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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处理不确定性
游击式政策与适应性治理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不进行政治自囱化的量挤侠置增长实际上代价高昂.

其中最明显和量严重的代价也许是曾遭中国公民自由扭刺的匮王. 另外政情融王

制约也是导致现今中国面临的诸如干部腐融、 捐费者权益悻护不力 Wl.环境破坏

韩博圭费宣理

冒|

抛弃共产党提泊，罪用自由民主制lr. 然而个个十年过去丁，中国共产主义
体草并世有奄奄一息. 与此相反，是31': 7 1'176 年毛泽东逝世、 1四防年政情凤桂、
1997 年邓小平逝世且 2008一双四年大理模少量民脏噩乱等事件的考验，中国政
府越来越嗣熟地应时诸如领导仅直接、 群众扭扭、 行政硅革、 法治化山且与圭璋
~!开融合等各种重杂的挑战. 中国耻权显示出令人惊奇的危机生存能力 ， 先后踵
过了 l胃7-1酬年的亚制盒'且危机、 四3 年的 SARS 传血病爆宜，以且在朋2四年的圭璋盟事章迪等等. 而这些危机桂佳会蜡许事脆弱的政扭陋晌丧骨.

等问题的原因之一。不难想章 ， 这些问踵迫早会带来体制变迁.

曹

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不断有人预言中国政治体制即将崩檀 . JI<
欧E班联相继解体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幸存下来，但也幢幢让中国政府行
将草木的预盲消失 . 这些年辑们甚至看到以此论调为题的书露纷纷面世，譬如
《中国即将崩愤)， (中国陷入转型困撞} 、 {中国

脆弱的题组大国 ) .听起来稿

在这里 ， 我们不打算冒睦预测共产茸在中国还会统治多久。 Jfi史上盎生的
偶抽事件事变难测，这让面吉未来失去实际价值. 我们也不睛测未来中国政治体
亘古查血什么样子 ， 这种i!I(革远景还是国给中国的民罩着与政摹草来描娃更为适
当. 我们作为社会学事只想重新审扭令共产党执政到今天背后的原因 j 或更准确
地说， 这背后的政策机制① . 过去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快速和深远的组
织、 颐和社会转变?这个翩翩为剧有史M酬的呈阳酬带来的动
酶 ， 运用了何种政治挂巧和操作理序， 毕竟 . ~!开转型不光带来更多财富和圭璋
影响力，也带来了酣时陋的时立脚、 收入和地区不平等酬. l;l，!t此起
植快的群体性冲突等严重问题.

幢乐理一点则有〈中国的民主前景将如何监生并将走向何方》①.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辑菁待续高速增候，这让一些人封随之应来的政治转型

充满期待.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随着社会不置不断加剧，要保持垣菁士'长盟必须

50"川剧 院创h缸m. ..国稀里尔大攀比级政府和中国政治经济掌敏蟹 、 东罩与太平部研

究中心主任E1i.ubelh J. Perry ,

*: 111晴佛大学亨利

罗雀夫斯基讲席敏蟹 、 哈佛精..学性栓.. .

中国犹如-只" 黑天翻"

政治学对政权分盘和政体堕迁的传挠研究噩噩立在二元时立的革统论基础
上，这种源自玲战时期的分析框架是注 "丛植级体制到民主体制" "lA计划到
市罪"等这盘问题，却嗣共产党政栅具备的适应性 ( 曲曲蚓草一幢
章。从制匮上看，共产党执政的体制植公认为僵硬的体制，不具备在行政机构、

周凯翻译...了全部撞.. . 本文是哈佛大学 2011 年出版的当代命目丛书之+七《毛海东的无形
之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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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挤协调、挂术创新H 且国际竞争等方面自我完善的能力曲。这些传挠的理由无

中国在如一只"黑天鹅"对现有的社合学理论提出了挑战曲 。 党国体制的

法'助我们理鹏一个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强大中国且其背后所蕴含的动力 ， 即

政治狰性 ， 拥上一个性速增长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 融入圭璋分工体革的国民

使圃予传统理论新的内涵，也膛摆且其时过境迁的局阻②.

经膏，使中国成为一+重要的 、 无法预测的异常罩倒 . 中国潜在的巨大冲击不光

中国量有走上西方社会学革和民众所面且和期待的道路，市场化来谱出民

Ii响世界政晴和蛙前实力的分布，亦会Ii响全球关于主屉檀茸的时由. 用社会学

主化之乐章. 犀曹毛泽东统治时踊且常果用的重识罩在控制 、 斗争运动 、 组扭幢

方桂齿的术语来说 ，中 国罕见的监屉貌遍"无论是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壁量时研

附<3>(。唱剧时 dependency) 等方式已经让位于观今更理富的技术官僚曹理模

究部具有植其重要的骨值 .② 耻迫点而论，中国对政抽查迁的恃班理论和模型

式，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协商治理模式，但中国至今世有向事元的选举民主制

提出了挑战 。

的且权国革. 在我们看来，

以在的学者晶佳蛐子从他们控为熟署的那些历史路程中衍生出来的儒生和

中国虽然圭肃:联檀茸的启芷建立了国事正式制度，但政府在实行拮理的时候，却

理论去研究中国，因此他们常常把富有捕'力的创新之举扭为理误、例外、极端，

使用了一套自己曲创的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源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有的则是

甚或不过是死路一条，因而排斥扭赂它. 如果中国实际上正在瞿寻一条独特道路

转墅，假然矗一个岳阳击:联模式坦坦起来的党国古

改革开盟后有选择地借鉴国外蛊瞌的基础上班属的.正是这些治理挂巧为一 个难

呢?卫或者如果中国因其舰辑 、 历史和让世人惊讶的成就，自创-些前所未有、

解之撞一一中国为什么世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 仍取得惊人是讲且就

对西方闻所未闻的措理手段呢?中国过去三十年所罪用的制匮性和政策性的解民

提供

办桂是否只是一种过擅手段，我们尚难确定，但这些办法到目前为止相当有蝇，

了新的答案 。

虽鼎中国政府引进了市墙机制，但政府伍 l日通过掌握公共财产的所有扭 、
广宦的行政干预.山且任命企业离营等方式控制着关键产业(包指基础理址、

通讯业、盘融业等)的"制寓，帝 . 囱此看来，中国从根本上有别于某樊茸的市
场比如私有化范式 . 另外，中国执耻宜主导的:!tJiI.模式也与日本和韩国国草主导

的"盎属型国罩"大相植Ill. . 控制固有企业和公共财产 、 任命企业商管这些做
法时日韩两国Iì !开盎屉所起的作用幢乎其髓，另外，日韩两国是在是事宜R到 

个成熟阶E后才开且时外贸昂<Il.这与中国改革主韧属实施对外开放显黯不同 .

单从这点中国就值得我们社会学革密切盖在. 幅若这些手段长)..;!t挥作用，它们
肯定也会引起大众广臣的提量和盖住.

哥们既不歌嘀鼻不否定中国的政革成耻，我们只是力回去理解它们 。 这需
要首先盟章中国各种治理方式最初罪血的西头 . 在们将在书中证明，源头乃是很
植于毛泽东时代字匠的土壤里。 目前大部分西究挂在局阳于改革开监时期，这种
割型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幸扭略了中国盎属动力的提撞来源. 所以我们决定把研究
的时间跨lJrn伸到中国革命传辑且型时期(1 927- 1归9 年 ) 和改革开放前的社
会主且重世时期 ( 1归弘-1回6 年) .拽出当时政策串成和实施的过程以且方法 ，
即我们称为"毛时代"③ 的治理方式 .

这些治理方式在毛泽东主导的长迪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也曾檀查出各种
由 Vol.巾趾睡SubwtJiw!NlÍnIli<<u， TM Daip øNl血~ '" SociøliIm lWl W sr.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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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事.譬如富有毛得东个人特色的群众动员方式在 1949 年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后

的某些阶I'l' . 量到了更接近正统事联凤榕的官僚治理方式的冲击. 毛推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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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关于 ...天魏·现象对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产生的深远'曾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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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回官方并没有正式使用过"毛主义 . ( M翩翩}这-术司'而是用·毛海东思想"来很

括中团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总结而来的集体智'且在这且戮们精用西方广为人知的"毛
时代. (MaoiM) ，到民将组 L.，6 年之'审官方的政治.，以形态和领导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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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俨旦
虽然在反对声中占了上凤，但这井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从中在益。"大跃进"就

共产品的作用。据她分析，直些具有噩噩力的社会团体(且虽既有普通村民，

是一斗典型的例子，这种靠圭民运动直属量挤的模式最终因手段过世而得不偿

也有当地干部)时直撑中国乡村政府越来越重要①。

失。果用革命的手段来治理盟霄，成脏的关键是领导和意识00志，这二者民定了
最终结局是破坏还是童谊。

期不同领导且他们所面时的不同挑战，得到的答案也有所不同。我们不否认正式
草者非正式制度国章的作用.但是为何在共产党执政的各个国革中 ， 唯有中国从

制度主义学派的流行解释
许多学者在解释中国政治为何具有令人选酷的活力时，最先都是关注制度

因章。 黎置直 ( An世'eW Na山 M) 认为，中国政扭之所山有悼人的弹性，可归国
于极力5/::撞制度化和时据别主义的遏制，以且成功运用事种"输入机制( i np川
i nstitutions) 采编养对政府的"高度认同" ( high leve1 of acceptance ) ，这些"输
入机制"包括地方选举、信古、人大、行政诉语、大众跟体等等曲。民大伟

( David

Sha.mbaugh) 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一定强度与弹性一罩列的

党内改革以及其他 影响到政扭 、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有益于加强共产党的统

抽能力②。巴里·诺咽 (Barry Nau阱lon ) 和萌大力指出，中国悻留了中央控制的
核心要章-一"党管干部"制度 ( nome血1.""芭町脚叫 ，这种以党任命领导干
部为主的人事制度是巩固国革统一的最重要 机很 ③。魏昂德( An臼 w

Wa1der )

则盎现，虽酣自毛浮东时代起中国政治精英的构成宜生了显著变化(比如教育
学历明显提高 ) ，但其坦扭结构一直很自定~.
上述这些学者关性的是正式制度，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非正式制度所监挥
的作用。譬如，事欣怡认为"非正式的适应性制匪"的作用 111重要，如私营企

业革暂时将其企业在册为集体所有，从而令中央扭IØ.能自圆其说推出新举措

(如哑纳私营企业iittu入中国共产党) ，不是童间巩固了政在~<l>。事晓珩如IJ Jit理，
地方"非正式的问责制度" ( 如寺店、社固和景膜) 在中国农村地 E具有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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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制E置排中圭益。毕竟，理命中的共产主且体革髓直立为具有以下共同的

制度结构列 宁主旦政党、集体化生产、指令是胃、中央控制的直传凯器时且强
制性的公共安全肌器等.那么，是什么造成当代中国和其他前共产党执政国罩之
间的差异呢9 为叫可扭扭中国容许存在更多的非正式制度呢?与革晴和东欧国家相
反，为闽中国的党固体制不但置鼎踵过 1989 年的政治风握 ， 而且仅以

代人的

时间即在盟济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变化呢?
我们相信，这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革命传统中一些成
功的提验.与草草和东欧国革不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Z前，历握了近三十年
的革命和斗争。在如此擅长的过程中，共产党饭迫从大城市转事到偏僻农村地

区，然后卫万里*liE从南方提步睦涉到西北 ， 在植其'11苦的环境中，他们为适应
各种世战和罩了许多宝贵的蛊量数圳。量庸置疑 ， 这些丰富的革命草草让共产党

取得巨大胜利，同时也在新中国血直早期国毛的激进而导li'!售量失耻如.比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曾主动各种群众运动，有的运动提高了人 民的识
字水平，改善了基本医开状血，但也有的运动造血了血世纪最严重的机荒和环
境破坏③。 上述群众运动的源头都可山追踪到战争年代根据地时期的政策。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革命垣验至今继续芷挥着重要作用，Ji响着毛身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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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产主
几代中共接班人 。 改革时代的中国通常被极为一个后革命社会，人们普遍以为，

政治弹性和适应性治理

瞎了明显的列宁主旦的党国体制之外，毛时代的现t和做法均己遭到榈鹰的批判

和据弃①。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意识罩在冲突让位于量轩竞争，在昔的革命是
历量事不过是历史演义而已。

阜管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制匪具有共同性，但从革命年代直至今天，中国都
选挥了一条型特的道路，与革联且其直欧卫星国不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自成
一衔，表现出-种超越追求政扭睡固的政策风格，

种不断试验和改革的政策风

格，用毛的话就是"不断革命飞伟大舵手在 1949 年后以庸' 吉词德量的!H!\i阜

何i自我们所班且的弹性和瞌应性呢'弹性( resilience ) 是指一个系统具有辑
查冲击且扰乱的能力，同时"本质上保持相同的功能、结掏、 E馈，以且自我

认同"曲。而适应性 (adap曲ility )则是 指"一个罩挠内的行为主体"通过其有
意和无意的行为和直动"增强弹性的能力 " 。在此意且上，适应性的基础乃是反

应多样性(阳ipOn.se d时'f$ùy)

即行为主体通过5.1l1、酝酿、准备、先监制人等

各种行动和步骤，不断地接圭各种内在和外来挑战并进行调整。这些有关弹性和

适应性的定义着眼于行为主体的能动性 ， 把制度机制当且一个次要回章.因为适

求继续革命，他所罪用的方式瞌秘事变卫独-无二 ， 虽酣具有砸坏和毁灭的

应性假赖于人们随时准备冒睦进入陌生环境去行动去尝试 ， 以及学习并研究不

面，但也槽含丁灵活多壁的另一面。中国在擅长的革命历史中形成了-套"游击

断变弛的外界环绕 ， 所以再为和认知过程是英键。

战式的政策制定"②方法，这套方法包吉了-ffi列兼具主动出击和迂田的新颖策

历史制度主且学者遭格拉斯

诺思把适应盹力扭为主腥的核心。他指出，

略，用山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套方浩如果在新的政治领袖手中，

无论是政治军统还是经讲革挠，那些瞌让行为主体尝试不同方法的制度和规范，

服务于不同的政策目标，最终结果会大不相同。例如，战争年代鼓励各根据地在

不管是正式还是非E式的，都会增强适应能力.突瞌盎展瓶颈、化解突主危机 U

中央政治权威框提下直挥扭缸性这一做法，就被毛的接班人用在经济现代化建设

E把握新的响会，这些都需要有广E可行的备选方盎③。纳西姆'培勒布则为适

中，结果成娃显著。

应性措理的时世提出 一种新的解择 ， 他认为，制度创新能力的高帽并不取民子其

虽说某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曾握i5I.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与这些国

所扯罩挠(如市场革计划，民主制度或蓝扭制度)的特性，而是取决于革罩统

革不同，列宁主且政党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和指令性量挤世有成为中国的负担，

能提供事少"最大限度地5.!!佳补 " 的矶会。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组济体中，

相反中国驾轻就斟咀快适应了国内是济改革和圭璋市场直争的要求。产生如此显

反复佳补都需要有一种开挂在庄，允许随时在制度 、过程且行为主体等层面皮现

著差异的←斗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乐于接圭新知识和新方法。我们相信 ， 这→特质

新颖的解决方法. 在非民主国罩，如果镜泊者皿童下曲直属新知识的权力，密集

很大程度醒自同样的政罩扭制 ， 即曾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檀恒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取

的亘古董悻里也可瞌芷生哩。我们力求展示为何中国独特的政治环统有助于实现这

得胜利的那些政策机制。

种具有广E基础的革提悻补，盎JiHl!轩学草丹尼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符合威扭曲共产主义茸国体制的标准定且。然

罗德里直认为，这种静补 机制

乃是盎现政策备选方罩的主幢所在。 如果将主与国情特色相融合，井二使之适应变

而，中国幢官僚科层制分辄得支离破碎的庞大政治革班却桂活跃的政策过程圄
予了活力 1 中国的政策过程中包含了大量自下而上的输入和互动机制，远远画
过了其正式体制结构结人的印象，这种政策过程就是中国保持弹性和适应性的
基础 。

(j)本段中的定义摘自 Brian
也ndi~

Re silience

ÍD

Walker. • A fùnd(ul of Heuriarica 时岛~~可)OIIiÚOIII for Under.

Sod..l - Eeol咱 col Syste四'"崎"，..岛<:iay ， 2006 每!第 11 往第 1 期，第

2-3 页翠，院 8→页.
(j)Doo脚as

(j)李泽厚、刘 再复 《告别革命 z 二+世纪 中留对谈 豪》

台北麦闺出版应份有限公司!

t晴等.

(j)这-术语是Roderick M皿F"""'" 在哈佛大学 X四年 7 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针对后毛
时代的政策实篇发寝评论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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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全球环境，这种肌制便有糟力推动量醉和社会向前芷腥① .

制 度可塑性和政策 风格连贯性

回溯式研究 的 潜在章且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 中国政治的-个显哥特旺就是制度和政策常常变动.

回溯式研究方法与制度史研究的略相锢 ， 即我们考察的乃是政治轨矗随时

障了饭少量的核心制度，如植巴里诺睛租眉大力认定为中国政体主柱的共产党

同流逝的延续和变迁. 但是本文作者的研究方式与制直史研究不同:理们且分析

干部层组制度，罕有且扭机构幢野整个共和国历虫'1>. 茸组扭 、 政府机关、司法

当前中国政治局景的显著特征入手，在回追翻它们囱折的历史源头 . 我们不打算

机构时常改革噩噩 ， 有时甚至颇为剧烈~.与机构改革相比，政置且直更是司主

像制度史研究那样还W.F.I引胃"酷程佳赖"茸的制度擅进过程，也不假设制度必

且惯.直到 1992 年中国领导人选定了"社会主且市届量轩"的路程之后 ，这种

然抽着先前的一些瞌关键时割肉所世定的锐直不同断地往前芷屉②. 而是用回拥

情形才有所改善。

如果制度和政策在共产茸统治下如此不稳定，蹄费们从何处寻拉待续性和

式研究方法探讨各种关键的政置咂埠。
回捆式研究方法的一个民垫在于其开量的研究世计. 相鞋子决E论式的、

指导性原则呢?当中国官僚体罩本身的"自动理且"程序在处理危相啤执行政策

结掏先定的研究过程而宵 ，回酣式研究更喜..把新出现的行为主体、利益革者意

时失盟，政治决策者如何应对这种状E呢，要回事这些问屈就涉且"政置风格"

识挡在融进研究之中 . 而且，辑们这种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当前在社会学领域中关

这个檀章'.政策风格"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个重要牺章，在们把它理解为"政

于中国转型争论普遍存在的目的 t创型向(如痴埠子寻找"真"的市辑是醉 lit者

府为完成政治任务所运用的 一辈指导方挂" ③.政策风格"为研究当代中国的

"真'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盘周前景的征拖) ，并为有可能出现的非常盟肌制 、世

政治连贯性和政策变迁开启了一扇启示之窗. 我们将揭示，共和国的各项制度和

扭扭的行为主体 、 出乎意料的互动 U且毫无来囱的干扰保国空间 。 我们不执着于

政策虽然历经无盘查动，但共产茸的政置风格却保持了悔人的睡定性，甚至横跨

我们熟睡的西方模型 I 也不把自己局限在过往的是验，相反，我们将'怪事并曹，

丁所谓的"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之间的分水峙 .

我们借助"政置风格"这一扭角并非理把一个新的抽蛊的西方概念强捆于中

把中国的现代和当代历史扭为一个纯粹的芷理之施。
通过这一开盘武研究我们盎现，当今中国理告了毛时代 、 后毛时代以且学

国，而是芷理中国政府工作中常常提到"作凤"这个词 ( 英语翻译成 work -

巧借鉴国外量瞌所组血的各种治理且制.从毛时代的"社会主且直世"到眉毛

町le }o ..作风"是捆在政治决草草行政过程中情聋下来的常盟和司惯， 它们配

时代的 "a革开踵中国在"转向町民主的未来时井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在日的

挂有世正式制匪化也世有桂反思草结过，却包含一整套解诀问题时普遍使用的挂

革命历史 . 毛之后的一革列继承者都想万世法树立一套适用且扭辑泊的革开做法 ，

巧. 从这章且I诅，作风与"政策风格"缸为精制⑥. 这是-个非常罕见的西

这套做法必须能应付各种挑战，包括严重的社会不击和不断增长的地区量异晴陋
问题。 而那些不太有活力和缺王灵活性的政阻很少会如此与时俱进 . 费们当棉不
是直称革命历史的源头将会提供辑们需要在是我们渴望了解的聋子中国政扭弹性

的所有事童. 但是 ， 哥们坚信迫恃肆扭角会为目前副亏的研究方法提供重要的
补克，甚至可盹起到剖正作用 .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B历史上周期位大规幌政府锐钩'配组的详细资料 ，应商量提行政学" ..
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固政府机构五十竿 1949 -1999) . 北禀党建谭掏出版毡， lIXXl军.
~ .见 h呵lbnIi鸣， <>..刷刷... CIUiOø; Thr p，瑞- .曲回回明， 1949 阳'6 ( Stanford
CA 坠g由.d Uni w:n ity pr田 ) , 1981 年.

③，阅 jo回1

füehudson. G.!nneI Gu翩翩拥时岛M. j阴阳，咱.c...，现 ol Poücy 5句'le ，"
w...um Ew酬 (1.0世on; AlJ en ltId Unwin ) , 1982 年， ，院 13

收于 j~町阳，ho对酬编著 P~句句句in.

cr>

oani Rodrik 姐."，履 ·理解为-个大规镇的自我发现的过程，协见 D削Rodrik ，命.&.
JI<)JItiQ, MMy RfIC 四 """"'. .即‘ f f\.l.l ;I..u.m., ..nd Eam.omi<: Gr四川h (Pri nctton , NJ 阳~.侧 U时.~
刷， ~.叫， 2007 华中文J!i见《相阴的位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北京中情出版泣

~

位会4醉 " .路径依凹的批梯，.见 Wolfp咆知.，...，k and Kath1een Thelen , "lntn>du刚刚"

攸于如睡 k and Thelen 篱"的问"" c..阳句''''''''''必叫』咿in. ~
(。由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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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近些年，与叫归国经济官僚(翩而~， 阳，翩翩翩〉的访谈啡作凤·常惯用来麟，李与否

方，民苏联观念不同的政府行为

这肇行为罐子历支俗蕴下来的政府工作流理之中 . 在欧洲

-俨圈

拿威部门的"行政风格 ø (.dmi niltn.ri.e IIyleo) 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巳佳18.为政治学深入研究剌激烈
争论的语且参阂。因勘抖.J(n皿， ."，晒皿PoIieìeo: The 1m阳t ol N. tiorW A阻.ru.国Ii.，.， Tndi
M菌，" ].阳回0/'""与 P~句， 1998 筝，第 l' 稽lI1 l 剿'再 1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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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俨2
市辑蛙轩"、"人世" (后毛时代)等政置过程中，直属出一垂直活事聋的工具，

方桶念与中国实践相重叠的例子。

政策研究曾经是中国政拍研究的支柱，但近年来被"公民社会" 、" 社会运
动"、"扭刺意识"以且其他随市辑盟挤主展而且起的新现象的研究所淹世。与

用以驾1N政府治理转型中的回涌植涛。这个瞌我们称为"畔击式政策风格"

Ii

响至今，迫使共产茸的统治既有直洁的 一面，也有植动的另一面，

难山撞胜到的中国政治精英相比，这些新真理盘的相是贵料随手可得，学术研究

不但毛泽东和那小平熟恶这种"由击凤格整个盘历过瞄争年代的那一代

具理转草或许正肇因于此.报遗憾，西方研资者失去时政章研究的真理，思营中

领导人(包括胡耀邦)都被它打上了挥刻的烙印，他们一直到四世纪四年代韧

国引进了市场机制，但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个特点决定了行政t协调和国军

主导曹中国政治 .革命早期共产党力量弱小且前量来 扒在与其他政治力 量进行

干预时盟在芷屉假然起着决定性作用，至少不比市场自囱吏换的作用小。政策过

军事对民中处于白费地位，弱势一方想要夺取胜利就必需隐秘、善墅、迅速和出

程是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将E式的居级制度、非正式的人际同络、市场

奇制胜。 革命年代之后，共产党且了执政党，但仍握国了随且应聋的特色，因为

直属以且社会互动联罩起来，无诠时盟验研究还是理论分析来诅，政策过程都是

毛泽东认为战争和政抽其实是相遇的，并在 1959 年明确诅

--1'重要的机制。政置过程研究不光对解释中国的政治互动模式和姐则制定过程

政治，是政桔的继娃，政陆也是一种战争J ①

"战争是特殊形式的

中国畔击式政策风格的历史传统之前咀少有西方学者关注~.毛泽东曾在

起重要作用，而且时解霖中国的市届是骨和性会变迁趋费也不可或缺，毕竟，在

1938 年盎袤的 { 抗日酷击战争的一般问题〉 中，时睡击战术做出简洁明了的定

中国无论是经挤还是社会都脱离不了国辈子面。

义<lJ ， 这个定且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政置过程。睹了众所周知的统-领导和广

游击式政策凤格

臣的群众动员(却"群众路蝇 " )相结告之外，政肃过程的游击风格还建立在山

山佳的研究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制度和政策不稳定归因于最高领

下认知的基础之上

导λ职也不定的行为革瞌此之间的分歧①。 但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在昨击
· 永恒流动和持续变化是政治和权力的常毒，即使建立制度，也不能

战和革命动员中置渐形血的。因为要在艰难环境中谋求生存，占E胜种种几乎不能

有放中止或疏导这种态势，

克服的困难，这些量历使毛泽东与战友们推崇亘活性甚于瞌定性。

· 因此政治决草也应iJ处于随时可以支灵的状态，尽量追查克强制性约

中共领导人的"游击风格"对政治主体 (political age ncy) 睦动性!;l&形成

束(如通过个人事先承诺或者签订宿舍律契约) ， 以使为攻革修订旬有余地，

政策的一套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即这两个方面醋够在变幻真捆的战争环境
中保证夺取胜利。战争年代结束后，这种政策风格瞌传承下来，并在"建设社
会主且!、"不断革命" (毛时代)和"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曲"、"社会主义

①搞自 Michd Ohenbe 'l:, "The PoJi rical Leade. ，"收入Dick Wit.on编著 ， Mao

scoln

øf H.山γ

r..

恤"'-由

A PrtJimiT町血皿~. (臼皿吨e ， ca础d非 Uniycnity pr四川，前7 年，第 78 页.

②关于"奋战术如何塑造了毛时代的政策及政策 制定过程，量具启发的研究有缸"叫 B

Maef'atqUhar, The Chi p'" 01 the Cultural Revol叫佣 三卷本 (N，凹 Y Of C: Col um
bi. Univcrsity 岛四吟， 1974 年 ， I拥军. I阳军; ; Fmderick C. Teiw俑， """耐p ， Lcptil1UlCy 时
Conßi ct in China : r rom • Chariamatic M"" 10 Ihc POI阳. 01 Succa蝇;on (Armon.k, NY , M. E. sh叫时，
回4 年 ; ; PIln'iS H. CIwl,; . p，阳>u Ø1Id Pøl时'" Chú崎 {Uni咱町Parl.， Pcnnaylnnia state Uni"" ", ity
h叫， 197~ 年加...0.四 . 1M JrIUmiJl Poli/ia t/ CIWoa, 1!149 - ]9'η{New y，时也 "'""时，
∞;o!ll R础到 d.

""年.
②

c...mua lVar (Ct...m阳伊

Hi!toricaJ

AnOJ归凶"收入 J~洒脱.....，和 E民"'"" R皿~. .皿，~编著的"吨，.."w.，

"，，;.，td At四:~...矶山』甜so.皿 ( New Y时Cambridge Univenity 快回)

页，亦可参见 P副.J PUr，剧 ， p，必阳 m 岛...， H..町 • lrwit血邸.....d
阳 "cdon Uni.enity pr田) . ~酬，第 38 - 39 页 .

His-

左四牢第 216

-217

socw k叫川〈阳配d翩

NJ :

Uni"<<!rs1ry

OI Dli阁皿 P峭的， X四年 1 原著

>9"年出版，Ob但，""， .币" Po\i时也】 U础墅，阳第7Q -116 页， M配Fu甲Lhar，

1M 0ritW

of山 C"'"'俨

Di &æiwîon ，第三番，第 326 -330 页 .
③关于 中国共产党"奋战术极具启发和艰直臻的来穰是毛海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
同愿) (延安解放在土

舷

1938 ~) . 文中强调了被击战术如何在不确定和戚..之下运用、中央命令的

局限性以及地方实践的自主性. 这

从制度掌角度对这共识的讨论参且 b址，~.四xlcn ， " How Irwitutior回 E叫明 L明"'."'"

c..阳棉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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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面协翻译的 Mω T..，-tw..r on

著作(部分内容成为了 criffi曲研究中留"击战术的基础)刻

画了共产党对停战争和政治的主要方法包括员活 的战术 、可塑的组织以及技饥政巧. 值得-链的

是，上述着你以及其他战时小册子中记载的这些直自且不满原则的策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
中篝模化，甚至毛泽东文选都没有收录. 1949 年之前 I 军命战争中把非常貌军事和政治手段结合起
来的重要经撞主要收蒙在G.，，，，， Z. H四四...汇编的 a.u-:~ 仇，πlla

TødÌc>,

A 如~岛。&

(Nc w Y.时Colwnbia Uni..enity '"四)， 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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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较
· 决革是一个即兴发棒和反革调整的过程，

制之. 'P 过程由 ;

事们在他们所薯的关于市墙竟争的最新作品中散布的就是直种论满①.

. 重革的标准的楝作步雄"为放军发况 ， 因此应通兔 ，
· 不相信理论和抽/1.的模型，翁的工作方法应从具体的试点和实践经
险中总结而来 ，

在这种游击凤品里，政治问责让位于领导人的员活性，这一 点从毛泽东所

h
i

提倡的"政治剧命"反映出来.理论上，下组要服从上提领导 ， 但实际工作中，

ili

上辑时下盟的监管却粗略不连贯 1 下组如啤不严格执行上盟指令 ，也不会曼到相

· 战略监 决革命各层领导做出，具体组织和执行则靠地方积极主动地
独立阜成，

应理址。哥们监理毛时代之后的基层政府官员普遍具有企业直精神，~餐具实验者
和机会主卫者的悼点，同时毫无怜惆之心，他们应首届步步高升的同时还实现了

· 主动利用政治力量之间和社会内部的矛盾制造有利机会，实J1民革
目标，

· 毫不犹强地利用突如其来的机会，削弱甚至消又对手 ， 根据~际情
况建立或中断盟友关系 ，
· 尽量减少发动'持战争的风险，只有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 7 才正面

冲虫。

物质追求. 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曲击战士的特征 ， 其本!ltJ!!盛近臣'字主且，而非
民主主且 .

毛泽东将撞'击战术转化成-种政治治理方式，是出于鸟基雅维剌式的计算。

正如米歇如奥克革量 ( Miche! Okse由，，， )指出
于)

费力控制

署

在这些游击战术中形成的政策风格本质上有挂断专行、投机取巧机蜻酷无
情的晴点 . 世有问责制度的制的，ì!!击战领导可且为丁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 但
丛造血性角度采看，这种民格却产生巨大的创造力，因为这种且格时诀班者提出

"毛泽东的就治模式

(在

诀'在酣睡，通过掌控信息来源、人事任命和军队部

为避免圭行政机器的局限

毛浮东不得不运用非正式手段(如利用人

际虽革)草E制度的方法(如运动形式) 来使那些正式矶制遵照他本人的旨意
运转 .②
曲击风格不但与民主国茸的制度规苗如政治问责制、法律连贯性和程序瞌

E性等截然不同，实际上t与革推展共产主且传统所强调的正盟官僚体制也相互

了以下要求
· 经常试探结#现状的极限，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来改变现状以对

己有利 ，
· 牢记核心战略目桥，网时尽可能旦活选择和使用战术，

· 不管是传统的 、非传统的农从国外借鉴 的战术和组织方式，只要可
利用就反革调试直至满意，
· 随时随地寻找和利用有利机会，以增强政治实力，实现战略目标

辑们也可且把山上这些特征理解为 一种追求变化的"推动和擅取 "风格，
它与理代距政和法治国靠山瞌定为目的的"预期和理智"的政置风格幢然不同，
后者试图营造一种环绕，在这种环境里政治 领袖可山事先顶佑其行为后果 ， 并为
此承担责任. 而前者则一定程度上应合了"商场如战场"这一诠饵，跨国企业

牙盾 ， 在毛时代，这种官僚体制与毛随心所欲的个人风格曾宜生过酷烈冲突③ 。
虽鼎官僚科层制在后毛时代置橱牢固，但周期性整幢和重组仍棉是中国政治的特
色，G>. 强制性的 自上而下的政治干面和各种运动量带子扭;;It打断官僚机构的日常
工作 ， 甚至导盟机构重坦.

除对政治问责和程序可面测性产生负面影响 之外，游击风格对中央和地方
的互动荒草且地区间分配也带来困难. 为了使中央领导层的员捂住最大化，眼少

①侃M吨

J7w， PøiûKol t.>Mr，第胜..，页.

@例如，鲁克 C. Ke nneth Allud . 81<n:"ωω 11"....， Bau问 þ Cø刷刷品皿申(........，

NJ : John Wil刑， X嗣年川时 Welch ， F<N吨仙~y础 Ha:pu Ðuoi四 1 ， X四年.

ill

关于官僚体制在中国政策唰定中所份溃角色的经典研究-.R. Ke ...四由Liebo础..1 and ,\1;

che! obt 曲唱 ， Pol.町 M""'" 皿 αinø: l.eaJen，如uc:t\<uI. and Procø刷 〈 阳帽喃自， NJ , Pri ncelon U町
vc，.，ty 民酬 )

,

1985 年，阳回由 G . li.borthal 和 D.的 dM. um伊惆编藩 ， B~回y ，阳阳叫0.

刷刷 M"吨ÌJt P"'I - M.ω chint. ( Buk eley : UIIi"cJ1叫 dωlifomi. Pre..) , 1992 等 1 O..id M. L.ampPd句 ，.，.，.阳阳岛何肌 POU - MOII CAina ( Be血d句 Uni...，mly fi 臼旧。"，;. 酌回 1 ， I帽7 竿.
G> .'"国家行政李院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固政府机构五十年》 霞玉凯等著《中固行政体制

阳编著

①这是毛烽东""年对·不断事旷的捕注.筝"分摘自 stuut Schran!. -The Mani凰"蚊
子'民迦m 编著的 Mω T.. 屿..闰战e .5aJa '" HiJwy. 11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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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丽俨型
续袭

其负担{和责任) .不同盟剔之间的任务分工不明，制度化程度也植jQ; . 结果是
地方政府且中央所得到的支持甚不草草和不连贯，常常只好自己想办法. 虽酣这

种状况驱使地方踵置不断创新.!!立运作，但也导致了她 E 间盖异扩大，四且

中央与地方提出政策

建议不平等;政策彩

"地方政府黄金不足"等问题<D.
若回酬比中共党虫E 久远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且看到，由击风格与中国悻
盟思想一酷相承.恃别是中国传yt!思想中强调山灵活的、辩证的、有计谋的手段
来解决普遍存在的冲费和时立，<ll.中国古代量典〈星星}把世界描述血阴阳轮转
不且 ， 相反相血的景血。 《孙于兵桂》 阐述的军事法则也反映了相制观念

"兵

者，世置也. 故能而 jf-z.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近 而 ;r; z 远，远而示之近 J

司法领蜡

磁梅和行政'罐

成以试撞为基础

经济领..

性会领攥

政策执行中党的指 政策实施采用爱国 a震 政策执行过程 a 点到
令大于法律

面、因地制宜

撼撞的运动形式

中央与地方互功的制 强调调...不拘形式、锺嗣栓会商银分化 ;通过武 d民来形成经济

度化瞿度低第止地 从遭德角度来解决"心埠，导目标和步禀璋矗
方政府联合

纠鱼'

晨开政治打压

气…-

广泛开晨盒传工作，司楼民，字主义对应于酌情处理位合院体和
职银制造舆论

司法专业主义

牡团组织

政泊运动，用'军众上

是优势哩。量这些强大的文化和思想传统的2影响，中国嘀导者们似乎更倾肉子

前来的束官僚惰性

个与西方民主政治缸们不同的战略观。

来摞

结论性综述

试验性组管和立陪

用"典型"来引导和
敬..社会

成·便指标"

( 四P

增妖)

(且 { 孙子兵桂〉 始计第-)江且思 ( lain Johnston) 把中国的谋'各文化韩为"战
备范式.. ( p缸也ellum paradigr叶，认为冲突是普遍现象绝时灵活性"在战争中

用干部绩放考核来完

把生产初级费作为'再
诀经济瓶颈问题的管

时手段

本斗防备章研究结果.

虽然当代中国圭到时代的配响，但这并不是说醉击武政置风格可且解释一

无由是从正面还是负面的角匮来考察毛时代的传统遗产，均可阻盎理，游

切理卑，这个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 这种政篝冉格时政治问责制和法律体系产

击式政策风格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具有理远F响。当前中国在各个主要政班领

生了晴睦的E响 ，中国共产宜也不可能串直种政策 风格处理未来转型过程中所

域所适用的治理挂巧都醒目E毛时代中找到历史根源(详见表 I
集E

).

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E力 .

政革开且以来，共产党明显削弱了时意识串辜的控制和大理模的群众动

，，，.于革命时期'副司".东时期(盼'27-"'6 年}的当代治理筐巧

放油和行毒草领湿

回去去领爆

往会领罐

制度可变性强大的 司楼是罐行党的政策 墨屠实践和实地调研
非正式人际网络，软 的工具，多宁可以随军 是回家孩'配制度过程

弱无力的官僚规掌

变更

中的技人品

经济领罐

中央确立政策目标，

地方发展政策工具

员，这两个方面恰恰是酣击凤稽的在心 . 郑在浩 ( Jae

Ho Chung) 在研究中央

和地方提革的历史演查过程中盎理 ， 毛班始时期中央控制童识形恶的量力之
强以至于在组织遭到被坏和政府职能中断期间，毛时代的自我的草盟范假
然盹有敢地确悻上下一章，时地方的不忠行为也幢幢到明察秋毫飞 E 过来
看 ， 军军众的旺热量对章jJ'JS志的盲从也让政府对群众运动产生丁假辑，大跃进
和 "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以主取代了官僚统 治 . 毛身后的领导人却认为，

面 这-*语，险'喜盼到(L.ily TJ凶)在哈佛大学氢圃年 7R 举办的学术讨合会上的发育中揭出

南输意识形志和群企造反恰恰是毛时代中最不好的情辑 v 用这两种方式虽然可

些研究对<<1>和当代中国战略恩怨作了详细说明。对本文很有启发 ，见 f.剧协'"'
Li..." A T，田剧 M Effi<<町:缸_ •.酬'm ønd C/t，ú四，"，且"咱 I HoooJ吐 U; Uni.e ,.,; tyú ll.....i j pr四) •

不再监动群众运动。如今日常民策和行政工作中已握不再用章识形在鼓动群

的-

<ll

X嗣年 i R.aJ ph

D.

s..~r 翻译及篇习f 1h~

"'" a...ω( BouIder , CO:

E..VI<< øf W..,-, úa句吟唱，..如咽rn from

③也血 r lain 抽血 . Cuitwøl R..lj,,,,: su唱~CI山田 and c=od Suar.tty
(阳阳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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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hina. Mili

W刨....p，.叫. 100<年.

pri附创翩 U时略nity pt田)， I~ 每.

ÌII

CJO叫"'町

以维护共产党统治，但无法:g;理量济理代化.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邓小平宣布
众，但大张旗蓝的直传并性有销声匿迹。如主 F林 ( Patricia Thomton ) 所指出

的，盟在的宣传主要为了操控舆论，内容不再是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活动草号召
个人奉献，而是号召和谐和推动商业消费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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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常令三 . ，

u吵函百 s"，JjtJ

在毛时代 ， 由击风格时常会与官僚假法制足和执行政策监生冲突，这提冲

褒Z

改造型与罐妒型治理的比辈辈

governan国 )-直是中国领导层所推动的一项街心工作 . 这期间，官僚体革和

政策目标

组锺理晴

罐铲就墨步改造现状

法律体亘监展迅速其妞模和理代化程度大大起过毛时代. 但在符殊时割草趾

制度结构

不固定的制度安搭

固定的'幅度安德

行政层级闹不断改变事务分工

行政层组闸的事务分工囱宪法规定

理关键问题时，传蜒的和政进的游击孚匮仍黯主挥重大作用，从危机来临时动
员桥众、中央与地方相互促进量膏政策创新，到改革公共医疗体罩，我们都能

政策过程

政治能动性导向 ( "政治娃. ~ ; ~ 榷鳝钩"向 ( 严格的制度制约

"预报

动和 攫取叮

和规蕾" )

决策者有相当的自由很量极

决策者曼正式规则约束

试撞主义

法a民主义

必 m 幽各种可以直制的置量构成的 . 在中国，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了一种』电话

通过政策试撞款银处理不确定性

制定详细的法律来限制不确定性

的、从大环境和具体情血出宜，强调主体能动性的惯用手桂 ( modus opera n

尽量多刻也公开随机发现的新政策 1f鑫尽量少地公开随机发现的新政策方案

看到这个革命传统的黠响 . 无论好坏，它在政治上仍酣具有巨大潜力，让中国
政府能够积握主动且对变化的 、 复杂的、难以面回的外部环撞 .

我们在研究中并世有韭理成型的"中国模式我们理解的"模式"是

d i ) Q 用这种孚法制定和!I\行政置的前提是

接圭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愿意

适应能力

尝试和学习新事物，甚至包括向时手和外国学巧，敏锐捕捉突如其来的机会、
庄重战略目标、有意思路血面鼓应 、 时不直好的时手毫不孚耻 。

鉴于政置制定和执行的游击孚法是垣瞌性的、不可重重的 ， 故而难剧将之

政治同责

政策驱动(临时的 、 刑期性的变动)

法仰为基础(曹先固定的)、市场驱动

可以快速适应和"跨越"创"

割断泼的 1、步· 调肇

弃而不用，以使政策灵活性矗大化

作为法治基础而备受重视

归纳为"非正式制度" 由. 制度学据认为 ， 无论E 茸茸是非E 茸的制度都是用

有必要再在说明 ， 酶击式政策风格并不是共产主且国革的共同特色e 与中

明确的理范和姐则使行动主体可 U 确定地预见植此的行为，从而减少和限制不

国相反 ， 革联和直欧国家在斯大林时期结束之后 ， 便开始雄护理状 ，用渐进的

确定性. 与此相反，酣击性决策风格背后却是有童识地接纳和利用不确定性 ，

方式"小步"作些改进. 他们思力巩固其在治，并世有彻底i!!l量的打算. 改造

力求从不确定性中在益 . 这种行为抱着克服和消灭不利因素的决心，而不仅仅
是查制子不利因置 .

带击式政策风格执着子能改变理扰和监挥政治主体睦动性的政治说题，这
实质上是一种改造型。阳urom础lÎ ve ) 的治理提型，与那些自认为是先进和血
酷的政体瞌酣不同，后者强调巩固理有体革和制Ilt.趋向一种圭力蛙护盟
( protective) 的治理提型 . 褒 2 将这两种治理提盟作为抽盘的理由提型 ( ideal

'YP" ) 进行比校.
(j)

夜们认罔鲍

阳

罗斯组 ( Bo Ro也lII~in) 对使用制度假念'碍事事一切的警告

"如果 ι 制度'

切它'则什么'恨不是多蜜的政策过程应与持久的、有条理的制度安徘区别刘德 . •
Rothttein ， "Political l,.. tiruûo...: An Ov erview , "收子 R曲.， E. G例din 和 H.... - Di eter Kli咿回川

编著 ，A. N""， Hant必ook

of Pølùiul &峨晒

经挤改革进行调整的过程中，遇到的蔚问题要远远少于前蓝眼和革欧共产主旦
国草，之前从善鲁晓夫到尤如巳#夫也曾尝试过在革面.
中国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罩之间存在如此显著的量异 ， 但西方许事研究

却一直在用制度主且卦析框挠和政扭卦类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可且用错了地

方。 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表现出适应性的特点，并不是因为其制度基础 o日
为其政策风格，这种政策风格鼓励旦插i$~地去店时不断重新的乳展任务山且
不稳定的国 内和 国际环搅.

试固将中国的盎噩噩瞌硬套人情旺的制度植峙，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中国

( Ne... y.响。由'd University pt四). 1996 年第 133-

".页 I 引文觅'币'"页. 关于制度变迁是"态的与线性的假设对冀的批判瑜，惆 Kwt Wey.
land , "1ow时. Nu. 咄ω 'f of I...útu tiona! ClIa唱 e. " World Politia. 2曲8 年 1 月 l 第 ω 卷第 2 期 1
'目 281-314 页.

社会是毛的指令。 正是基于这种不固定的制度置排，使中国的党国体制在适应

前东欧共产主义党固体制一样，中固的制庄结构隔膜肿丑职酶分散 ) .而是因

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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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妒型渴望

这遭到(:11啬式 }衔'

突直到今天佳措存在. 自由世纪 80 年代以来理范化"治理 ( regularizing

①

.阅 Pder Ru 曲><1， 1M PoI itics ø:f Ecønom~ 缸'回阳阴山缸"'" U，胁"阳 Rok

øf l.MaJ

Pasty Ot,4IU Ì1I Econo院在加吨cnt/ll ( Cambri年臼rø.bridge Uni.棚"如回 ) • ，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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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六十三蝇】

百萨市百司lõ

的政措体革呈一些特殊政置机制的驱动，而这些矶制目前无法归盘 。 我们把研
究转向这些不寻常的(非传统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和不断变化的政策机制 ，
正是这些机制推动了中国的政府、盟挤、社会和国际关亘等重要领属的主展变
化 . 从更广臣的意且来诅，政策创新能力也是值得更进 一步讨论的扭题，看看

它如何促进监展中国罩 、 新兵国革和芷达国辜的转变乱
时中国改造型治理风格进行撮人分析，不但有助于解释中国的特殊之处

(脱码静嚣的、线性的制度分析以且路程假赖的扭角) ，更因为中国的治理模
式时目前许事宜边经讲体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这些直达盟肺体费力要与
21 世坦加速变化的步调保持一踵，却陷入时现有制度的强烈偏好之中②，自 我
悻正机制薄弱。中国非民主的政治体系所拥有的适应能力为西方提供丁亮

种

撒进的可能性。许多西方吐合科学革偏好于现有的四平八稳的浩理模式，认为

贤本主且的民主体制理所当然拥有政治瞌定性和蛙牌位越性 . 2 1 世纽要求提
高政盟灵敏度， 1m 强民主体制的弹性，这幅要我们反思 20 世纪所设想的民主
体制的优越性，并对那些非民主体制的竞争对手

比如中国

所表现出来

的创新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再次强调，中国酣击式政置风格有

些根本缺陷，如政情问责制幌

失、行政过度干预旦分配不当导致严重的地区和社合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 长
远来看，最严重的缺陷则在于片面追求实现战略目标{如经济增桂草人口控

制) ，而担略了这些追求所带来的负面鼓应，特别是那些长期才舍显现的后果
(如环境破坏蓝性别失衡 h
随着中国社会对政抽问责制、桂律扭利、社会惺障同娼以直环境保护的呼

声日渐高酷，民众对这种不民主的民策方式的事 !IM! 可能会大大下降。对中国
政府适应能力带来严峻考验的可能是一些影响广E 的危扭，这些危机会把经济
和社会的学习 、 政拮和行政机构的反应能力以且群众对政府的支持逼到缸阻。

(阁.j骏石磊泽)

<D结构和主体能动性如何关联与平衡
题，多见 ln

社会学对大规覆往会变迁的研究中曾深讨过这个问

Katmelaon. ~ P剧创 iUl!;un 町ul Pre fere l\CeI: Rdlcc lions on pwp由;yc Acû"" in Co mpan. t;vc

Histo，;叫Sooi.ol Sdence . "收子.""，叫和 Rueachemeye，编著c.吨~H"ωorical ..t叫罔矶山
』侃1 ScÌ<'1\C四第 2栩如页(第'"页量为突出)，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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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争论，见PiCI'$OfI， PÐ liOO ÌII r....... ，第 30-31 页及第4O -4l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