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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生活：农民上访的一种理论解释
田先红

摘要：在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伴随国家权力的介入及传统权威的衰弱，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式
微，由日常生活矛盾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行为普遍发生。信访制度成为村庄边缘人借以抗争主流社会
的武器，为他们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
。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
题。国家通过信访体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国家塑造农民上访行为的三种机制呈现为激发机制、吸纳
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研究农民上访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
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反观国家。
关键词：生活政治 抗争政治 农民上访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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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界已有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因为政府侵权而导致的抗争事件。但在中国农村，农
民日常生活中常常因为利益纷争等因素而诱发社会冲突，进而引起农民抗争行为。尤其是在剧烈转型
过程中的当下农村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利益冲突更加剧烈，更容易诱发农民抗争。这些矛盾纠
纷往往是发生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而非农民与政府的对抗之中。也就是说，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
盾纠纷而非政府侵权行为导致了大量的农民抗争。因此，探寻农民的日常生活政治，是理解农民抗争
的有益视角。本文将从农民生活政治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的生成逻辑以及国家与农民抗争政治之
间的关联机制。
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在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
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流派。针对有关抗争研究理论驳杂、莫衷一是的现状，蒂利等人构建了一
种综合性的抗争政治理论框架。在他们那里，所谓抗争政治，
“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
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
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抗争政治由此而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生活
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
（蒂利、塔罗，2010）
。抗争政治的理论框架


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政治秩序构建的信访制度实践困境及改革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017ZDZZ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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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对抗争政治的机制和过程展开分析。它将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各类抗争形式都统合于一
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之中。
然而，抗争政治的理论框架也存在不足。
首先，它主要聚焦于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抗争行动，尤其是社会运动，而基本不关注个体类的抗
争行动。这从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有关“抗争政治”的概念界定中便可窥见一斑。他们认为抗争政
治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偶尔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大致说来，这一
定义指的是集体性的政治斗争”
（麦克亚当等，2006）
。可见，西方抗争政治研究主要指向集体抗争行
动。
其次，它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抗争的事件、片段和过程上面，而对抗争事件产生的社会结构根源较
少关注。虽然西方抗争政治研究者也探讨社会运动的基础问题，但他们所谓社会运动基础是指“由一
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
动活动的开展”
（蒂利、塔罗，2010）
。他们所重点关注的是这些社会基础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的作
用，而并非从社会基础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形成机制。
再次，它主要探讨由政府（公权力）的失职或侵权行为而引发的抗争行为，而较少关注发生在其
他非政府行动者之间的抗争行为。虽然他们也曾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抗争的范围变化囊括了从诸如
今晚我们应看哪个电视节目之类的小事，到你的姐姐（或妹妹）休（Sue）是否应该嫁给正在和她约会
的那位男士之类较大的问题”
（蒂利、塔罗，2010）
，
“将抗争政治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关涉政府的要
求，绝不意味着政府一定扮演着抗争要求之提出者或接受者的角色”
（蒂利、塔罗，2010）
，但他们关
注的仍然主要是国家政治领域或者由政府侵权、失职而引发的抗争行为。这样的研究偏好使得民众日
常生活中的抗争行为极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①

近十多年来，有关中国农民维权的研究也深受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框架的影响 。研究者较多地运
用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等理论资源。研究者主要关注发生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抗争事
件（温丙存，2014；肖唐镖，2015；李连江、欧博文，2008）
。而且，许多研究往往存在一个理论预设：
农民之所以抗争，就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大或者政府侵权、失职。政府侵权——农民反抗是这类研究的
一般叙述模式。
必须承认，在当下中国农村，由政府侵权或失职而导致的农民抗争事件确实普遍存在。但实际上，
也有不少社会冲突和抗争并不是因为政府侵权或失职而产生，而是由于村庄日常生活冲突所致。比如
农民日常生活中围绕耕地、宅基地等利益分配而展开的纷争，以及一些日常琐事导致的争吵，都可能
引发农民抗争。即使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也认为，
“大多数的抗争是在政治之外发生。我们只是在与政府
的代理人发生互动时才进入到政治领域”
（蒂利、塔罗，2010）
。如果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由政府侵权、
失职而导致的农民抗争事件上，那么无疑会遮蔽某些非常重要的事实，导致研究结论的片面化。尤其
是中国农村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逻辑，农民抗争行为的产生、机制和过程都与西方的抗争政治

①

之前已有研究者对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框架在中国经验场景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参见田先红（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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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巨大差异。因此，深化有关中国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需要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视角和路径。

二、国家与社会生活：一个理论分析视角
“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
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肖瑛，2014）
。在汉语中，
“生活”与“日常”含义相近，二
者常常连用，谓之“日常生活”
。生活政治研究范式的滥觞，源于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相
关观点可见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其中尤以哲学界为甚。针对西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泛滥
的现状，现象学代表人物胡塞尔（2001）曾发出回归“生活世界”的呐喊。
关于生活政治，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吉登斯（2016）指出，在晚期现代性时期，工具控
制体系的负面后果日益明显地暴露。生活政治正是对现代性负面后果的一种反向作用。在吉登斯那里，
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相对。生活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
过程中，而解放政治指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吉登斯，2011）
。生活政
治主要关心生活决策和选择（life decisions）问题，而解放政治主要指生活机会（life chances）问题（吉
登斯，2000）
。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解放政治并不仅仅为生活政治提供铺垫，而
且会直接影响到生活政治问题，并以生活政治转型为预设前提。同时，生活政治议程的浮现并不意味
着解放政治的终结。从本质上讲，生活政治的所有问题均会引发一种解放的政治（吉登斯，2016）
。吉
登斯（2016）还将生活政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去考量，认为“生活政治所关涉的是后传统场景中进行
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场景中，全球化进程强烈地影响着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同时
自我实现之过程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化策略”
。
福柯（2003）对监狱、惩罚等规训权力实践的分析将研究视角从传统宏观政治权力转向微观日常
政治权力。在福柯那里，
“权力这个词本身只是指各种全部要加以分析的关系（领域）
，而这些有待分
析的全部关系就是我所称的治理术”
（福柯，2001）
。另一思想家鲍曼（2005）则将生活政治与人们的
消费方式、权威认同和生活感知等因素勾连起来。鲍曼（2002）在对流动的现代性阐释中指出，
“
‘液
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
，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
，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
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
。
在西方，生活政治议题滥觞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大背景之下。基于对现代性、理性主义
的反思，生活政治研究范式呈现出较强的后现代色彩。生活政治研究大多秉持一种微观政治研究进路。
生活政治关注的重心由宏观的政治权力中心转向边缘地带的微观权力实践。它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反
叛，主张将视角转向“微小实践”
“微观叙事”
。
“生活政治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边缘和底层，在于个体的
生存感受和生存质量”
（红苇，2002）
。
在有关农民生活政治的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斯科特有关东南亚农民日常抵抗的研究。
斯科特（2011）通过对东南亚农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深入分析了当地农村阶级结构和农民生活的
变迁，探讨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各种隐性抵抗方式，比如开小差、偷懒、毁坏机器等。此后，
斯科特的学生克弗列特（Kerkvliet）延续了他的研究传统。克弗列特（2005）通过对越南农村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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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写就了《日常政治的力量：越南农民如何改变国家政策》
。
在国内，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主张将日常实践同社会结构变迁勾连起来，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
动力机制（肖瑛，2014）
。还有研究者运用日常（生活）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县域政治运作逻辑。在这
类研究中，日常政治与制度政治、文本政治相对应，具体指地方政治的日常形态，比如开会、关系运
作等（樊红敏，2008）
。日常政治意味着对传统政治、官方政治进行祛魅化解读。上述研究同样带有较
强的后现代色彩。研究者强调权力的弥散性、相对性，强调对边缘、底层的关注。本文所谓生活政治
与上述两种界定方式存有共性，即都强调政治的“实践性”
。但是，本文的生活政治与上述两种界定方
式也有不同之处。本文的生活政治并不刻意强调农民的底层性，而主要指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其
意在通过农民日常生活来发掘微观政治运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生活政治的探究类似于实践
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以孙立平为代表的实践社会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他
们主张运用过程—事件分析（孙立平，2010）或关系—事件分析（李猛，2010）方法对当代中国农村
日常生活展开研究，将关注重点从“大事件因果关系”转移到“小事件因果关系”
，以此透视当代中国
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当然，与过程—事件分析将事件作为主要的关注点不同，本文的
生活政治研究进路将比较重视村庄社会结构的作用，通过事件发展过程将行动者与结构统合起来。
截至目前，学界已有个别关于农民生活与抗争政治的研究成果。比如有学者基于农民日常生活逻
辑的视角指出，农民出于“过日子”的考虑而使其上访行为迈向“不情愿的抗争”
，并在上访时采取有
节制的“出气”和忍气吞声的“认命”行为（何绍辉，2012）
。还有学者阐释了农民生活中的“气”
“忍”
“报”等传统解纷止争机制及其瓦解给农民上访所带来的影响（赵晓峰，2017）
。
上述研究给本文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发，但已有关于农民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难免陷入碎片化解
读的境地。这些研究往往倾向于夸大偶然性、随意性。但实际上，
“必然”与“偶然”是一个辩证统一
体。
“必然”可能遭遇“偶然”
，
“偶然”中有“必然”
。忽视“偶然”中的“必然”
，可能会导致虚无主
义。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有事件和偶然性，而且可以通过它来透视社会结构。
此外，如同将微观与宏观对立一样，已有研究倾向于将生活政治与官方政治对立与割裂开来。这
些研究或者强调官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凸显生活政治的解构性影响。但无论是官方政治，还是
日常生活政治，都只是政治实践的方式之一。二者互相依存、相伴相生。同理，采用结构—制度分析
方法探讨宏观国家政治并不比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研究微观生活政治的意义更小。如同有学者指
出的那样，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建构
方式而已（谢立中，2010）
。
而且，已有关于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过于注重地方性，而忽视了国家在日常生活政治中的作用。
在这些研究里，国家往往是缺席的。即使有的研究中偶尔触碰了国家，但国家也只被当作一个模糊的
背影，而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变量。但实际上，即使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国家也并没有缺
席。归结起来，国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渗透和影响农民日常生活：一是有形的途径，二是无形的途径。
前者指国家通过各类政策、制度（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干预农民日常生活，后者指国家的意识形
态会对农民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塑农民的国家观念。可见，农村日常生活无法避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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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透和干预。当然，农民日常生活政治也会对国家形成反作用，影响国家政策和制度的运行，进而
影响国家对农村的治理绩效。
综上，本文主要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讨论国家与农民抗争之间的关联。笔者试图通过观察农民
日常生活的样态，发现农民抗争的动力机制及其与国家权力的连接机制。生活政治的研究视角意味着，
本研究聚焦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即国家与社会相接触的地方。恰如米格代尔所主张的那样，将国
家拆解开来进行研究，不是通过观察国家权力中心而是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接触的边缘地带考察国家自
主性和国家能力问题（米格代尔等，2017）
。
本文将以笔者在华北 K 市 C 区西江办事处开展田野调研所获取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展开分析 。西
①

江办事处地处 C 区城乡结合部。该办事处下辖 3 个社区和 13 个行政村，户籍人口总计 2.6 万。虽然办
事处的部分地方已经划入城区，但大部分面积的辖区仍然属于传统农业型村庄。辖区绝大多数户籍人
②

口仍为农业人口。在村庄日常生活中，
“门子” 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是具有较强凝聚力和互助性
的行动单位。
“门子”实际上是一种碎片化了的宗族，规模要比南方的宗族小许多。村民在村庄中的地
位跟其所在“门子”势力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保持自身在村庄中的地位，村民必须想方设法多
添男丁。如果家中缺乏男丁，那么很容易遭受他人的欺负，在村庄中难以立足。这样的社会结构构成
了理解诸多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重要知识基础，也是解释当地农民行动的重要变量。

三、上访案例梗概简介
（一）张秀兰其人
张秀兰，1957 年生，为 C 区西江办事处 Z 村张寨组村民。她的文化程度较低。她家所在的门宗
规模较小。她的祖父是家中独子，父亲也只有两兄弟。张秀兰只有三姐妹，没有兄弟。在一个具有“门
子风”传统的村庄，家族中男丁数量少，在村庄日常生活中可能吃亏。
张秀兰的丈夫是上门女婿，人比较老实，而张秀兰则性格要强。由于张秀兰长期上访，且上访过
程中常伴有非正常的言语和行为，因此，当地不少干部都认为她有点“精神不正常”
。当然，大家都清
楚，张秀兰的脑子还是清醒的。
（二）张秀兰上访史
张秀兰上访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她的祖父在建国初期被批斗、
撤职，以及他父亲走失之事，她将这些历史旧账统统归结于政府；二是她家与邻居之间的矛盾纠纷问
题；三是状告村组干部、党员和其他邻居违法乱纪，主要是违法超生问题；四是要求政府提供低保、
救助以及因上访造成的损失等。其中，与邻居之间矛盾纠纷是张秀兰上访诉求的主要内容。因此，本
文主要介绍她因邻里矛盾纠纷而上访的情节以及她对政府的要求。
1.反映邻里矛盾纠纷。在二十多年里，张秀兰上访反映了多起她与邻居家的各种矛盾纠纷。这些
①

根据学术惯例，文中所有地名和当事人人名均已做技术处理。

②

所谓“门子”是当地农民对家族的称谓，以五服为单位。同一家族的人称为“同一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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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既涉及邻里日常琐事（比如小孩打架等）
，又涵盖土地权属纠纷等问题，尤其是后者居多。其
中，张秀兰反映最频繁的事项当属她家与邻居郭某家之间的宅基地纠纷。
早在 2003 年，郭某家建房时，由于宅基地不规则，在包工头张光武的调解下，张秀兰家从宅基地
后边调出 1.5 尺给郭某家，郭某家则从前边调出 1.5 尺补偿张秀兰。郭某的房屋建成后，两家因为宅基
地边界问题而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2007 年 11 月 28 日，政府组织了张秀兰与郭某两家进行调解，
双方约定各按原来规划面积建房，违规者限 10 日内拆除。但此后，张秀兰继续上访反映邻居郭某家
的院墙侵占公共道路和她的宅基地。2010 年 1 月 5 日上午，西江办事处和 C 区城管局西江中队入村调
查时发现郭某家的门楼、院墙及张秀兰家的院墙均存在侵占公共道路的问题，且张秀兰家还占用公共
道路种植杨树。工作组当即要求两家限期拆违，并让两家在处理决定书上签字，但郭某家拒签。
随后，张秀兰屡屡到办事处、区信访局、市信访局和国家信访局上访，要求政府强行拆除郭某家
的违章建筑。2010 年 7 月 31 日，C 区城管局和西江办事处对郭某家占道的门楼和院墙进行依法拆除，
同时铲除了张秀兰家的四棵杨树。后来，张秀兰又多次到区里和西江办事处上访。西江办事处只得继
续组织两家调解。2011 年 1 月 20 日，双方达成协议如下：第一，甲方（郭某）最迟在十五年内翻修
房屋，在翻修时应该往西边后退 50 公分留出滴水。目前维持房屋现状；第二，签订协议后，乙方（张
秀兰）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就双方宅基地纠纷向上级信访部门反映甲方侵占乙方宅基地。当天，
西江办事处还与张秀兰签订了另一份协议，双方约定：西江办事处以特困救助的名义补偿张秀兰 2000
元，张秀兰保证不再上访。不过，这一份份白纸黑字的协议书并未能阻止张秀兰上访的步伐。张秀兰
家在公共道路上种植的杨树被铲除之后，她又在原地种上蒜苗，而郭某家也在原地用砖头重新垒起一
堵临时的墙。和以往一样，张秀兰继续长年累月地频繁上访。期间，她还数次进京上访。西江办事处
照旧组织了多次调解，并对张秀兰进行了救助。
眼见张秀兰在上访中不断获利，郭某一家也开始上访。2010 年 8 月 15 日，郭某之子赵右侠到市
里上访反映张秀兰未执行原先达成的调解协议。随后，郭某也多次上访反映张秀兰的违法行为。郭某
还声称如果办事处不制止张秀兰的行为，她就到市委反映办事处不作为。两家的宅基地纠纷持续了多
年。2013 年 1 月 8 日，办事处又将两家人召来进行调解，但无果而终。如此反复多次，纠纷依然未获
解决。张秀兰屡屡反悔，也引发郭某一家效仿，拒不执行调解协议。
2.要求政府救助和赔偿。对于张秀兰而言，上访已经成为一种“习性”
（habitus） 。她除了要求
①

政府解决纠纷外，还要政府解决生活困难，给她提供低保、救助。具体如：2008 年 7 月 26 日，张秀
兰到区信访局上访，要求政府让她长子享受退伍兵优惠政策。由于缺乏政策依据，西江办事处无法满
足其要求，但办事处承诺为她家里三口人办理农村低保，并给她儿子资助了 5000 元学费。此外，张
秀兰还屡次上访要求更改她丈夫沈云天的年龄、提供精神残疾补偿、办理信访救助、享受双女户计生
补贴、为她长子办理二胎准生证以及赔偿其多年上访损失共计 6548250 元，等等。
①

布迪厄（2009）认为，习性是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习性产生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实践活动。张秀

兰的上访习性的生成，既与其个人生活史紧密相关，又与村庄社会生活和国家信访制度实践等型构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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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为获得信访救助，张秀兰写下了停访息诉决心书，承诺“救助金每月按 6 百元，存
到卡上，到死亡为止。我秀兰保定不去北京上访，违犯了严历（厉）处分”
。当年 6 月 6 日，C 区信访
工作领导组讨论了关于张秀兰信访救助事宜并予以通过。
（三）无法终结的上访
信访档案显示，自 1990 年至今，张秀兰共赴京上访 17 次，其中有 3 次非正常上访。2008 年，张
秀兰因到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非正常上访，被派出所行政拘留 10 天。据悉，最近十年，张秀兰上访
频率较之前大幅度提高，上访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秀兰长年累月的上访给 C 区和西江办事处都带来了很大的维稳压力。为此，当地政府曾试图通
过正式制度来终结张秀兰的上访步伐。早在 2011 年 8 月 26 日，C 区信访局就张秀兰的信访事项举行
过评议化解会。参加评议会的 20 名评议员中有 19 人赞同西江办事处和 Z 村对张秀兰信访事项的处理
办法，满意率达 95%。张秀兰不服，遂申请复查，但 C 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维持了西江办事处
的处理意见。随后，C 区信访局将张秀兰信访案上报到 K 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该委员会维持
了 C 区人民政府对张秀兰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并出具信访案件终结证明。和协议书一样，信访事项
终结裁定书也没能阻挡张秀兰的上访步伐。此后，张秀兰如往常一样继续上访。

四、生活共同体的衰微与国家介入
传统村庄社会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村庄通过乡规民约等地方性规范对社会进行整合。每个村民拥
有村庄成员权，这是村庄赋予村民的权利，同时也对村民构成了约束，村民需要对村庄履行相应的义
务。在传统时期，村内也时常会出现挑战村庄主流社会价值的越轨者，但村庄主流社会可以通过强大
的地方性规范来压制越轨者。比如，当有人出现生活作风问题时，会受到村庄舆论的惩罚。村民对越
轨者的惩罚最终导致越轨者被从社区驱走（朱晓阳，2002）
。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传
统村庄社会结构（比如宗族）仍然没有被打碎，而是通过与国家基层组织的同构得以绵延甚至增强（王
朔柏、陈意新，2004）
。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渗透，村庄传统地方性规范的效力下降。传统的互助合
作体系被市场化方式取代。特别是打工潮的兴起，使得村庄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外部的现代性更进
一步渗透农村。所有这些，都使得村庄边界变得日益开放，地方性规范走向瓦解。农民挣脱村庄束缚
的意识不断增强。村庄不再是农民唯一的依附载体，也不是农民获得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
当然，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衰微也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有着密切关联。国家推动的“送法下
乡”
（苏力，2000）
、义务教育普及等重大战略工程，在提升农民法制意识和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在给
村庄输入一种新的代表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这一社会改造的历程中，国家试图让农民接受一套新的社
会关系的理念，以替代农民头脑当中所谓‘封建迷信’的迂腐思想，并通过不断的宣传，来强化一种
国家一体的‘想象社区’式的国家观念”
（赵旭东，2003）
。尽管国家意识形态对村庄的渗透并非轻而
易举，但它确实为农民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告诉农民，他们不仅有村庄，而且有国家。
农民的公民权逐渐形成。特别是当个体权利与村庄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农民可以寻求国家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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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个体权利渐渐凸显，国家为个体提供了权利救济渠道。这实际上是国家与村庄争夺对农民的“领
①

导权”
（葛兰西，2000）
。在农民所拥有的权利束中，村庄成员权渐渐弱化，而公民权不断强化 。传
统村庄发生从血缘群到公民化的转变（王朔柏、陈意新，2004）
。农民不再生活在“祖荫下”
，而是渐
渐“走出祖荫”
（郭亮，2008）
。这意味着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衰微。
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一样，C 区所在华北当地农村也遭受着现代性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渗透和冲击。
笔者在当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比较强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很多地方农民在
堂屋中供奉祖先牌位不同，当地许多农民在堂屋里都贴上毛泽东等领袖的画像。有的甚至供奉着毛主
席的铜像。在调研时，农民也常常援引一些有关国家的话语来阐明自己的主张，比如“这是社会主义
国家，不公正是不行的”
“中央都是好经，就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的”
。谈及一些他们拥有不同意
见的政策时，农民会说：
“但这是国家政策，也不能反对啊。
”
“国家政策会有一个纠偏的过程。现在政
②

策好了，村民都安居乐业了” 。
与农民对国家的强烈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庄社区权威在当地日益弱化。虽然从外表来看，
当地农民的“门子”观念仍然存在，
“门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认同单位，但“门子”在村庄日常生活
中的功能已经渐渐弱化。据村民们介绍，早在上世纪 80、90 年代以前，村民一般有什么事都会寻求
本“门子”的人帮忙。但现在，寻求本“门子”的人帮忙的已经越来越少。
“掌门人”
“老族长”等村
庄传统权威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也大大下降。村民对“掌门人”的认同度也急剧下滑。
“过去掌门人就
是掌门人，包括小的也得听。现在年轻人不听，包括自己的孩子自己都管不住，怎么去管别人。别人
③

为什么要听你的。过去老人说话不管对错都得听，不听就得挨打。现在老人说的对才听” 。相应地，
④

越来越多的村民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倾向于向村组干部求助。
“现在各组组长一般是老总 ，老总安排
好一点，也得罪人。以前各门宗有事，找各门宗，现在不找了，找各组组长。
‘门头风’现在基本没有。
⑤

以前讲帮派，讲派性。
” 村组干部等国家基层代理人逐渐取代“掌门人”
“老族长”等村落传统权威。
村庄社区权威的衰落在村民纠纷解决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当村民之间发
生纠纷时，一般会找本“门子”的“掌门人”来调解，但如今“掌门人”几乎不再介入村民之间的纠
纷。
随着“掌门人”等传统社区权威的淡出，地方性规范在村民纠纷调解中的作用也日益弱化。如今
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村组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寻求法律的援助。现代法

①

当然，笔者在此只是阐明一种总体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村庄成员权与公民权的冲突与博弈是高度复杂的。比如在

珠三角等地围绕“外嫁女”的土地权益而展开的博弈，实际上就彰显了村庄成员权与公民权的复杂冲突。当然，这背后
实际上是村庄与国家的冲突。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2011 年 K 市 C 区西江办事处农村调查报告》
（第一卷）
。

②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2011 年 K 市 C 区西江办事处农村调查报告》
（第一卷）
。

③

④

所谓“老总”
，是指在红白喜事时负责统筹安排大家干活的人，相当于“总管”
、
“管事”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2011 年 K 市 C 区西江办事处农村调查报告》
（第一卷）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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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渐渐替代了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同时，由于内生权威的弱化，村庄愈发丧失对边缘人的制约
①

作用。
“光棍” 等地痞恶霸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有的握有暴力优势，有的具有一定后
台背景，通过与乡村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参与国家自上而下的项目资金分配。为了避免惹麻烦，基层
干部也得对某些“光棍”礼让三分。
总之，在 C 区当地农村，村庄传统权威正逐步走向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农民
对国家的认同较强，但村庄社区权威较弱。村庄的集体性已经渐渐丧失。村庄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趋
于瓦解。
“在此情况下，村落社会也很少有手段制裁那些违背村落或国家规范的户主或农户的行为”
（朱
晓阳，2002）
。这样的村庄社会变迁语境构成了本文理解张秀兰上访故事的背景和结构性因素。

五、生活冲突与抗争
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由于村庄内部共同规范约束力的弱化，村民的
行为缺乏统一的参照标准，导致频繁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村庄越来越失去应对、惩罚越轨者和边
缘人的能力。因此，对于张秀兰的上访行为，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胡搅蛮缠，也不宜武断地给她贴上
一个“精神病人”的标签，而应该将其放置于村庄社会生活中去理解。
张秀兰在村庄中属于边缘人物。张秀兰家所在的门宗小，且她自己没有兄弟，又是招的上门女婿。
按照当地传统，
“小门小户”在村庄中缺乏话语权，尤其是招收上门女婿的家庭往往会受到村民歧视。
从张秀兰的一些上访材料中也可以窥见她自我感觉在村庄中受到邻居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比如，
2009
年 7 月，她在一份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书中写道：
“难道就因为我家是倒插门，才这么吃亏么？像建沼
气、收麦秆，他们都找茬各种借口欺负我们。
”2012 年 9 月 10 日，她又在一份赴京上访的材料中写道：
“我男到女家落户，为什么不平等，引起我来进京，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能叫法律平等吗？”笔者
注意到，张秀兰曾反复在上访信中强调其“男到女家落户”的家庭情况。显然，她对自家属于上门女
婿家庭的身份非常敏感。并且，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村庄中受他人欺负，跟上门女婿家庭身份有很大
关系。在一个讲究男丁数量的村庄社会中，家里男人少，自然在村庄中难以立足，难免受到其他邻居
的欺负。张秀兰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也没少受气。更何况张秀兰的丈夫没什么过硬的能力，
家庭条件较差。
长期身居村庄社会的张秀兰对村庄生活的“隐秘”有着深刻的体验。她也洞察到在一个具有浓厚
“门子风”传统的村庄社会，个人和家庭地位取决于“门子”势力的强弱，实质上就是取决于男丁数
量的多少。作为一个男丁数量偏少或残缺的家庭，就具有先天性的不足。这样的家庭在村庄中属于“弱
者”
。面对强大的村庄社会传统力量，张秀兰只能自甘边缘、自我矮化。
但是，性格要强的张秀兰不愿意直面被边缘化的事实。她力图改变现状。在村庄生活中的边缘地
位铸就了她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理。在她的潜意识中，所有跟她发生矛盾的邻居都是在欺侮她。她必须

①

此处的光棍并非指年龄大的未婚男性，而是当地村民对那些好吃懒做、专门搞歪门邪道的人的称谓。有些光棍甚至带

有涉黑涉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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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抗争以抵御“外侮”
。如此，张秀兰常常与邻居发生矛盾便顺理成章。一旦感觉纠纷形势对自己不
利，便求助于政府。正因此，她上访反映的问题大多都涉及邻里矛盾纠纷，或者说基本上都由她与邻
居间的矛盾纠纷引起。这些矛盾纠纷几乎都是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这些日常生活矛盾又可以分为
两类：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比如她与她伯父张尚民家由于种树和房屋买卖问题而引起的矛盾、
她与邻居郭某家的宅基地边界纠纷等；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她与邻居张广涛家因为拖拉机碾
压黄豆而引发的打架、她与村里护青队员因为羊只啃青苗而发生的纠纷等。
在与邻居抗争的过程中，张秀兰采用的手段也比较具有独特性。笔者注意到，在与其他邻居斗争
时，张秀兰几乎都用到了一种“杀手锏”——状告对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与当地农村社会特性有
着密切关联。在一个具有浓厚“门子风”的村庄，村民自然具有强烈的生育男孩的偏好。生育男孩不
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扩大“门子”的势力、使自己能够在村庄中安身立命。因此，
在当地农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比较普遍。张秀兰家是招的上门女婿，家里男丁少，在村庄居
于边缘地位。她自然对生育男孩、传宗接代问题特别敏感。眼见周围邻居纷纷通过超生而“人丁兴旺”
，
她自然看不顺眼。因此，在与村干部和邻居斗争时，揭发对方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使对方遭受政府
的惩罚，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斗争策略。张秀兰相当于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与邻居作斗争。
张秀兰的斗争行动彰显出她那要强而又脆弱的心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她的上访行为属于村庄边
缘人对村庄主流社会的挑战。有受访者说，张秀兰“欺软怕硬”
。这话似有些在理。一方面，张秀兰比
较争强好胜，需要通过欺侮弱小来彰显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张秀兰自身也是个弱者，是村庄边缘
人，她难以挑战更强大的对手。
张秀兰与诸多邻居闹了矛盾，得罪者甚众。她被邻居们排挤，甚至遭致邻居的报复，再自然而然
不过了。又由于她长期上访，村干部也比较厌烦她。所以，她在村庄中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但是，她
又寄望于在和邻居的斗争中挽回颜面，彰显其存在感。
概言之，伴随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村庄社会越来越缺乏共识，因日常生活中利益冲突而带来
的纷争不断增加。同时，村庄传统社会规范的弱化，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借助社区内生力量解决矛盾
纷争。村庄边缘人给村庄主流社会和村庄秩序带来的挑战日益增大。国家权力也越来越多地被挑战者
所借用。这为国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创造了条件。

六、国家吸纳生活政治
在传统社会，村庄内部自有一套应对越轨者、调解村民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规范。换言之，村民
日常生活矛盾一般可以在村庄内部获得消化或解决，而很少溢出村庄。越轨者和边缘人一般不敢挑战
村庄主流社会。农民的日常生活很少与国家产生交集。但是，当现代国家的触角不断伸向农村，农民
的日常生活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的渗透。相应地，农民也逐渐将自身生活与国家勾连起来，依据其
生活语境来建构自身观念中的国家形象。尤其是伴随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和国家权力渗透的加深，
农民越来越多地“迎法下乡”
（董磊明等，2008）
，求助于国家权力。村民日常生活矛盾纠纷渐渐被吸
纳进入行政体制。这意味着，生活政治进入国家政治，微观政治得以与宏观政治勾连（赵晓峰，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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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兰与邻居之间的矛盾纠纷，若是放在传统社会，可能不会构成“大事件”
，至少不会成为一场
旷日持久的纷争。因为家族、村规民约等地方社会力量能够强有力地对这些矛盾纠纷进行消化。然而，
当村庄生活共同体衰微之后，村庄、家族内部已经无法解决张秀兰的诉求。即使是村组干部也对张秀
兰无计可施。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题。信访制度为张秀兰与邻居斗争提供
了武器。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信访体制的不断强化，各级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信访考核压力，基层必
须高度重视张秀兰的信访行为和诉求。这样，村庄社会矛盾纠纷与行政体制得以对接。国家将村庄社
会未能解决的“剩余”问题吸纳进来，张秀兰也乘机借助国家权力与邻居和地方政府周旋。
张秀兰之所以上访，除了与邻居之间矛盾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将自身家庭的落魄归结
为国家政策所致。这涉及她所诉求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她的祖父在建国初被划成了“右派”
，并被
撤销了队长职务。她父亲也因为一些事件出走新疆。在她父亲出走时，张秀兰尚属年幼。她并不清楚
事情的原委，可能从家人那里获得一些并不完全的信息。她因此断定，她祖父和父亲的悲惨结局都是
国家所致。对于她家当下的窘境，国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在长期的村庄生活中，张秀兰也尝尽了自家缺少男丁之苦。她也认为，自家之所以“人丁
不旺”
，都是因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因此，她要求政府突破政策允许其儿子办理二胎准生证。
同时，张秀兰还将自身处境与国家信访制度勾连起来。在长期的上访过程中，张秀兰付出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她也难免会遭受一些冷眼、碰壁，甚至被辱骂。她认为，正是国家导致了她的损失。因此，
她还向国家索要因为上访而造成的精神损失。
这样，张秀兰得以把自身的处境跟国家勾连起来。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国家所致，对国
家不满；另一方面，她要求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对国家抱有很高的期待。在这样的观念中，国家
既是求助对象，又是抗争对象。
对于张秀兰的信访诉求，村民和基层干部自然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官僚体制内部各个层级信息
不对称，上级所能掌握关于基层的真实信息较少，他们仅凭信访人所提供的信息来予以判断，并要求
基层干部认真处理信访案件。尤其是张秀兰曾数次赴京上访甚至到天安门非正常上访，上级自然会认
为张秀兰的信访诉求重大，并给基层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此，由于信访制度缺乏对农民上访诉求的有
效识别机制，导致各种诉求无论合理与否都涌入信访渠道，带来信访系统拥堵（贺雪峰，2011）
。基层
干部也常常不得不突破政策底线满足上访者的诉求，患上“维稳恐惧症”
（张世勇、杨华，2014）
。信
访人的诉求也在反复不断的上访过程中得以再生产。村庄生活政治被国家牢牢地吸纳。无怪乎西江办
事处党政办的王主任也曾感叹道：
“这还不是信访体制的问题！自从信访体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见怪
①

不怪了。
” 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王主任自然明白张秀兰这类信访人产生的体制原因。

七、结论与讨论
上文已经基本厘清了张秀兰上访案件与村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并阐明了国家对村庄生活政治

①

调研笔记，20140329W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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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纳过程。由国家与村庄生活政治的关联，本文得以进一步反观国家。在以往有关中国国家特性的
研究中，国家往往被想像成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利维坦”
。与之相反，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国家
权力的虚弱。本项研究并不试图对国家权力的强弱进行判断，而只是呈现国家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及
抗争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正如米格代尔（2013）所言，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家权力并非无所不
能，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因此，发掘国家与社会的具体互动机制较之争论国家权力的强弱问题可能更
具现实意义。
（一）国家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机制
在传统时期，村庄边缘人是无力挑战村庄主流社会的。但是，信访制度为村庄边缘人挑战主流社
会提供了制度平台。尤其近十余年来，由于信访体制不断强化，张秀兰开始“崛起”
。她将上访作为斗
争的武器，不断状告邻居和乡村干部，并呈现出“谋利型上访”
（田先红，2012）的色彩。为了完成维
稳任务，基层干部必须重视张秀兰的诉求。在处理纠纷时，他们甚至不得不偏袒张秀兰，并多次为其
提供信访救助。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访制度为村庄边缘人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
（蒂利、塔罗，2010）
。
信访体制的强化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便利渠道，同时也为一部分谋利者创造了机会。它
不断将新的村庄社会事务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并再生产出新的上访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村庄社会中的诸多行为和现象都是内生的，可以在村庄社会内部自我调节中加以
解决。一些问题原本属于村庄社会常规运转的附属品，而不需要外力去干预或解决。比如弱小的家族
在村庄社会中没地位、上门女婿易遭他人歧视等。这些问题都跟地方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它们是乡村
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些多元景观的存在，村庄内部才能自洽。
但信访体制强化之后，这些社会事务被传导和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国家力量试图解决这些“小事”
，
但实际上国家能力有限，它无法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带来的结局是，官僚体制变得越来越紧张，
运转越来越低效，国家资源又被大量浪费，而“小事”仍然继续存在。恰如张秀兰那样，不仅自身诉
求没法解决，而且走上了一条上访的不归路，变得越来越扭曲和偏执。
由此，本文得以进一步理解国家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微观机制。具体而言，可以总结出国家塑造
农民抗争行为的三种机制：即激发机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
所谓激发机制，即国家权力渗透农村社会，改造或稀释村庄传统地方性规范，重新塑造农民的意
识形态，让农民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在场。农民渐渐意识到，国家是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
所谓吸纳机制，即国家通过创立相关制度安排（比如信访制度）将农民诉求导引到行政体制中来。
农民不再依赖于地方社会，而是依附于国家，国家取代地方社会成为农民的主要庇护者。
所谓再生产机制，即农民一旦被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其诉求会不断地被放大和延续。同时，国家
也缺乏相应的筛选和识别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访民的诉求。国家还呈现出一种可以谈判、讨价还价
的形象。这导致访民的诉求不断被制造出来，并再生产出越来越多新的信访案件。
本文可以将国家塑造农民抗争的过程——机制用下图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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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机制

吸纳机制

再生产机制

制度安排

社会规范
国家

国家
意识形态

诉求
国家

农民

新诉求
农民

农民

图 1 国家塑造农民抗争的过程－机制

（二）吸纳能力与政治社会稳定
在已有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中，吸纳能力被认为是其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政权吸纳”或者“国家
弹性”也被认为是中国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原因（阎小骏，2017）
。但是，本文研究表明，国家把
上访者吸纳进入体制之后，并不会自动带来稳定，反而可能诱发和再生产出新的不稳定因素。国家信
访制度为农民提供了利益表达渠道，但是利益表达并不意味着社会稳定，而是造成过度表达的悖论局
面。农民并没有在上访实践中自动习得政治理性。这表明，政治稳定与政权吸纳之间并不构成一种线
性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机制。其中，国家将社会势力吸纳进入体制之后，是否具备消化、整合
社会势力的能力可能更为关键。因此，政治社会稳定不仅仅是一个吸纳能力问题，而且还跟国家的消
化能力有密切关联。而消化能力又跟负责具体事务治理的官僚体制尤其是基层一线官僚行政能力相关
（当然包括各官僚机构之间的协同能力）
。
（三）官僚体制与国家自主性
本文研究也表明，官僚体制的行政能力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的自主性。在张秀兰的信
访案件中，基层政府之所以束手无策，案件之所以久拖不决，不仅仅跟信访考核体制有关，而且跟官
僚体制自身能力虚弱有关。已有研究指出，
“国家官僚组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部门组成的，不同
部门之间存在着政策偏好的分歧，因而整个官僚组织内部是否能够形成政策偏好的一致性，避免相互
掣肘推诿，就成为国家自主的前提”
（曹海军，2013）
。但实际上，官僚体制能力强弱不仅仅是不同部
门偏好差异的问题，而且跟官僚组织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关。在信息不对称、沟通协调
机制不畅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权威的碎片化（Lieberthal 和 Oksenberg，1988）
，使得官僚体制难以达到
对信访案件的有效治理目标。官僚体制能力的虚弱，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能力和自主性。
国家将村庄生活政治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国家为民众提供了求助的渠道，激发起民众抗争的动力，
但是同时又没法有效解决信访问题。国家在渗透社会、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同时，也被社会和抗争民
众所俘获。对民众行为的规训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而规训能力又跟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
系。曼（2007）指出，意识形态权力对于国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获得
民众支持和认同。在本文中，张秀兰与邻居和村组干部抗争时常常求助于国家，但同时她又认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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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自己家庭窘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她似乎对国家具有一定的认同，但同时又将国家作为抗争对象。
国家将其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却又无法对其实施有效规训。在这里，国家不是绝对自主，也不是嵌入
自主，而是相对自主（普兰查斯，1982）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嵌入了社会，社会也埋没了国家。
（四）国家与“弱者”的抗争
西方有关抗争政治研究往往聚焦于抗争精英群体及其资源动员能力。学界有关中国农民抗争研究
成果也多凸显抗议带头人与上访骨干的角色和作用（Li 和 O’Brien，2008）
。本文则揭示了另一种“弱
者”的面向。常常可以看到，在中国农村，对于有体制地位的抗争精英，政府在应对时往往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而那些无体制地位、无关系资源的“弱者”反而显得更加难缠。
政府在应对体制内的抗争者时，可以动用抗争者所在单位的关系、奖惩制度、亲属关系等手段。
体制内的抗争者迫于被辞退工作等各方面压力，往往会放弃抗争行动。体制关系可以对抗争行动进行
切割。相反，政府的这些治理工具在面对无体制地位、无关系资源的“弱者”时往往收效甚微，甚至
完全失效。政府难以应对体制外的抗争者。或者说，政府无力应对居于守法与违法之间边缘（中间）
地带的不守规则者。对于这部分人，政府如果打击，则恐有违民意，如果不打击，则又束手无策。保
护弱者成为被整个社会接受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被社会、被权利话语束缚。
当然，
“弱者”身份只是为“弱者”抗争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抗争能够
成功。如果弱者要抗争成功，那么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比如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不计时间成本、
掌握一定的抗争技巧等。恰如本文中的信访人张秀兰那样，拥有充足的时间跟政府周旋，时间没有机
会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将自身的诉求“问题化”
，引起政府重视。当然，诸如此类抗争者数量并不多。
这也表明，信访体制必须具备一定的过滤能力。它必须为上访设置一定的门槛和成本。
国家应对体制内和体制外抗争者的能力的差异再一次表明，研究者应该分层次、分领域来讨论国
家自主性。在某些层次和领域，国家展现出很强的自主性，而在另外一些层次和领域，国家自主性则
较弱。
总之，与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不同，本文提供了一种从生活政治理解农民抗争的研究视角。笔者
希望这一研究视角能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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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and Social Life: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Farmers’ Petition
Tian Xianhong
Abstract: In the transitional rural society of China,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authority, the community of village life tends to decline, and farmers’ petition behavior caused by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daily life is widespread. The petition system has become a weapon for people on the edge of villages to fight against the mainstream
society, creating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for their petition behavior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arginal people has
become a “surplus” problem in village governance. The state absorbs village life politics through the petition system. There are three
mechanisms for the state to shape farmers’ petition behaviors, namely, motivation mechanism, absorption mechanism and
reproduction mechanism. An analysis of farmers’ petition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politics will not only help deepen
and expand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n how the state shapes farmers’ resistance, but also allow for further reflection upon the
state.
Key Words: Life Politics; Resistance Politics; Farmers’ Peti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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