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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而不争：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及其困境*
——基于安徽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
王友叶 陈义平 徐理响

摘要：村级选举是考察村民自治、村庄自主和乡村治理的可视化窗口。探究村级选举实践中国家
与农民的关系是中国农村研究的重要论题。通过对安徽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实证性剖析发现，村级选
举表现出“高票当选、低票落选”的弱竞争性样态。本文立足于政治系统论，以“制度—生活”为核
心机制建构村级选举生态系统，深度分析该生态结构的生成逻辑、运行秩序与实践困境。制度权威影
响下选举的规范化与乡村秩序中选举的生活化共同塑造“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制度化选举赋予“竞”
的生态属性与选举行为，生活化选举形塑“不争”的选举策略与乡土规则。“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
反映了现代性的制度规范与乡土性的生活智慧，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三重维度上营造良
性选举秩序。由于村级选举中制度性因素与生活化要素的共同作用，在一些选举场域中造成自治空间
的消解、选举程序的虚置与选举运行的非均衡化等实践困境。对于如何化解选举中的困境，平衡制度
化选举与生活化选举在基层实践中的矛盾性与差异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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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选举实践既是政治性事务，又是社会化活动。作为一项政治性事务，村级选举是村民自治制
度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构成基层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化活动，村级选举能有效统
合乡村权力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形成村民广泛参与的集体行动。因此，村级选举制度的有效实施事关
基层群众的民主权利与切身利益，更关乎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通过对安徽省村委会换
届选举的调查，力求在实践上把握村级选举的民主基础，在理论上揭示其政治社会意涵。笔者采用“政
治性的社会学眼光”（张静，1998），从国家与社会两个视角综合地考察村级选举生态，对理解和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政治生态演化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号：17AZZ004）、

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安徽城乡基层治理创新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研究”（项目号：GXXT2019038）和安徽
法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机制创新研究”（项目号：fzsh2021cx—18）的阶段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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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村民自治实践逻辑、践行村庄自主性、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视角
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国家与社会分别指向公域与私域的权力关系。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对二者
关系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过程。由西方社会经验里抽象提炼出的国家社会一体论、社会中心论与国家
中心论等理论构想，其局限性都在于将二者视为相互独立的界域或者相互对立的组织。中国学界曾倾
向于以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关系为立论基础来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并提出“弱国家—弱社会”、“强国
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四种分析模式（孙立平，1996）。然而国
家与社会之间并非一种主客二元分离的结构，而是处于关系主义的境地之中（肖文明，2017）。因为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或相对微观的治理空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往往难以划分明确的边界。若陷入国家与
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困境中，便有碍对社会系统良性发展的认知。反之，应当超越固化的建构模式，
立足于二者的互动融合才能淡化界域之争。“社会中的国家”（米格代尔，2013）的学术立场便试图
破除二者的对立关系，在“第三领域”（黄宗智，2019）形成一个全新的问题论域和重叠空间，以淡
化国家与社会的界线，形成二者相互渗透、互动融合的智识体系。该体系倡导动态的、过程的、横向
的国家与社会结构，
进而触及到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的内在机理、
结构功能和发展变迁
（庞金友，
2006）
。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分立逐渐走向融合的研究视角，日益成为政治社会分析的主流。
与国家—社会关系相呼应的是，
学界开展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图景。
一种是自治的、传统的、田园式的乡土性画面，另一种是控制的、威权的国家宰制画面（孙立平，2000）
。
两种治理景观的认知差异源于社会基本单位选择的错位。前者以乡土性村庄为研究单位，将农村视为
一种自治实体，强调本土资源的内生性作用；后者以行政性乡镇为研究单位，突出行政意志在基层治
理中的主导性，强调国家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基于研究单位选择错位而造成对治理方式的解
释差别，在村级选举的研究领域也有所展现。一方面，一些学者立足于“国家”视角，从县、乡镇政
府在村级选举中的权力渗透来开展研究。乡镇领导能够对村级选举产生关键影响，往往会权衡村级选
举的收益与成本来运作（He，2007），以保证行政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为保障国家的基层选举政策
能够有效实行，县乡镇政权会根据实际情况对选举制度采用选择性执行策略（Kennedy，2007）。周
雪光（2009；2010）将此行政行为纳入“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基层选举制度变迁的机
制和过程受到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乡村逻辑的共同影响。基层选举中身处不同制度场域的群体或
个人，受到不同逻辑的规制。因此，一个地方的选举状况是由多重逻辑相互制衡、相互渗透的结果。
若科层制逻辑在基层社会的嵌入性过强，便可能造成村民自治的消解和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社会”视角，从乡村内在权力结构（贺雪峰、仝志辉，2002）、组织结构（吴
思红、李韬，2015；陈前恒、魏文慧，2016）、利益结构（唐京华，2019）等社会资本角度来探讨村
级选举的运行机制。在“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村级权力结构中，不同主体代表不
同的利益阶层或不同的社会组织。村级选举的竞争性生态体现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权力制衡关系。
基于已有的，从国家或者社会的单一视角来呈现村级选举样貌的研究成果，为本文从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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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视角探讨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奠定理论基础。该视角有助于化解研究单位错位而造成研究结论的
片面化，更真实地、全景式地描述和分析乡村主体的政治生活形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乡村场域中
是双向的过程，即国家建构乡村的计划性逻辑与乡村回应国家的内生性逻辑（徐勇，2019）。简言之，
行政单位在不断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具备初步治理能力的社会对国家做出积极反应，从而共同建筑
政治合法性基础。因此，村级选举中政府与村民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二者如何实现互动？角色的扮
演和互动构建怎样的新型乡村社会秩序？都是亟待破解的村级选举难题。

二、“竞而不争”的选举：实践考察与形成机制
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与传统社会中以宗族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截然不同，也与
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管理模式大相径庭。村民自治是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社会政治制度。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实施村民自治的核心环节，其选举质量既关系到基层群
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自治权利的保障，也关系到乡村经济发展成效与基层社会治理品质。因此，对村
级选举生态的考察能够直观地反映国家政治生态的社会基础以及村民政治生活的现实状况。
（一）“竞而不争”选举生态的基层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经济发达城市或地区，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与农
村社会相脱离。经济生活受限于城市，政治生活却囿于乡村，村民身处“城乡两栖”状态成为部分农
村开展选举实践的现实社会图景。时值 2018 年安徽省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之际，笔者就基层选举
生态议题开展专项调研，分别考察皖南（4 村）、皖中（2 村）和皖北（4 村）10 个村庄村委会换届
选举的民主化实践，参与到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改选村民代表、选民登记、提名确定候选人和投票
选举等环节。其中，最重要的选举环节是投票产生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村委会成员。因为，
“谁当选”往往是普通选民、候选人、村“两委”以及基层党委政府最为关切的话题。
表1
区域

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得票情况
村名
小岗村

大季村
皖北（4 村）
田村村

闫集村

皖中（2 村）

崔岗村

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率

竞选结果

周群之

2770

88.2%

当选

严利军

92

2.9%

落选

李辉

3055

92.0%

当选

费保磊

146

4.4%

落选

王吉春

1902

83.1%

当选

刘徽宁

346

15.1%

落选

于士春

1921

95.1%

当选

于奎

74

3.7%

落选

崔光龙

800

95.7%

当选

李飞

5

0.6%

落选

崔健

9

1.1%

落选

谭春霞

8

1.0%

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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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村

徐暨村

皖南（4 村）

万兴村

吕寺村

宗洼村

杨坤山

4501

93.5%

当选

杨振山

46

1.0%

落选

汪琴

5

0.1%

落选

吴啊飞

1

0.02%

落选

苏祥东

2698

97.1%

当选

葛龙

9

0.3%

落选

葛坤

5

0.2%

落选

万海水

1728

88.3%

当选

江兵兵

165

8.4%

落选

欧明生

1948

94.6%

当选

姚秀娟

64

3.1%

落选

杨传胜

776

95.9%

当选

方守金

17

2.1%

落选

注：①数据来源于社会调查；②在该表中，由于少数选民投了弃权票，造成得票率总和略低于 100%；③崔岗村、
三星村等地采用“一票制”选举方式，将提名候选人与投票选举两个环节合并。在不提名候选人的前提下，选民自由投
票产生了两名以上候选人。

表 1 统计了所调查的 10 个选举村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得票情况。从表中可知，村委会主任
的当选者均以高票胜选，当选者的最低得票率维持在 83%以上，最高得票率达到 97%；反观落选者的
得票率都低于 5%。此选举特征直观地体现了“高票当选，低票落选”的弱竞争性。选举的弱竞争现
象不仅反映在村委会主任的选票上，村委会副主任和委员的选票分布也得以印证。对于该现象的解释，
在普通选民和村“两委”、乡镇干部之间形成截然相反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崔岗村党支部书记解
释道，“当选的候选人平时积极参与村务，与村民联系较多，选民对其较为熟悉，在投票时便有所倾
向。而落选的候选人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得票少也是情理之中”。据烟墩镇（下辖万兴村）民政所
工作人员透露，“有些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开展工作中会倾向于介绍某一位候选人，以吸引选民的
注意”。通过对选民的访谈得知，一些村民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县、乡镇政府已经安排甚至内定了
当选者，落选者是扮演“陪跑”的角色。“选谁都一样”成为少数村民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基本认知。
由于不同选举主体在选举行为、政治参与意识、政治价值观上具有不同的逻辑取向，造成对村级
选举的认知差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组织建构、制度内化、基层实践中，选
举行为受到乡村逻辑、科层制逻辑和国家逻辑（周雪光、艾云，2010）三重逻辑的影响。就行政体系
而言，国家机构是一种科层制组织系统。科层制逻辑是在国家逻辑的指导下形成的，各级政府的行政
目的在于因地制宜实施国家的基层选举政策。概而言之，国家逻辑与科层制逻辑是“一体两面”的关
系，在村级选举实践中是相互统一的。故此，村级选举中选民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主要受到乡
村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双重影响，即微观层面的乡村生活秩序与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的共同作用。
（二）“竞而不争”选举生态的形成机制
基于伊斯顿（2012）的政治系统论，构建图 1 所示的村级选举生态系统模型。村级选举生态系统
-4-

竞而不争：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及其困境

由选举生态环境和选举内生态共同构成。选举内生态反映乡村选举活动的内在结构及运行规律（如村
规民约、乡土规范等），决定着选举生态的性质和特征。选举生态环境表征乡村选举活动的外在因素
（如政策法规、制度章程等），影响着选举生态的面貌。选举内生态与选举生态环境组成的多层次系
统具有一切生态系统所呈现的核心特征，包括输入、输出、反馈与循环等环节。国家制度权威的输入
与乡村生活秩序的输出是该系统良性运行的相互反馈过程。村级选举既体现选举内生态中的政治生活
秩序，也展现选举生态环境中的制度权威。因此，“制度—生活”机制（肖瑛，2014）是分析村级选
举生态系统的核心模式。制度权威对选举内生态的有机嵌入保障了村级选举的规范化、有序化运作，
乡村生活秩序为村级选举提供基础性、持续性的内在活力，二者的互动形塑了村级选举的生态结构。
选举生态环境

选举生态环境
制度嵌入

选举内生态

生活秩序

输 出

输 入

制度权威

制度内化

乡村回应

国家建构

选举生态环境

选举生态环境
图1

村级选举生态系统模型

1.制度权威影响下选举的规范化表现。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和乡村社
会整合与建构等方面都依赖国家权力和权威的强力效应。通过运用制度化手段实现国家意志对社会的
规范化控制，具体体现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渗透是以制度为核心的权威机制嵌入乡村社
会；以统一的规则体系和逻辑观念，将原子化的家庭社会整合或建构成以村落为中心的集体社会；以
乡村公共性和服务性事务为核心，将流动性、分散性的乡村个体凝聚成稳定性、整体性的乡村集体。
在村级选举生态系统中，国家建构的规范化核心在于将制度权威输入选举内生态。制度权威对村级选
举的有效规制，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深度表达，也是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的有机契合，更是党
的领导与群众意志的高度统一。国家制度权威作用下，村级选举的规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选举前，各级政府部门对高阶制度文本的精细化、具体化，自上而下建立可资操作的选举
制度体系。村级选举的制度规约首先在于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将其输入选举内生态系统中，
即选举制度元素的有机嵌入。农村是基层选举的实际发生场所，但村级选举制度的实践涉及中央政府、
地方各级政府、村“两委”等层级。在“中央、省、市县、乡镇”四级制度场域中，地方各级政府部
门传达中央政府关于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指导精神和文件，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应的选举办法。将中
央与省级选举制度文本不断操作化，形成层次上相互耦合、内容上相互补充、时序上紧密衔接的制度
链系统。但建构的制度体系能否得以精准实施，还需要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包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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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精神传达、整体工作筹划、乡镇工作摸排、乡村选情预案和选举宣讲动员等。其二，选举中，制度
主体的在场有效保障选举的合规范性与合程序性。在村级权力的高价值性和乡村关系结构圈层化的影
响下，虽然选举的竞争性可能日益白热化、公开化，但制度化选举弱化了选举主体间的抗争性。村级
选举并未演变为参选主体间的群体性对抗，而是呈现为制度权威影响下的规范化运行。在熙熙攘攘的
选举活动背后，国家制度权威随处可见，如村民选举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改选、选民登记、选举宣
传等皆是选举要素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在选举的关键环节，对各级选举观察员、乡镇工作人员到场观
察、指导和监督选举工作都进行制度化规定。其三，选举后，各选举主体对投票结果的一致遵从进一
步提升制度化选举的权威性。村级选举是集合广泛民意基础的民主活动，选举结果代表广大选民对本
村“当家人”的认可。从乡村政治权力角度来看，村级选举实践是对乡村政治格局的塑造，反映各选
举主体的内在政治需求与政治行为逻辑。但选举主体葆有各自的心理空间，例如乡镇政府倾向于所支
持的候选人当选，原村委会干部则希望能够连任。制度化选举能有效限制主体间内在的、自由的选举
空间，将其统一规制为完成选举任务、维持乡村稳定的共同意志。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原村干部，抑
或是竞选人与普通选民，对选举结果的一致遵从是制度化选举的实践基础。
2.乡村秩序规制下选举的生活化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基础上，村级选举制度化的另一层含义在于
将外在的制度要素内化为特定乡村生活秩序，实现制度的内化、习惯化与生活化的过程。内因对事物
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内在动力得到充分激发和释放，在基层社会发展中产生基
础性、持续性影响。选举内生态自我革新、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包含家
户 农民（徐勇，2013）的自主性与乡村集体的创造性两个层面。乡村个体的自主性是村级选举内生
①

态良性运行的关键要素，包括选民的投票自主性、参选自主性和竞选自主性等。选举的公平、公正、
公开要求将选民的自主性融入选举的各个环节，充分调动选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乡村集体的创造性
是村级选举内生态可持续运行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大包干”的土地改革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还是
村民自治与农民工进城，都是乡村集体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村级选举作为家户农民和乡
村集体的创造性政治行为，体现村民在经济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优良政治生活的美好向往。
由于村级选举在选举文化、选举场域、选举规则、选举意识等方面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因此不能
将其与体制内选举的正规化相提并论，更不能与西方式选举混为一谈。村级选举更深刻地表现为生活
化的选举行动。第一，选举主体将选举行为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中，形成本土化实践方式。为了鼓励选
民积极参与投票，小岗村与万兴村等村庄均设立流动票箱。流动票箱将选民日常生活与选举实践有机
勾连起来，例如在老人陪护小孩之际，或是农民干农活之时完成选举投票。大季村与崔岗村等村庄考
虑到选民对候选人熟知的情况，在投票前选择性地省略或者简化候选人自我介绍的选举环节。笔者发
现，有的选举村设有 4 个固定选民登记点，而前来现场登记的选民仅有 63 人。为确保“不错登、不
重登、不漏登”的选民登记原则，村民代表便采用入户登记的方式。通过村民间的日常社会交往，开

①

中国传统村落是由一家一户自由小农形成的家户共同体，自由、独立的小农家庭构成家户社会的内核。家户制在传统

中国的经济生产与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构成当下及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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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选民登记。第二，在特定的选举环节上，生活化选举融合了非正式的、自主化的选举秩序。在候选
人竞选演讲环节，候选人的演讲并不是主动的过程，而是“被请上台”。因为竞选演讲在很大程度上
并非候选人为拉取选票而采取的主动行为，而是为了迎合选民的选举热情。一些“好事”的选民吆喝
着请候选人作演讲，却又忽略演讲的内容，仅是为了让选举更热闹一些。正是在热闹的选举秩序中，
完成村级选举任务。第三，村级选举不仅是村民政治生活的有效形式，也是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期间，选举事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关注的焦点。据调查，在小岗村村委会换
届选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投票率达到 69.74%，其他选举村的投票率也都维持在 60%以上。数据证明
了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对乡村选举工作的组织动员力以及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生活化选举实践
角度，选举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选举事件总能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综上所述，选举生态环境建构制度化选举，选举内生态孕育生活化选举。村级选举是制度化选举
与生活化选举的有机统一，二者的互动耦合实现选举制度、选举行为规则不断内化、社会化与生活化。
选举的制度化与生活化要求选民把外在的选举制度内化为政治信念、政治情感与政治意志，形成对选
举制度的认可与遵循，并付诸实践。制度内化不仅是制度规范在个体观念中的深化，而且是群体适应
选举秩序所采取的一致性社会行动。制度化选举要求建立各项选举制度和设置选举机构，更要确保村
级选举的实践严格在制度的框架和程序中运行。生活化选举则是将乡土性知识与选举制度相结合，突
显乡村的自主性。但只有在制度权威式微的选举环节，生活化选举才得以彰显。
（三）“竞而不争”选举生态的多层次意涵
在村级选举生态系统中，选举的制度化与生活化共同形塑“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所谓“竞而
不争”的选举并非强调“不争”，也非倡导强化竞争，而在于遵守良性竞争的选举规则。从语义学角
度辨析，“竞”是对于特定目标在评判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所持有的态度，“不争”的内涵在于行为
者在追求理想目标的同时，极力避免造成冲突。制度化选举赋予“竞”的生态属性与选举行为，生活
化选举形塑“不争”的选举策略与乡土规则。“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反映了现代性的制度规范与乡
土性的生活智慧，主要包含三层意涵：①体现村级选举制度的实践成效，②表征村级选举的良性政治
文化，③展现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理性选择。
首先，作为一种制度实践形式，“竞而不争”的选举以制度规范为根本保障。围绕村级选举活动
形成“中央、省、市县、乡镇、农村”五级制度场域。以中央政府关于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文件精神为
指导，各级政府部门和村“两委”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选举办法。通过将制度性文本上传下
达至每一位选举主体，实现由制度的建构到制度的内化、习惯化与生活化，务求保障村级选举制度化
运行。同时，在各级行政的制度规范中，法制是最根本的保证。选举期间公安民警的治安维持，有效
保障了乡村选举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合制度性。其次，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形式，“竞而不争”的
选举以乡土文化为核心基础。乡土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乡土性影响着乡村选举活动的内
在结构与运行规律。在人情交往上，生活空间的局限性决定了村民彼此间情感的联结与聚合，对于选
举心理的认知和选举逻辑的认可往往心照不宣。因此，过度竞争或者抗争的选举形式都与乡土文化相
背离。最后，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竞而不争”的选举是村民政治参与的理性选择。对村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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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只是村民政治参与的暂时性活动，和谐的社会关系才是村民永久性利益。选举竞争的白热化，甚
至恶性竞争都有损乡土性秩序。生活于同一乡土社会中，广大选民必须在“竞争”或者“抗争”与“不
争”之间进行理性权衡，以维持村级选举处于“竞而不争，争而不乱”的良性状态。

三、“竞而不争”选举生态的生成困境
通过对村级选举生态系统的实证性解析，揭示国家逻辑对乡村生活秩序的构建，以及乡村逻辑对
国家制度权威的回应。国家建构乡村与乡村回应国家的行动取向共同影响村级选举的生态结构。从“制
度—生活”视角审视“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在村级选举中形成制度化选举与生活化选举两种形态。
制度化选举遵循国家的计划性逻辑，生活化选举依从乡村的内生性逻辑。由于二者在选举实践中的差
异性与矛盾性，在一些选举场域造成自治空间消解、选举程序虚置、选举运行非均衡化等实践困境。
（一）自治空间的消解
“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是制度权威的有机嵌入，以及乡村生活秩序有效输出双向形塑的结果。
在此双向互动过程中制度性机制、行政化权力自觉自发地嵌入村级选举实践，以塑造村级选举的生态
格局。行政力量在村级选举实践的渗透客观上消解了选举的乡土空间，具体包含以下两方面。
第一，村级选举的制度变迁改造了选举内生态的生活化秩序。乡土社会存在着以村规民约、风俗
习惯、传统道德等地方性知识为内涵的乡土秩序，村委会正是由乡土秩序中自发塑造而成的自治组织
（徐勇，2000）。村委会换届选举在由民间非正式选举形式 向正式选举制度转变中，融入现代的选
①

举理论、实践知识和选举资源。村级选举在内涵上变得更为丰富，但制度化规则的嵌入改造甚至替代
了乡土秩序。选举的制度化要求通过制度权威嵌入乡村社会，依靠国家法律法规设定选举计划。从而
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村“两委”、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村民小组、普通选民等选举主体设
定相应的选举空间，将各主体放置于特定选举生态位上，限制主体间自由的心理空间。原有的乡土性
选举文化逐渐缺失而现代性选举文化却又无法得以适应，
导致选民在选举逻辑与选举行为上不相协调。
第二，村级选举被视为开展农村工作的一项政治任务，行政意志的干预弱化了乡村选举主体的自主性。
为顺利完成选举这项政治任务，政府工作人员便成为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村级选举演变为政府
部门施政的行政场，而非村民自主参与的生活场。乡村主体性的缺失，使村委会处于行政性干预与社
会化困境之中。由此，乡镇与村庄的关系从“指导—被指导”转变为“领导—执行”，从而弱化乡村
主体的自主性。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一些工作人员出于对“考绩”的紧张，对选举中发生的某些特殊
情况往往以“按照文件要求”“根据文件精神”作为解释依据。而且，更具乡土属性的村民代表、党
员、村民小组组长等主体也遵循此类官方话语，使其政治性身份更为显著，而乡土性身份逐步式微。
（二）选举程序的虚置
在村级选举的生态位上，完备的选举机制应是选举程序与选举结果的相互统一、相辅相成。完善
中国第一个村委会产生于 1980 年广西宜州市合寨村。当地村民为了解决实行土地包产到户后造成的乡村治安、村庄矛

①

盾等社会秩序混乱问题，便自发组建起村委会组织。
-8-

竞而不争：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及其困境

的选举程序会产生优质的选举结果，结果公正也是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虽然我国基层群众的程序民
主意识已有显著提升，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重结果而轻过程的选举理念依然在政治实践与法律生活
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为甄选出让各选举主体都满意的“当家人”，“结果优先”——
为保障选举结果的认同度而忽视选举程序的正当性——往往成为村级选举的一大特点。结果优先的政
治认知主要体现为“选举即投票”的思维，认为只要投了票便是参与了选举。显然，选举不能简化为
投票。若选举过程不公开、不公正，选举程序缺乏正当性，投票结果便缺乏合理性与合法性。成功的
选举不仅需要投票环节的精心组织，需要选民积极参与，更需要选举过程中基础性环节的健康运行。
正是由于选民在选举中的被动性，使得选举的某些环节和流程采取简易化、虚置化的做法，如简化选
民登记方法、默许无委托书代为投票等生活化行为。
结果优先的选举实践造成选举程序的虚置，更深层的影响是导致选举程序所蕴含着的民主权利的
缺失，以及选民对自身权利认知上的缺位。选举不等同于投票；同样的，选举权也不等同于投票权。
在村级选举生活中，选民对于选举权利认知的不全面，致使“参与投票便完成了选举”成为村级选举
工作的主导意识。选举程序的虚置使得选举各环节中所孕育的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等民主权利无
法得到有效履行，村民的选举意识、自治意识进一步受到削弱。由于民主权利的“不知”与“不为”，
令村级选举实践培育出的可能仅是只有投票权的“蹩脚”民主。因为村级选举不仅是为了选出村庄的
“当家人”，更是一场对基层群众的民主训练，培植现代村民的参政意识与权利意识。
（三）选举运行的非均衡化
村级选举提供了一个国家制度权威与乡村生活秩序共同作用的场域，但在实际选举工作中二者存
在非均衡性。选举运行的非均衡化是选举主体选择性偏好的结果，意指村级选举实践中的基层党委政
府，或者乡村参与者，选择性关注某些选举环节，而对另一些环节则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相对不足，
形成“关键环节”与“常规环节”的分化现象。选举的“关键环节”与选举结果衔接最为紧密，如提
名确定候选人、正式投票选举环节受重视程度更高；反之，推选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村民代表改
选等“常规环节”关注度相对较低。人为建构出选举的“关键环节”与“常规环节”，很大程度上使
得制度依附性出现分化。不同选举环节、不同选举程序实际运转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致使选举运行
的非均衡化产生“制度主导型”和“生活主导型”两种形式。
其一，从选举的全过程和选举的“关键环节”来看，村级选举运行非均衡化倾向于“制度主导型”
。
从选举准备阶段到正式投票环节的全过程，县乡镇党委和政府、村党支部、村委会及选举委员会等主
体会对程序化选举工作保持积极应对姿态，包括制度本文学习、人员组织培训等方面。政府工作人员
将此形容为“基层政治战役”。对选举文本的全面学习是基层行政人员与乡村选举主体的“必修课”，
以此来培养制度强依附性群体。选举的“关键环节”能够对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制度主导性更为
显著，要求制度强依附性选民（如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党员、乡贤等）发挥出更强烈的引导性
和参与度。在“关键少数”的影响下，普通选民往往作为制度依附者被动地参与其中，尤其在委托投
票、代写选票以及老年群体投票过程中制度强依附性群体更具有主导性。
其二，从选举的“常规环节”来看，村级选举运行非均衡化呈现为“生活主导型”。制度权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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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环节的影响并非始终是强有力存在。在选举的“常规环节”，由于选民的异质性增强或制度依附
性弱化，造成国家制度化约束式微而生活化实践彰显。选举过程并不严格依从制度文本要求，选民能
动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选举活动。选举工作试图在制度间隙中采取简易化、生活化的应对之
策。例如选举宣传简化为张贴选举公告，或者一些简单的选举标语；默许选民不带选民证换取选票，
或者投票前已发放选票；在候选人竞选环节中，虽然选举规程对竞选的组织、时间、形式和内容都进
行详细的规定，但实际情况是选举村往往采用张贴候选人信息的形式，或只在投票前进行简要介绍。
“竞而不争”的选举实践产生的自治空间消解、选举程序虚置与选举运行非均衡化等困境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彼此关联性。选举各环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现瑕疵都可能影响选
举的整体效果。选举环节往往会视政府部门的关注程度做出差别化对待，行政意识强的环节被划归“关
键环节”，行政意识较弱的环节则被视为“常规环节”。前者选民自主性较弱，乡村选举的自主空间
被行政力量逐渐压缩；后者乡村主体性更强，选举行为趋于生活化与日常化。

四、总结与讨论
乡村治理效应依赖于社会权力自下而上的集中和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渗透的双向互动。权力的集
中与渗透将分散和分化的社会因素与政治单位整合到国家组织体系中，并建构社会成员与政治单位对
国家的认同。本文通过“上”（国家制度权威）、“下”（乡村生活秩序）两个视位（曹锦清，2013）
来论述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进而揭示村级选举在国家制度权威与乡村生活秩序中的运行机制。正如
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2007）所言，“塑造中国村落的两种力量：一种是传统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建
构村庄的认同；另一种是行政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塑造村庄的认同”。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逻辑，
村级选举中国家行政力量和乡村内生力量得以有机融合。通过建构以“制度—生活”为核心机制的村
级选举生态系统，从中解离出制度化选举与生活化选举两种形式。从选举实践来看，两种选举形式是
相互共存的，共同构成完整的选举程序。在不同的选举环节，国家与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存在差异，便
产生不同的选举逻辑。由村级选举及其衍生的“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等相关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村级选举的主体性。本文基于“制度—生活”的分析范式，认为村级选举实践是政治权力
规范下选举主体所采取的制度化与生活化行动。在宏观政治权力维度，村级选举是国家建构基层政治
生活的制度机制；在微观社会行动维度，村级选举又成为村民积极融入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实现形式。
在“国家建构”与“乡村回应”的双向驱动下，造成村级选举主体性的模糊。村民对村级选举的关注、
参与和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国家权威“统摄”下的被动选择，呈现出高投票率、高参与度和高关
注度的服从型民主，而非村民主体意志的自主体现。另一方面，在党—村关系（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
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党支部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与乡—村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
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中，也可能造成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而消解村民自治的自主性与
乡村治理的乡土性。在基层政府与村“两委”之间形成“包办一切”的行政化倾向，村民自治空间受
到一定程度的压缩，自治形式凸显为是一种制度权威引导下的参与式治理。
第二，“竞而不争”选举生态的适用性。“竞而不争”的政治生态是用以客观描述安徽省部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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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选举状况，希冀能为全国性村级选举研究与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素材。选举制度的建立
意味着在民主实践中存在竞争的实质，无竞争的选举是不民主、不公正的，无序竞争则破坏了国家民
主基础与乡土社会结构。村级选举制度将村委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潜在竞争性的权威引入乡村治理
结构中，为强化村民自治确立了一个正式组织，亦为村民参与村级权力的竞争提供了制度空间。相较
于其他经济较为发达或者利益纠葛较为紧密的乡村，在村级选举的民主化进程中更易于形成竞争性生
态，甚至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等不良现象；本文通过对安徽省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践的考察，提炼出的“竞
而不争”的选举生态既是部分村级选举的实践特点，也是对现有乡村政治研究成果的补充。
第三，民主选举的多样性。中国式村级选举是具有乡土性的民主形式，而非西方式的选举模式。
民主之所以为人所热衷并认同，在于其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的理念。民主选举既可以是西方的票选式
民主，也可以是中国乡村的制度化与生活化选举形式，体现为是一种参与式民主。从现代民主角度来
看，村级选举是基层民主的讲习班。四十多年的村级选举实践验证了参与式民主在中国农村悄然扎根、
成长，选举的常态化让广大中国农民接受民主训练，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乡土社会。经过民主文化洗礼
的村民已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升格为政治参与的“局内人”，由传统
的自给自足的小农逐渐转变为现代化的理性农民。现代农民葆有自身独立的利益需求、价值追求和政
治诉求，抽象的公民、国民、人民等现代性概念日益成为乡土社会生活的具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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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cology and Predicaments of Village-level Election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 in Anhui Province
WANG Youye CHEN Yiping XU Lixiang
Abstract: Village-level elections has emerged as a lens of observe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peasants in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electio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China rural studies.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 in Anhui Provinc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weak competition is the dominant
form in village-level elec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system,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village-level elections’ ecosystem
with “institutions and life” as the core mechanism,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logic, order of operation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Institutionalized elec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life-oriented
elections in the village order jointly shape the election ecology of “benign competition”. Institutionalized elections endow
“competition” with ecological attributes and election behaviors, while life-oriented elections shape “indisputable” election wisdom
and rural rules. The election ecology of “benign competition” reflects the institutional norms of modernity and the wisdom of rural
life, creating a benign election order in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lif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life-oriented elements in village-level elections has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autonomous space, the
vacancy of election procedures and the disequilibrium of election operations. Further exploration is needed on how to resolve these
dilemmas in elections and balanc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stitutionalized elections and life-oriented elections
in the grassroots practice．
Keywords: Village-level Election; Political Ecology;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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