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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安排、政治嵌入到“正当妥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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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民主范式与民主形态产生了突破性发展，一是公民

在国家权威主导下“政治安排”被动但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二是公民在契约原则下合群结社

“政治嵌入”主动但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当下转型期间，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正从“政

治安排”为主向着“政治嵌入”的民主政治形态过渡与跃迁，这是当下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本

土资源与地方性知识。公民合群结社在“政治嵌入”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当妥

协”范式，有利于重塑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新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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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是 公 民 特 别 是 私

( 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以国家

“政治安排”( political arrangement) ①的形式，直接

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 二是公民特别是

基层民众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 political em-
beddedness) ②形式，主动但间接地参与到地方性

政治活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两种新型形态，在

相当程度上展示出当下中国公民日益丰富的政治

参与活动、发展民主政治的社会事实。③

一、社会“细胞化”悖论与公民政治参与

从历史维度来看，西方汉学者曾从中国华南

地区的人类学经验研究中得出结论: 新中国成立

以来，国家权威力量过于强大，逐步改变了过去国

家权威向下只能渗透到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传

统; 国家权威能够不断把权力“触须”向下延伸，

直接控制与操纵乡村、居委会和社区等基层社会

单元; 这种现象被描述为社会“细胞化”④ ( cellu-
larized) 现象。

社会“细胞化”理论与早期西方政治哲学领

域中提出的社会“原子化”( atomization) ［1］( P40) ［2］

概念有某种相似性。社会“细胞化”与“原子化”
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可以找

到思想“原型”———虽然它与社会“细胞化”甚至

“原子化”范畴的背景与用意存有重大区别。
马克思在研究法国问题时撰写了《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碎

片化的“马铃薯”理论。他在文中论述道，“法国

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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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

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

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

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

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

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

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

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

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

益”。因此，“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

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

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

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 P677 ～ 678) 可见，正

是因为当时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法国社会“马铃

薯”化，公民缺乏政治共同体行动，才导致 19 世

纪中叶法国革命夭折。
西方语境中中国社会“细胞化”推论，主要指

国家政治权威刚性力量不断强化，并迫使过去

“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社区，全面系统地沦为被控

制状态中的“网络单元”; 而传统社会中相对独立

自治的最基层社区“国家化”趋势逐步成为社会

常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关系失去平衡，呈现

出向国家权威“一边倒”的泛国家主义化现象。
西方语境下中国社会“细胞化”本身就是西方汉

学家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范式，

它是否成为一种通行的分析工具尚是一个极具争

议的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诉

求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公民个体被地方甚至

中央党政部门“政治安排”( political arrangement)
为党代表大会代表( 以下简称党代表) 、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以下简称人大代表) 、政治协商会议委

员( 以下简称政协委员) ，甚至担任党政部门一定

级别领导职务等等，政治参与活动日益繁多。这

些获得不同程度“政治安排”的“代表”、“委员”
或者“领导”，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能够以特殊身份

获得直接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权

益; 这本身已经构成对于社会“细胞化”的现实

否定。
更为重要的是，公民个体合群结社，在既有政

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嵌入”到当地政治活

动中，获得了与地方党委、政府协商对话的政治身

份，这一公民政治参与新兴现象已经风起云涌，如

火如荼。以非代议制政治活动形式影响地方性政

治活动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是基于程序

正义与实体正当之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民

主”范式。［4］( P1) 当下中国特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国家与

社会之间“正当妥协”的互动关系。“正当妥协”
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范式的另一种民

主范式即协商民主，它是指，在既有文本法律法规

不能接纳的“非合法律性”格局中，地方政府与草

根民间组织基于双方互利的合作，都愿意主动互

相接触，并通过协商对话变通既定政策法规，在交

往互动中渐趋宽容与妥协。此种基于程序正当和

实体正义等宪法原则之上的宽容与妥协，旨在转

变过去国家单向度主控的代议制民主范式，而为

国家与社会双方基于合作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范

式，是为“正当妥协”。
国家政治权威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

中，能够与公民合群结社活动基于协商对话等

“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等法理

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
公民个人通过民间结社自治活动，能够从既有政

治体制之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
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接而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

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
( embeddedness) 内涵，即“政治嵌入”式的公民利

益表达与聚合机制。可见，虽然公民合群结社被

迫处于非“合法律性”［5］的悖论之中，他们在既有

政治体制以外利用“社会资本”［6］( P19 ～ 28) 来重构当

地“风俗”，并重塑国家与社会结构性良性互动

关系。
总之，无论是国家权威主导的“政治安排”，

还是公民合群结社后的“政治嵌入”等不同形态

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都是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中国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活动不断创新发

展的本土经验，其有针对性地回应并否定了西方

汉学家语境中关于中国社会“细 胞 化”的 理 论

预设。

二、从“政治安排”到“政治嵌入”的转型

现实生活中，中国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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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相对多样性。公民个体在体制内被国家政

治权威“政治安排”，与公民合群结社在体制外

“政治嵌入”，这两种不同民主形态的政治参与方

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往往交叉并行，相辅相成，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以代议制民主为主

要载体的“政治安排”，与以协商民主为主要载体

的“政治嵌入”这两种不同民主形态的政治参与，

在 本 质 上 蕴 含 了 人 民 主 权［7］( P30) 与 国 家 主

权［8］( P794) 互动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以上两种不同形态的政治参与方式 ，虽然并

存于同一个时代与同一种政治制度之下，但其展

现出的两种不同政治参与方式，在民主范式、民主

过程和民主价值等方面仍各有特色。当代中国公

民政治参与的两种不同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固
定于特定区域各自的时空环境; 转型期公民两种

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其所蕴含的代议制民

主范式和协商民主范式，往往此消彼长，相辅相

成。一些公民特别是私 ( 民) 营企业主主要以地

方党委政府主导的“政治安排”形式参与当地的

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是该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唯

一形态，该区域同时也存在着公民合群结社以民

间自治形式“政治嵌入”到当地政治活动中的“正

当妥协”式民主。以此类推，另一些地区公民合

群结社，以“政治嵌入”形态来参与当地政治活

动，也并不是该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形态; 因

为该地区同时也大量存在着公民以个人身份在党

委、政府“政治安排”下担任诸如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一定行政级别党政职务等政治

参与现象。只是该地区在特定的时空中，公民合

群结社以民间结社“政治嵌入”到地方政治活动

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比较“显著”而已。
公民以个体身份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与

公民结社以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等非政治性活动

在体制外“嵌入”到地方性政治活动甚至政治格

局中，并不完全局限于“公民”或“草根民间组织”
等两种不同的行为主体。现实政治生活中，两种

不同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甚至交叉并行，同

时出现在某一例事件之中。只是在特定的区域和

时空中，某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效果较为“显

著”，而另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效果则较为不

显著甚至处于隐性状态。即，在特定时空环境中，

地方党委、政府能够“政治安排”草根民间自治组

织的兴废; 同时，公民个人也能够借助形形色色的

社会资本，或明或暗地广泛“嵌入”到地方性政治

活动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体制转轨、社会转

型期的社会变迁中，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不

仅交叉存在着“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等不同

范式，而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过渡与转型———
由公民个体在国家主导下“政治安排”为主，向着

公民合群结社“政治嵌入”为主的过渡与转型。
这正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性互动关系中，

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向着政治文明演进的本

土资源与地方性知识。
从法哲学角度来看，民间结社活动广泛兴起，

是公民人民主权意识的回归与复苏。公民在体制

内被“政治安排”的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机制，向

着公民合群结社在体制外“政治嵌入”公民利益

表达与聚合机制的政治文明演进，不仅是人民主

权与国家主权之间法理关系在当下中国的重新梳

理，而且是对被扭曲了的法理原则的矫正与重塑。
换言之，公民个体从被国家权威“政治安排”，转

变到合群结社自觉结成社会共同体，再发展到政

治共同体———民间自治组织，并“政治嵌入”到当

地社会的政治活动中，这一公民利益表达与聚合

机制的民主政治转型，是从人民主权对于国家主

权道德性制约方式，逐步上升到对于国家主权制

度性制约方式的政治发展。

三、“正当妥协”范式的法治国趋势

当下中国公民合群结社活动广泛兴起，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主权最终决定国家主权走向

的历史发展趋势，这对中共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

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9］［10］“加强与创新社会

管理”⑤的时政大局，要求执政党把过去管不了管

不好的社会事务“简政放权”，把属于社会自治领

域范畴的社会权利“还政于民”，增强必要的政治

权威分权与社会自治自主权。［11］( P328) 因此，作为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需要进一步转变执政方

式，提高执政能力，才能科学地整合社会资源，增

强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草根民间

结 社 自 由 对 于 社 会 和 谐 具 有“双 刃”的 效

用，［12］( P217) 草根民间组织自身也会因为“内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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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等等治理混乱的原因而面临着诸种“合法

性危机”，这特别需要执政党在“简政放权”的同

时，发挥国家主权对于人民主权的保障功能，以引

领国家与社会在结构性良性互动中，通过双方

“正当妥协”，确保公民结社活动在“政治嵌入”政

治参与过程中向着健康良性的正确方向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办”民间组织和行业

协会的民间化和自治化活动，特别是新兴社会阶

层合群结社兴办各类“草根”民间组织活动，日益

广泛兴起并如火如荼地发展。现实矛盾在于，公

民结社发展过猛，暴露了相关法律体系和政府社

会管理理念与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迄今中国尚

无由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法

规。目前现有的三个暂行条例，即《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其概念很

宽泛也不很科学，没有脱离计划经济观念和体制

上的束缚; ［13］( P4 ～ 8) 同时，其均由国务院下属的部

门制定，并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法律，所

以 其 实 质 仍 是 政 府 一 方 的 单 向 管 理 社 会 的 产

物。［14］( P92 ～ 93) 政府单方面管理社会的另一现象是

“政治安排”，即对于转型期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公民个人，通过个别吸纳与组织

安排的形式 ( 如私营企业主个人加入中共党组

织，安排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当选中

共党代表以及相应的党务与行政职务，等等) ，扩

大了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这种公民个人利益表

达与聚合机制，一方面有助于执政党转变执政方

式，扩大执政基础，另一方面则分化了民间社会阶

层，即分化了公民结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

新型社会组织自身发育与成长的内在聚合力。
因此，公民结社活动的广泛兴起，以及其所代

表的新兴社会阶层表达其利益诉求的趋势，并不

能因为执政党“政治安排”吸纳公民个人政治参

与的形式而发生逆转。实际上，在中国利益格局

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历史大背景和时代发

展大方向的条件下，当下大量民间组织如火如荼

地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直接

渠道。这些组织虽然暂时不能为现行政府代行最

高法理权威所制定的民间组织法规所接纳，但政

府机构也并不对其采取统一的强制取缔政策。因

此，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关民间组织的相关法规不

能完全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大量民间组织未经地

方政府批准也能有效地承担社会自治的部分功

能。这一类未经政府现行法规许可，但仍可大行

其道的民间组织，属于时下流行称呼的“草根组

织”之列。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

关注: 有的从族群角度研究沿海地区传统民间组

织的兴起，［15］( P71) 有的则从合作主义视野直面公

民基于宪法原则自由结社等新现象，［16］( P85 ～ 125) 等

等。这些学术研究逐步引发了社会各界从民主价

值和管理模式等两个主要角度，持续展开理性界

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进而完善人

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最终转变执

政党执政方式，并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各种理论讨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与

社会之间结构性良性互动达至“正当妥协”并能

相互赋权的“恰如其分的运行机制”在哪里呢?

大量微观实证的地方性知识表明，国家权威与社

会权利双方，能够通过“正当妥协”的民主政治，

相互赋予对方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权力 /权利空

间，可以有效避免潜在的冲突与对立，完全有可能

达到正和博弈( positive game) 的双赢效果。新的

场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习惯，即通过使多元

行动主体在互相协商对话中良性互动的治理方

式，来创造所需要的规范结构和道德秩序。［17］( P64)

地方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与民间结社活动在法

理基础上的交往行动与协商对话，在于变更沿用

过去党委、政府单方面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

“正当妥协”基础上，党委、政府既进一步“放权”，

同时也获得更多社会认同与政治合法性; 民间结

社自治活动既能“政治嵌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

领域，同时也能有效获得党委、政府的更多扶持，

从而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此基础

上，国家主权 /国家行政权力既主动通过改革行政

审批制度等措施给公民结社自治活动“松绑”，同

时也变通相关政策与法律，给予民间自治组织更

多合法律性。民间自治组织既主动呼应地方党

委、政府的改革措施，同时也积极“政治嵌入”地

方政治参与，推进地方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全面

发展。
公民结社自治活动的实质是主权在民等法理

精神的基本体现，是人民主权最终决定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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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治合法性等宪法原则的一般内容，也是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般结论。恩格斯 1894 年 1
月 3 日给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题词中

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

找不出合适的了: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

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

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3］( P294) 在 马 克 思 逝 世 以 后，恩 格 斯 又 用

“自由人联合体”这句话来表达对未来社会主义

社会的基本思想。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强

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

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

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8］( P757) 作为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唯一政治领导核心力量，并与中国最高立

法机构共同建构成中国国家主权的实体。因此，

当下中国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必然会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必然会推进公民被动地从

国家主权“政治安排”参与到政治活动向着公民

主动地合群结社“政治嵌入”到政治活动的路径

转型。在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激变的时局条件

下，也必然会推动中共转变执政方式，进一步增强

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履行最高立法权力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它的

本质特征是主权在民，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政治统

治的唯一合法性在于人民同意; 公民自由结社活

动的政治成果则会促进保障公民个体的立法参与

权。因此，应该确立多层次的双轨立法观念与立

法体制，以此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立法

传统，并向国家与社会各个社会主体在“正当妥

协”范式下共同参与立法等方式转变。［19］当前，中

国有关民间组织的正式立法相对缺乏，政府职能

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零乱分散，这就导致了在轰

轰烈烈的立法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法律漏洞与

危机。总之，公民结社活动与草根民间组织的合

法化过程，需要从社会契约原则出发，即要求国家

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利对话谈判，民主协商，并能够

通 过 法 律 程 序 引 向“正 当 妥 协”的 法 治 国

境界。［20］( P88)

注释:

①政治安排( politcial arrangement) 的概念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

的，后经多次中共中央高层会议研讨而正式形成，是在资本主

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区别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的一种

政治策略。

②“政治嵌入”( political embededness) 是指公民个人或者公民自

治组织在社会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定指向性的政治性

利益的表达与诉求。“嵌入”源于美国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

拉尼( Karl Polanyi) 在他的名著《大转折: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

济的起源》(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 Beacon Press by ar-

rangement with Ｒinehart ＆ Company，Inc． ，1944． ) 中关于“em-

beddedness”( “嵌入”) 的论述。在这里，“嵌入”是指在前资本

主义时代的人类社会中，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经济活动没

有市场化，经济交往过程中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

是，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分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

经济交往过程中的社会关系逐步退化为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

的理性行动。但是，真正把“嵌入”观念演绎成为流行术语的

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他

于 1985 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题为“经济行动与社会

结构: 嵌入的问题”一文(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3) : 481 – 510，November 1985) ，重新定义了“嵌入”的概念，

即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经济交换大多趋于市场经济

中的理性交换，这种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交换不仅仅嵌入着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广泛地嵌入着政治、文化与社会等

诸多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

经济交换中所包括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等等其他范畴的因素，

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以网络化、全球化等结构性特征更深入

更广泛地存在。这一新观念的引入，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

的诞生。此后，“嵌入”一词被引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

多学科共享的学术话语。本研究中的“政治嵌入”，即指公民

与社会团体的非政 治 性 活 动 中，蕴 含 着 政 治 参 与 的 性 质 与

特征。

③“社会事实”主要指: “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

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

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的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

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参见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

的准则》，狄 玉 明 译，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1995 年 版，第 23 －

34 页。

④萧凤霞( Helen Siu) 在对我国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乡村社区的人

类学调查中引入了国家的角色，着力描述国家权威力量全面掌

控乡村社会，并使之“行政化”的过程、原因与结果。她研究的

乡村社会在 80 年的社会变迁中，经历了四个历史演变阶段: 一

是传统精英的自治时期，二是地方强人的垄断时期，三是乡村

干部“精英”化时期，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复兴时期。萧

凤霞对于广东乡村社会研究的鲜明特征是把国家权威纳入了

乡村研究的范畴中，把国家权威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置于社

会变迁的主轴之上。参见 Helen Siu，Agents and Victisms in

South China，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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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11 年 2 月 19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

题研讨班开班仪式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

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参见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11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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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rrangemen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Compromise on Justice”

TAO Qing
( Faulty of Law and Politic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unprecedented progress in the democratic models and forms of Chinese citizens’interest expression
and colle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ate authority’s“political arrangement”Chinese citizens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activi-
ties directly yet passively，while through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policy they take part in political ac-
tivities actively yet indirectl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citizens’interest expression and collec-
tion is transforming from the“political arrangement”to the“political participation”，which puts more emphasis on political de-
mocracy． The models of“compromise on justice”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organizations are benefi-
cial to rebuild the new mechanism of citizens’interest expression and collec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arrangement，political participation，compromise o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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