊

行示威、罷工、罷市、絕食靜坐、圍攻

黨政機關、與維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對

峙等形式的群體性行動。本研究涉及

的對象是狹義上的農村群體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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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學者已經從多個方面對農

村群體性事件的成因進行了分析，其

中，國內學者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可以

概括為以下四種：

第一，「社會心理失衡說」認為，

在社會轉型期，由於農村利益主體的

分化，利益衝突加劇並表面化，再加

上國家沒有建立社會利益均衡機制，

強勢群體對於處於弱勢地位農民的侵

害和剝奪成為普遍現象，農民負擔過

重，以致農民的不公平感加深6。如

果農民的公正觀念與現行制度存在矛

盾，且從制度中無法尋找到合法性的

時候，他們就會採取直接而激烈的方

式表達自己對公正的要求7。在人們

的不滿情緒存在諸多燃點的情況下，

社會心理因素便會起到促進群體性事

件發生的助燃作用。

第二，「體制缺陷說」認為，在計

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

府與農民的關係由過去的間接關係轉

變為面對面的直接關係。政府對農民

的制約功能大大弱化，分配體制上出

現從三次分配向多次徵收的轉化，人

口體制上，部分農民對計劃生育政策

存在¬對立情緒等等，都是導致農村

幹群關係緊張乃至誘發群體性事件的

深層次原因8。

第三，「結構斷裂說」認為，經濟

社會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社會結構斷裂

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中國

出現了社會階層、城鄉二元結構和社

會保障機制等的斷裂，結果導致部分

社會成員被拋棄於社會結構之外9。

第四，「社會控制機制弱化說」認

為，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不同社

會群體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社會

關係產生變化。這些新的價值觀和行

為方式超出了原有的社會規範的約束

範圍，因而出現沒有相應社會規範約

束的狀況，這就是所謂的「規範真空」

或「控制失靈」bk。當各種問題和矛盾

相互交錯、相互影響、日趨激化，而

社會運行機制不能及時有效地進行調

整和控制時，就必然會導致大量社會

失範行為的發生，嚴重時會引發群體

性事件。

總之，國內學術界以及政府行政

部門認為，引發農村群體性事件的原

因主要來自四個方面，即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但

是不難發現，這些分析不同程度地表

現出「宏大有餘，細微不足」的特點，

而且均注重從外部因素為農村群體性

事件找原因。相對而言，本文試圖從

基層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角度來探

討農村群體性事件的緣由及其治理。

所謂「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是

指：權力行使的過程既符合正式規

定，又融入了諸如人情、面子等日常

生活原則和民間觀念。在中國特定的

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基層政府在行使

權力時常常具有通融性，但有時也迫

於上級的壓力，或為了實現其特定的

目標，在特定時期，讓老百姓感到這

種權力的行使具有正式性和權威性。

本文以發生在新疆柯蘇縣bl因葡

萄種植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為例，從

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角度來分析農

村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緣由，並從治理

的角度探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本文

使用的資料，來源於筆者2008年12月

至2009年2月寒假期間和2009年10月

到12月期間進行的田野調查bm。資料

收集的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半結構式

訪談。在研究類型上，本研究屬於個

案研究。筆者希望通過解剖和分析一

個具體的案例，來深入與全面地理解

權力在基層的運作方式及其與群體性

事件的關聯。

柯蘇縣全縣總面積9,154平方公

里。下轄7個鎮、3個鄉、3個民族

鄉，有208個村民委員會。柯蘇縣總

人口僅17萬人，有32個民族，其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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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民族人口大約佔總人口的18%；哈

薩克族是最大少數民族人群，大約佔

總人口的10%；回族次之，佔總人口

的4%上下；維吾爾族再次之，佔總人

口的3%上下。

柯蘇縣水資源之豐富在乾旱的新

疆是不多見的。境內建有大大小小的

水庫4座。稻田用水主要來自於灌

溉，灌溉只有引池塘的蓄水，所以每

個村都有大大小小數十個池塘。該縣

以出產優質稻米和魚類而在新疆小有

名氣。柯蘇縣屬溫帶乾旱半乾旱氣

候，非常適合於葡萄種植。

一　國家政策與壓力型
權力運作　　

在基層，權力運作在很大程度上

來自上級政府的壓力。在新疆，西部

大開發政策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

這一政策實施以來，西部各地都想抓

住這個千載難逢的發展時機，實現經

濟跳躍式發展，徹底擺脫貧困落後的

面貌。於是，各地出現了「錦標賽」式

的招商引資熱。

柯蘇縣也不例外。2004年，柯蘇

縣政府大樓y還赫然懸掛¬顯眼的標

語：「任何人都是招商引資人，任何

單位都是招商局！」宣傳欄y則貼¬

這樣的文件：

關於幹部招商引資任務考評獎懲

辦法的通知

⋯⋯堅持把招商引資工作作為

「一號工程」、「一把手工程」，實行招

商引資「一崗雙責制」，用有錯無為問

責辦法對幹部職工在招商引資工作方

面進行嚴格考核和問責。招商引資佔

績效考核權重達到50%以上。對未能

按序時進度完成招商引資任務的個

人，實施以下處罰措施：

（1）上半年未完成全年任務50%

的，對具體責任人罰款100元；9月底

未完成全年任務75%的，具體責任人離

崗招商；個人年終未能完成全年招商

引資總額的，責任人罰款500元並離

崗招商一年，離崗期間只發生活費。

（2）對未完成任務的單位和鄉

鎮，在年終的考核評比中倒數第一

者，實行「一票否決」，單位、鄉鎮一

把手就地免職。取消綜合先進評比資

格，其黨政主要負責人下浮一級工

資，一年內不得提拔和調動；連續兩

年未完成任務的，降一級使用。

（3）正處級每人拿出1,000元，副

處級每人拿出800元；正科級每人拿

出500元；副科級幹部每人拿出300元

工資作為招商引資保證金，年終未完

成引資任務的扣除全部保證金。

⋯⋯能招得4,000萬元左右工業

項目進工業園區者，可直接提拔為正

科級幹部；完成1,000萬元以上工業項

目進工業園區的，可提升一級⋯⋯

有幾句流行語在柯蘇官員中間流

傳：「不管東南西北風，咬住招商不

放鬆」；「多換思想少換人，不換思想

就換人」；「有錯是過，無錯也是過，

無功還是過」。當地有著名的「四個不

論」，即「不論哪一種形式，能搞活

就行；不論公有私有，能發展就行；

不論規模大小，能賺錢就行；不論歸

誰所有，能交稅就行」。招商任務經

過層層分解、量化分配，落實到在職

幹部和各單位，並都簽下了責任狀。

幹部使出渾身解數，四處奔走，甚至

放下手頭工作外出招商。

2000年，中國內地葡萄酒廠全面

引進國外「公司＋農產品基地」的新生

產模式，紛紛與一些地方政府聯手，

以推進當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為旗

幟，爭搶建立農產品生產基地。新疆

天州酒業國際公司（以下簡稱「天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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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政權組織既位於

自上而下的壓力型科

層制之下，同時又面

對一個自下而上的非

程式化鄉村社會。處

在夾心層的位置決定

了鄉鎮權力運作既要

遵循壓力型科層體系

的運作邏輯，又要深

知鄉村社會中的地方

性知識與村莊本身所

特有的各種行為邏輯。

業」）頂¬股東的指責，在股票沒有分

紅的情況下配股募集資金，建設新的

葡萄酒廠。該公司計劃在柯蘇縣農村

建設十五萬畝釀酒葡萄生產基地，並

在柯蘇縣城建立全資子公司新疆金汁

國際葡萄酒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

汁酒業公司」），總投資兩千萬元。

對於正為完成招商引資任務而頭

疼不已的縣、鄉官員來說，天州酒業

無異於是救命稻草。為了與另一家公

司競爭，天州酒業向柯蘇縣政府提

出，必須在2001年春季全部種上釀酒

葡萄苗，同時，天州酒業在沒有完成

辦理開工手續的情況下，迅速破土興

建廠房。在得知種植合同簽訂進展緩

慢之後，天州酒業放出風聲要撤回投

資。於是，縣長親自指示各鄉政府，

合同必須盡快簽署，葡萄必須盡快種

植，否則工作不得力的幹部將受到嚴

厲處分。於是，大大小小官員上下齊

動手，葡萄基地算是建成了。

但是，第二年縣政府頒布的文件

對招商引資又有了新規定，筆者在一

位鄉幹部那y看到了以下文件，其中

有這樣的內容：

⋯⋯實行招商引資工作述職制度，硬

化相關招商措施，對招商引資排名靠

後的單位加大問責力度。堅持「誰引

進，誰跟蹤服務」的原則，由引進單

位負責人陪同，入區的企業由開發區

與引進單位共同做好日常服務工作。

這意味¬，鄉政府作為招商引資的具

體部門，不但要負責督促把葡萄種下

去，還要全程負責跟蹤服務，任何影

響招商引資大局的事情都必須壓下

去。於是，西河鄉政府發了一份紅頭

文件，大意是：為了加快本地區農業

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民增收致富，

今年起在本鄉下轄的十八個村必須全

面推廣種植釀酒葡萄。事先沒有任何

徵兆，可是文件下發十分迅速，各村

村長也都突然接到通知到鄉y開會，

還被要求當場簽下了書面責任狀，保

證本村當年全部改種釀酒葡萄，如有

延誤要受到處分。於是，各村採用合

同的形式，由村和村民簽訂種植釀酒

葡萄的合同，春節之前各村必須完成

合同的簽訂。

當時，西河鄉二道樹村的村長

ZLY懷¬沉重的心情回去了。他意識

到這項工作的棘手性。按照他的說

法，主要困難是bn：

土地早就包產到戶了，人家自己想種

啥就種啥，我們沒有權力干涉。再說

了，在新疆哪ý都找不到我們這兒這

麼好的條件，水多，不缺水。這個地

方自古以來就是種水稻、養魚，也不

愁賣。一下子讓老百姓都種葡萄，接

受不了，稻田池塘啥的都已經開發成

熟了，得毀掉，人家個人自己跑出來

關係網，賣水稻賣魚，都給打斷了，

一下子都毀掉誰能願意呀。

二　鄉鎮權力：運作於
上下之間　　

鄉鎮政權組織既位於自上而下的

壓力型科層制之下，同時又面對一個

自下而上的非程式化鄉村社會。處在

夾心層的位置決定了鄉鎮權力運作既

要遵循壓力型科層體系的運作邏輯，

又要深知鄉村社會中的地方性知識與

村莊本身所特有的各種行為邏輯bo。

二道樹村村長ZLY回到村y，馬

上召集村委會領導班子開會，宣讀了

鄉y的文件。如其所料，多半人表示

反對。ZLY只好改變工作策略，一方

面命令村委會成員必須帶頭簽合同，

另一方面，成員必須說服自己的親朋

好友。ZLY早出晚歸，往自己的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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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家y去，軟磨硬泡地勸說他們支

持自己的工作，指望他們能在簽合同

上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功夫不負有心

人，終於有三家還欠¬他錢的村民礙

於情面，同意簽合同。可是，此後儘

管磨破嘴皮，ZLY卻再也沒收到一份

簽字的合同。規定上報的時間到了，

他沒有向鄉y匯報，滿以為拖一拖，

可以拖過春節後再作打算。不料，鄉

長親自打電話詢問情況，ZLY只好硬

¬頭皮實話實說。鄉長聞訊大怒，在

電話那一端大拍桌子。第二天一大

早，一輛小吉普車疾馳進入二道樹

村，車上跳下來一個面目嚴肅的人，

對ZLY自我介紹說，自己是鄉y派

來的駐村幹部，來全面接管ZLY的

工作，而ZLY因工作不力就地停職

反省。

駐村幹部一來，就立即召開了村

委會擴大會議，一直開到半夜才散。

會議要求全村幹部站在「乘西部大開發

東風」的新高度，在全村打一場「短、

平、快」的「葡萄攻堅戰」。於是，該

村掀起了一場種植葡萄的大動員。

（一）吹疾風，造聲勢

會議之後，先是村y兩天之內到

處刷滿了新標語：「解放思想，發展

經濟」、「要想富，種葡萄」、「乘西部

大開發東風，種葡萄富村富民」、「產

業結構大調整，種植葡萄最划算」、

「高瞻遠矚，葡萄興村」等隨處可見。

葡萄還沒有種，一塊「柯蘇縣釀酒葡

萄生產基地」的牌子已豎立在村口。

村廣播室安裝了一個嶄新的高音喇

叭，每天十小時不間斷地宣傳種植葡

萄的好處，以及各級領導的講話。通

過種種官方的話語大造輿論，在全村

營造有利於種植葡萄的氛圍。

緊接¬，村y又掀起了開會的高

潮，在半個月內先後召開了三次全村

會議，密集程度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全面實行以後實屬罕見。第一次會

議的主要內容是請來金汁酒業公司的

技術人員和行政官員介紹種植釀酒葡

萄的效益，以及技術的難易程度，並

介紹了山東長城葡萄酒廠釀酒葡萄生

產基地的經驗和成就。第二次請來了

縣委和鄉y的領導，講解全縣面臨的

經濟形勢，說明產業結構調整的緊迫

性，以及縣、鄉兩級政府對種植葡萄

的優惠政策。第三次是舉行誓師大會。

（二）拔「釘子戶」：魚塘被推平了

雖然聲勢造得很大，但是種植合

同的簽訂工作卻依然進展緩慢。村y

有五六個先富起來的養魚戶不願意毀

掉經濟效益很好的魚塘，堅持不種葡

萄。村y人也都抱¬觀望的態度。駐

村幹部認為，必須將這些養魚的「釘

子戶」拔掉，局面才能有所突破。於

是，發生了魚塘被推事件。據一名養

魚戶ZJB所說bp：

年前正是賣魚的旺季，那幾天凡

是養魚的都忙S破冰打出一些魚，趕

S在春節賣個好價錢。那天，我招呼

幾個人往魚塘去，準備破冰打魚。突

然，我看見一台推土機正往我家魚塘

推土，老遠轟隆隆地動靜可不小。冰

早就被炸開了，熱氣呼呼地冒，魚死

了一大片，白花花的到處飄S。我一

驚，急忙跑上前問。那個狗娘養的駐

村幹部沉S臉說，誰不簽合同，就推

誰的魚塘。我衝到推土機前想攔住，

被他們拉到一邊按住，根本動不了。

不一會兒，魚塘就被推平了一小半，

一池子活魚全白瞎了。後來他們鬆開

了，我還是動不了，腿軟的站不起來

了。咋咧養魚犯啥法了？我在自己家

地ý挖魚塘，跟村ý簽了三十年土地

承包合同，白紙黑字，咋說不讓幹就

雖然聲勢造得很大，

但是種植合同的簽訂

工作卻依然進展緩

慢。村_有五六個先

富起來的養魚戶堅持

不種葡萄。村_人也

都抱k觀望的態度。

駐村幹部認為，必須

將這些養魚的「釘子

戶」拔掉。於是，發生

了魚塘被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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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_一些超生戶被叫

去村辦公室談話，說

他們違反國家的計劃

生育政策，現在必須

嚴肅執法。忽然有小

道消息傳來，說簽種

植合同的家庭可以不

追究計生問題。於是，

婦女紛紛和家_人商

量簽合同。果然，凡

是簽了合同的，再沒

有村幹部上門檢查。

不讓幹了？入秋前才買的新苗子，底

子上鋪的防滲膜，咬牙把家ý的錢都

投進去了，還跟小舅子借了三千塊，

本來指S年前行情好賺一把，這幫黑

心官，眼紅我養魚，完啦，都沒了，

都沒啦！

其他養魚的聽說這個消息，趕緊

往自家魚塘跑，都抄S傢伙等S。推

土機果然轟隆隆地開來了。抄傢伙也

不管用啊，誰能擋住那鐵疙瘩。沒多

一會兒，又一個魚塘給推了。我們這

些人終於明白了，眼前這形勢，不簽

合同是不行了。趕緊找幹部要簽合

同，先保住魚塘再說。他們立馬現場

給辦了手續，還保證，凡是簽了合同

的，就不推魚塘了。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也是假話。為啥呢？因為後來春播

的時候，推土機又來了，所有的魚塘

都給推平了。村幹部說了，你們都簽

了合同了，還要魚塘幹啥？得把地騰

出來種葡萄，我們是做好事幫助你們

平地，還沒有收你們一分錢的機力費

呢，把我們騙慘了，我這個氣啊！

（三）交易：以計生權利換種植
合同

與此同時，村y一些超生戶分別

被叫去村辦公室談話，說他們違反國

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前領導心慈面

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現在必須嚴肅

執法。以前沒有罰款的現在得罰款，

以前罰過款的還得再交教育經費，要

不然不讓孩子在村小學上學。凡是村

y育齡婦女符合節育上環條件者一律

去上環，凡是不去的一律罰款。一開

始，村y的婦女沒把這些放在心上，

但很快她們就感覺到了這次風頭有些

不對勁。婦女ZHJ這樣說bq：

我正催S老小趕緊寫寒假作業。他老

師來家，說下學期老小不能去上學

了，超生的學生得交錢才能上學。連

我家老小，還有班ý七八個孩子，都

不讓上學了。我去到校長家問，校

長說這是鄉ý的規定，不執行的話連

他自己家ý的親戚都要受處理。真是

愁死我咧。這村離鄉ý遠，娃兒又

小，就這一個男孩，不在村ý上學，

就沒地方去了。

以往為了不做節育手術，婦女百

試百靈的做法是出去躲一陣子再回

家，這事就算拖過去了。可是，這次

不同了。馬上要過年了，難道過年也

要出去躲？她們一籌莫展。忽然有小

道消息傳來，說簽種植合同的家庭可

以不追究計生問題。於是，婦女恍然

大悟，紛紛回家和家y人商量簽合

同。果然，凡是簽了合同的，再沒有

村幹部上門檢查。ZHJ於是趕緊催促

丈夫簽合同，並且帶上合同來到校長

家。校長當場承諾ZHJ的孩子下學期

可以照常上學。

（四）威脅：逼迫教師、醫生作
動員

寒假期間，村小學的教師被叫回

學校開會。校長說，學校現在師資超

編，要減少幾位代課老師，政治覺悟

高、表現好的可以優先考慮留下。種

植戶ZHJ家孩子的班主任ZL和其他三

位代課教師接到通知，要做好被清退

的思想準備。ZL這樣說br：

代課教師就是這點不好，不穩定。高

中畢業到現在，我在學校已經幹了六

年了，年年都是先進，我喜歡這個工

作。農活我一點不會幹，也吃不了那

苦。晚上我和我爸爸去了他〔校長〕家。

校長嘆了口氣說，實話給你說吧，你

趕緊動員自己的學生家長簽合同，簽

不下合同就只能走人，ZL你也別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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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也是被逼的。聽校長這麼一

說，我才明白過味兒來，原來是合同

鬧的。沒別的辦法，趕緊回家想辦法

簽合同吧。我爸爸把能求的親戚都求

遍了。我又挨個家訪，找學生家長

簽。最後總算是保住了飯碗。

村醫務室醫生ZLQ這兩天也被駐

村幹部叫去談話，說村委會正在考慮

以後不再與她合作了，並考慮撤回每

年撥給她的兩千元補貼，而撤不撤就

看她最近的政治表現了。ZLQ從縣y

的Ø生學校畢業後回到村y，原本開

了一間個體診所。後來村y與她協

商，將她的診所擴充為本村的醫務室，

由村y每年撥給她兩千元補貼款，並

可以無償使用村y一間辦公室作為醫

療室，承擔一些公共Ø生服務職能。

對於村委會的考慮，ZLQ如是說bs：

我一猜就知道是合同鬧的，可開頭沒

明白過來，要說這事吧也輪不到我頭

上，我又不種地。娘家婆家那邊我早

早讓都簽了，就怕找事。後來村幹部

把話說透了，光自己家的人簽還不

夠，說我是醫生，村ý人多少都給我

點面子，我還得做村ý人的工作，不

簽合同以後就得掂量掂量後果。有啥

法呢，我一家一家找，找經常來看病

的，真是拉不下這個臉哦。我也不是

看那兩千塊錢，沒有就沒有了。主要

是現在我算是村ý的醫務室，這個牌

子不能丟。村幹部說了，合同完成得

好了，明年開始搞農村合作新型醫療

試點，可以考慮把我這個醫務室報上

去。還是得想辦法找他們簽合同唄，

最後也算是對付過去了。

（五）利益誘惑：建新清真寺

二道樹村是個多民族聚居村，如

何穩妥地讓少數民族簽訂種植合同，

這也是縣y大大小小幹部在招商引資

中碰到的最為頭疼的問題之一。有駐

村幹部建議可以把修建清真寺作為突

破點，此建議立即受到重視。

村y以前只有一座比較破舊的清

真寺，主要是哈薩克族村民在此做禮

拜。回族村民大多是1949年後因為各

種原因遷來的，他們一直渴望建一座

自己的清真寺。但是，柯蘇縣本身就

是國家級貧困縣，就連西河鄉經濟發

展也在該縣十一個鄉鎮中排名倒數第

五，哪有錢做這些事。回族村民募捐

不到足夠的錢，修建清真寺的事情一

直被擱置了下來。

針對這種情況，天州酒業向縣政

府提出，願意出資幫助當地回族修建

清真寺，後來又追加條件，按照每月

60元的標準給阿訇（主持清真寺宗教事

務人員）們發三年的補貼。縣政府全

盤接受了這一建議，只是同時指出，

這筆錢最好由天州酒業以合適的理由

交給縣政府，名義上算作政府的出

資，這樣在具體開展工作時會方便一

些。最終，由天州酒業出資、政府出

面，在柯蘇北部的六個鄉鎮修建、翻

新了八座清真寺，種植合同的簽訂工

作也因此一路暢通。

當時，回族農民ZMJ被通知去村

委會辦公室一趟。他忐忑不安地推開

辦公室門，M副鄉長熱情地站起來與

他握手，拍¬他的肩膀告訴他一個好

消息：鄉y願意出錢給村y建一座新

的清真寺，而且清真寺會被豪華裝

修，y外貼瓷磚。y面配置安裝空

調、電視、電話、VCD。地上鋪純羊

毛地毯。ZMJ回憶道bt：

當時那個高興勁兒就別提了，話也說

不出來了，可又一想，真的、假的？

M副鄉長又拍S我肩膀說，政府關心

愛護少數民族群眾，少數民族群眾是

不是也應該支持政府的工作呀。建設

二道樹村是個多民族

聚居村，如何穩妥地

讓少數民族簽訂種植

合同，這也是縣_大

大小小幹部在招商引

資中碰到的最為頭疼

的問題之一。有駐村

幹部建議可以把修建

清真寺作為突破點，

此建議立即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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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三年才掛果，按

照合同規定，種植戶

不准在葡萄地_間作

任何其他作物，以免

影響葡萄的長勢。種

植戶靠甚麼吃飯呢？

到了2004年9月底，

當農民將採摘的葡萄

運往縣_的葡萄酒廠

交售時，卻發現葡萄

酒廠不按當時的合同

收購農民的葡萄。

資金啥時候到位，就看回族群眾對政

府工作支不支持了。這話，我品出味

來了。當時，我當場就表了態了，咋

說的我記不清了，反正就是保證一定

讓回民全都把合同簽了。回去後我一

說這事，大家都高興得要命，可是一

說簽合同又都不痛快，我罵他們，你

們婆娘樣咋頭髮長見識短，錯過這個

村就沒這個店了，難不成你們還想擠

在一塊？他們就都簽了。這不，你剛

才看到的清真寺就是這樣蓋起來的。

你說啥，漂亮，咳，是漂亮，按說我

們應該感激。可是鄉ý也出錢把那清

真寺〔他朝老清真寺努努嘴〕裝修了，

還以為只給我們花錢呢。修就修了

吧，八成也是為了合同。

（六）起訴：殺雞嚇猴，阻止挖
苗風

葡萄苗種下去以後不久，種植戶

中出現了挖苗風。有些種植戶不熟悉

田間管理技術，葡萄苗死了一部分，

他們情緒上受到打擊，就把其他葡萄

苗挖了出來，改種其他作物。筆者在

調查中了解到，6個鄉鎮大約一共有

28戶挖苗。金汁酒業公司立即向法院

起訴28戶種植戶，並要求承擔相應損

失。法院判決結果自然是種植戶敗

訴，種植戶需要向金汁酒業公司支付

數額不等的違約賠償金。

判決下來以後種植戶並沒有上

訴，但到了三十天的期限之後也沒有

按照判決書上寫明的數額向公司支付

違約金。於是，金汁酒業公司申請了

強制執行。判決書的執行最終是這樣

的結局：雙方達成了和解。種植戶寫

下了書面保證，將補種葡萄苗並且保

證以後不再挖苗，並嚴格履行合同的

各項義務，同時如果看到有別的種植

戶挖苗，必須立即報告並積極勸阻。

金汁酒業公司則放棄索要賠償款。這

次起訴的確收到了殺雞嚇猴的作用，

此後再沒有發生挖苗事件。

三　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
後果　　　　　　

在各種各樣力量的推動下，二道

樹村算是完成了合同簽訂的任務。春

播時節很快到來了，種植戶在酒廠技

術員的指點下，翻地、起隴、植苗、

搭架子，一切都還算順利。但是很快，

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葡萄三年

才掛果，按照合同規定，種植戶不准

在葡萄地y間作任何其他作物，以免

影響葡萄的長勢。種植戶靠甚麼吃飯

呢？於是，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通

過外出打臨工等方式，克服了經濟上

的重重困難。可是，到了2004年9月

底，正當農民將採摘的葡萄運往縣y

的葡萄酒廠交售時，卻赫然發現葡萄

酒廠不按當時的合同收購農民的葡

萄。種植戶ZLG說ck：

老遠就聞到了葡萄汁味兒，濃濃的，

心想S這是咋回事。一拐過路口，嚇

了我一跳，前邊兒的路都堵死了，淨

是裝了葡萄的車，一個挨一個挨S排

了一長溜兒，都望不到頭了。好多車

上的葡萄正淌汁，滴答得路上黏糊糊

一片一片的。我趕緊停車下去問問。

別的車說，酒廠不按兩塊錢收了，嫌

貴了，非要按五毛，要是不同意就不

收。這會兒酒廠大門正關S呢，我們

已經去了好幾個人，扯皮到現在也沒

有回來。

ZLG急了，懷¬半信半疑的心

情，徒步走到酒廠大門外，隔¬大門

鐵欄杆向y面的工作人員詢問情況。

果然和路上聽到的說法一樣，工作人

員有氣無力地打發ZLG和後面陸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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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詢問的種植戶。站了一會兒，他只

得拖¬沉重的步伐返回自己的農用

車，一路上聽見種植戶的罵聲不斷。

原來，排在前面的車已經在酒廠門前

停了一天一夜，種植戶都在車上吃，

車上睡覺。這倒還不算甚麼，關鍵是

葡萄放不得，愈放品級愈下降，眼看

就要都爛了。ZLG不得不和其他農戶

一樣縮在車上。濃烈的葡萄汁招來一

團團的蒼蠅、蚊子。他們度過了一個

焦慮的不眠之夜，次日又等了整整

一天。

當夜色開始降臨時，身心疲憊到

極點的種植戶開始不斷地哭泣、叫

罵。他們不再小心翼翼地看守¬自己

的葡萄，而是前呼後應地結夥向酒廠

走去，半路上迎面碰見返回來的談判

代表。種植戶急切地圍上去詢問情

況，代表垂頭喪氣地說還是沒有進

展，酒廠態度很硬，根本就不鬆口。

眾人頓時群情激憤，蜂擁前往酒廠大

門外，開始砸大門，高聲喊¬讓酒廠

廠長「滾出來」。大門被撞開了後眾人

衝進去，酒廠工作人員上前攔截制

止，雙方扭打成一團。眾人撞開各個

辦公室的門尋找廠長，四處被亂砸一

通。混亂之際，警笛突鳴，110警車

閃¬紅燈衝了進來。幾個警察跳下，

將ZLG等幾個帶頭鬧事的人抓到警車

上帶走了。隨後，駐當地部隊也來到

現場。眾人見狀紛紛往廠區外走，回

到自己的農用車上，開¬車直奔縣委

大院。他們衝過崗哨把車直接開進

去，將葡萄傾倒在縣政府辦公大樓門

前，揚長而去。後來成了種植戶的

ZJB談及當時的場面cl：

那場面，咋說呢。辦公樓前全是葡萄，

那個堆啊山一樣。有的人更叫厲害，

都堆到辦公樓大門過道上了，哎呀，大

門就堵死了，人進不去也出不來，那

叫一個痛快啊。蒼蠅蚊子都招來了，

嗡嗡亂飛，好多葡萄都爛了。誰叫當

初這幫當官的逼S我們種的，現在可

好沒有地方收，不找他們找誰？

酒廠非逼¬降價才收葡萄，警察

還抓了人，這個消息一傳回二道樹

村，就引起了軒然大波。村民將駐村

幹部團團圍住，推推搡搡地質問他。

駐村幹部心y很清楚，這事豈是他一

個人能解決的？他結結巴巴地給鄉y

打電話做了匯報，鄉y只是說縣y已

經指示會派領導來調查情況，於是村

民只好坐等。

眾人坐等許久，仍不見有人來，

不少牽掛¬家務事的人漸漸都回家

了。等他們忙完回頭再找駐村幹部

時，卻發現他已經逃之夭夭。村民勃

然大怒，叫喊¬去鄉y打死他。於是

種植戶開始向鄉政府進發，一路上不

斷碰見其他村的村民也往鄉政府去，

隊伍滾雪球一般不斷壯大。到達鄉政

府大院門口時，村民只見大鐵門緊

閉，不見有人出入，人群y再次爆發

出叫罵聲。忽見遠處疾馳而來一輛小

轎車，種植戶上前圍住拍打，車被迫

停下來，但是不開車門，不停地按喇

叭。此時，鄉政府大院鐵門忽然大

開，y面走出了一行幹部，走在前面

的正是鄉長。他一邊揮手一邊大聲

喊，這是 J副縣長來了，大家快讓

開。雙方對峙了片刻，J副縣長走下

車說，我就是來看望大家的，有甚麼

困難咱們想辦法，先讓我了解了解咱

們鄉y的情況好不好。眾人這才讓開

一條路，車開進了鄉政府大院，種植

戶也蜂擁跟¬進去，擠在大院y。

眾人對這個J副縣長滿懷希望，

嘰嘰喳喳地大聲議論¬，繼續坐等，

鄉政府大院y黑壓壓坐了一地人。等

了許久，鄉政府辦公樓y卻悄無聲

息。天色漸漸黑了，遲遲不見辦公樓

y有燈光亮起來。眾人開始拍門敲玻

為了完成各種指標和

任務，以及為了獲取

資源，當處於壓力型

科層制下與非程式化

村莊中間的鄉鎮政權

組織，發現通過制度

化的權力運作方式不

能完成任務時，各種

非制度化的權力運作

方式便成為了自然而

然的選擇。但正是這

種非正式的基層權力

運作，才導致了農村

群體性事件的頻發。



130 經濟、社會
與傳媒

璃。一會兒又有幹部模樣的人走出來

用強硬的口氣說：「敲甚麼敲，都給

我回去，今天解決不了，J副縣長不

在這y，已經走了。」種植戶的憤怒

再次爆發了，開始捶擊辦公樓大門，

喊¬號子撞擊大門，忽然發現J副縣

長的小轎車還停在院子y，眾人一擁

而上把車掀翻。ZJB說cm：

當時派出所也來人了，又想抓人哩。

警車就停在我們邊上。他娘地我們人

多，他們圍S轎車轉了幾圈問誰幹

的，聲音小小的，跟放悶屁一樣，沒

人理他們。要擱平時，我見到戴大蓋

帽的都繞S走。當時一點都不怕，我

們人多，他都抓了去？那才好哩，有

地方管吃飯了。

種植戶紛紛調轉方向朝縣城進

發。沿途不停地有人圍觀和詢問，又

有許多人紛紛加入。同時，一長串滿

載¬葡萄的農用車也跟在隊伍後面走

走停停。到達縣政府大院門口時，大

家看到大門緊閉，不見一人進出。正

當眾人準備用農用車撞開大門時，兩

輛½包型警車從遠處疾馳而來。人群

一陣混亂，以為是公安局來抓人，紛

紛摩拳擦掌。車開到近前，車門打開

了，y面下來了幾個人。原來，被縣

派出所抓去的人放回來了。人們紛紛

圍上前問長問短，察看他們是否受傷

後，情緒漸漸地平靜下來。一會兒，

警車y又出來了幾位各鄉派出所所

長。在西河鄉L所長的勸說下，種植

戶推選了五位代表，四男一女。種植

戶很快形成了談判的底線：酒廠必須

按照保護價收購全部葡萄，已經毀損

的，按照採摘前技術員測產的數量計

算；必須向被拘留的種植戶賠禮道

歉，支付一定的經濟損失。至於酒廠

被砸毀的一些財物，不能再追究種植

戶的責任。

四　結論與討論

新疆柯蘇縣葡萄種植的案例說

明，鄉鎮權力運作的邏輯不單單是基

層政權制度本身的問題，更多的是受

國家宏觀制度運作特點以及微觀社會

基礎所決定的。為了完成各種指標和

任務，同時也為了獲取資源，當處於

壓力型科層制下與非程式化村莊中間

的鄉鎮政權組織，發現通過制度化

的權力運作方式不能完成任務時，各

種非制度化的權力運作方式便成為了

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但是，不得不

正視的是，正是這種非正式的基層

權力運作，才導致了農村群體性事件

的頻發。正如有些農民所言，「中央

的經是好經，全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唸

歪了。」

表面看起來，基層政府權力運作

的方式似乎充滿地方性智慧，但是從

長遠看，這種策略具有一種「飛去來

器效應」cn，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上級

政府在農民心目中的權威和信任度。

在本案例中，種植戶面對基層政府正

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只能無可奈何

地接受了現實。然而，當酒廠違約挑

戰了種植戶的忍耐性時，他們採取了

看似毫無組織、實則極為理性的鬥爭

策略。他們在一時氣憤之下衝擊了酒

廠，但卻很快地把憤怒的矛頭指向各

級政府。一些種植戶把大批的葡萄傾

倒在縣政府門口，另一些種植戶積極

響應，立即到鄉政府大鬧一場，很快

趁熱打鐵從鄉政府又鬧到縣政府。

近幾年來農村群體性事件頻發的

實質，就在於組織議程與制度議程出

現嚴重的偏離。在組織議程中處於重

要地位的政策議題，如容易引起極大

民憤的社會事件，因為制度結構等因

素的限制，要麼無法進入正式的制度

議程，要麼在正式的制度議程中處於

弱勢地位，沒有引起決策者的關注。

種植戶面對基層政府

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

作，只能無奈地接受。

然而，當酒廠違約挑

戰了種植戶的忍耐性

時，他們採取了看似

毫無組織、實則極為

理性的鬥爭策略。他

們在一時氣憤之下衝

擊了酒廠，但卻很快

地把憤怒的矛頭指向

各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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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關的社會問題長期被「選擇

性忽略」co。

造成群體性事件頻發的議程偏

離，與中國當下的壓力型體制有¬緊

密的聯繫。在這種體制下，基層社會

的治理便呈現出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農村群體性事件就是社會轉型過程中

社會矛盾的間斷性釋放。社會矛盾所

積累的社會能量，對社會秩序具有破

壞性和威脅性。依靠單純的壓制手

段，雖然可以維持暫時的社會穩定，

但是相關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不能及時

解決，社會矛盾所蘊藏的社會能量會

不斷積累，最終會導致更激烈的社會

動蕩和政策間斷。正是由於這種深層

次的體制原因，才導致了基層政府

「政治病」的爆發。

因此，改革這種自上而下的壓力

型政治體制，並改變正式權力自上而

下的運作邏輯，是社會、政治、經

濟、文化發展的客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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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群體性事件是社

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矛

盾的間斷性釋放。依

靠單純的壓制手段，

雖然可以維持暫時的

社會穩定，但是相關

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不

能及時解決，最終會

導致更激烈的社會動

蕩和政策間斷。因

此，須改革這種自上

而下的壓力型政治體

制和正式權力自上而

下的運作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