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论文

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乡村治理

———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陈天祥　 魏晓丽　 贾晶晶

　 　 【摘要】文章以功能主义理论为视角，探讨乡村治理中的多元权威主体参
与治理问题，借鉴了帕森斯的ＡＧＩＬ模型，结合具体实践对其进行部分修正，构
建了以文化系统为中心的“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整合型权威”
的“权威三角”分析模型，并选择深受“老爷”文化影响的Ｓ村作为研究对象
以检验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特定的文化能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权威主体形
成规范与约束，并使它们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呈现稳固的“权
威三角”治理格局，使乡村治理成为可能。

【关键词】乡村治理　 适应型权威　 目标实现型权威　 整合型权威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５）０１ － ００８１ － １９

一、文献评估与问题的提出

学者们从治理主体到治理结构，从治理外部环境到治理内部环境等视角对
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研究的范式来看，这些研究可分为理性主
义、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化四种（邓大才，２０１２）。在结构主义的研究范
式下，主要有横向的村庄治理结构、纵向的村庄治理结构、村庄治理主体和影
响村庄治理结构的因素等视角。本文的研究是在结构主义范式下的新探索，因
此，将重点回顾上个世纪末以来村庄权力结构方面的文献。

一是“水平———村庄内部”的视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掀起村民自治后，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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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１９９７）从历史、现状及结构切入，认为乡村权力结构主要有三种类型：
“传统型”“现代型”和“混合型”。郭正林（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则认为村民自治使
得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变。梅志罡
（２０００）通过对一个多姓村庄的考察，发现村治权力并非集中在某个姓氏上，而
是实现了“族姓的平衡机制”和“均势型村民自治模式”。

二是“垂直———村庄外部”的视角。它用一种“国家—农村社会关系”的
分析框架来探讨国家权力与村庄内部权力之间的互动。如綦淑娟（１９９６）描述
了在国家“垄断型权威”和“过渡型权威”这两种权威形态之下，国家与农民
之间截然不同的互动过程。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则动态地描述了国家权力
行使者将人情、面子和民间观念等本土因素引入到正式权力运作的过程。

三是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侧面———村庄精英。学者们多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后的村庄精英归类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通过描述这两类精英
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试图进入到村庄内部（仝志辉、贺雪峰，２００２）。但学
者们很少将中国农村精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对象加以研究，而是将他们进行
类型化探讨，如村干部、农村经济精英、宗教精英、宗族精英等（王思斌，
１９９１；卢福营，２０１１；唐军，２０００；吴飞，１９９７）。

四是文化结构的视角。王铭铭（１９９７ａ）生动地描绘了闽台三村中家族、村
落传统、人情、民间福利模式等民间文化形式。王沪宁（１９９１）通过对１５个自
然村落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家族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农村的宗
族处于被打击甚至瓦解的境地。但唐军（１９９６）和赵力涛（１９９９）通过个案研
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村庄宗族的影响非但没有消失，甚至还有强化的现象。朱
炳祥、蔡磊（２００５）的研究则发现，在村民自治中，宗族在政治方面呈现“弱
表达”，在经济方面“无主张”，唯有宗族文化仍然对乡村治理有着现实的功能
及意义。

但已有研究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学者们侧重关注两个主体之间或
某个主体对乡村治理的作用，对村庄内部同时存在的多种权力主体或者权威主
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不够。例如，当一个村庄同时存在党支部（村委会）、经
济能人、宗族势力和其他的权力主体时，多者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其次，学者
们对村庄内部存在的权力或权威多以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进行统御，但没有
按其功能或者性质做进一步的分类，对不同行动者的实际作用缺乏功能化的深
画。最后，不少文献从文化视角研究乡村治理，却未见对村庄中某种具体的文
化对各权威主体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具体的文化将不同于杜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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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２１）所说的“文化网络”，而是“文化网络”中的一部分。基于此，本
文尝试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行适当模型化，并回答以下问题：中国乡村治
理在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村庄，各权威主体分别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彼此之间
是如何互动的？在多个权威主体共存的村庄，乡村治理是否可能？

二、分析模型及研究方法

（一）分析模型构建

本研究将在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下进行探讨，借鉴ＡＧＩＬ模型①，并
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对其予以修正而构建分析模型。

在对社会系统进行分析时，功能主义者往往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
先，从总体上看，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或者相互依赖的关系。
其次，当某个部分发生变化时，将会引起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相应变化。最后，
当论及系统如何恢复平衡时，功能主义者往往强调共享价值观的作用（华莱士、
沃尔夫，２００８：２２）。本文将以一个具体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几个方
面的考虑：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社会综合体，亦即是一个社会系统；村庄内存在
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分析村庄内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可
以解释村庄内部平衡发展的逻辑；中国的很多村庄都受其所在地域的某种具体
文化的影响，有着特殊的共享价值观或者集体认同感。
１ ． 参考模型———ＡＧＩＬ模型
在ＡＧＩＬ模型中，Ａ意味着适应，表示的是社会系统必须从其外部环境中获

得足够的资源并在系统内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经济子系统通常能满足这样的
需求，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特定资料及财富的生产。Ｇ代表达成目标，表示系
统必须有能力对系统内的资源进行决策排序，通过合法地行使权力以保证决策
的顺利执行，通常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子系统（政治制度、政体）将发挥这一功
能。Ｉ则代表统一，表示社会系统中必须有子系统对其中不同的行动者或者不同
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与控制。通常一个社会系统中的立法机构与法庭能
发挥此功能（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５１）。Ｌ则表示潜在的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系统的运
作机制向社会系统中的成员传递社会共享价值观并促进成员之间产生信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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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ＧＩＬ为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Ｇｏ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首字母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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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价值系统的统一性及其制度的统一性”（帕森斯、斯梅尔瑟，１９８９：１６）。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家庭、宗教和教育系统常常发挥这方面的功能（华莱士、
沃尔夫，２００８：３２）。
２ ． “权威三角”分析模型的构建
（１）作为社会系统的村庄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要让其保持平衡，离不了发挥“适应”与“目标实现”

功能这两个子系统，它们分别由村庄中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提供。经济子
系统可能是村庄里的集体经济也可能是私营经济，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经济体。
而政治子系统则通常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然而，发挥“统一”功能
的子系统却未必分别由立法机构、法庭等子系统提供，因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
个“无讼社会”（费孝通，２０１２：５４ － ５８），村民害怕且不擅长打官司，更甭提
存在一个专门的法律系统来协调与控制子系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者不同的群体
之间的关系。关于“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这一功能的发挥，不同的乡村社会
各不相同。在某些村庄，某一子系统能发挥其特有功能使得村庄保持平衡，尤
其是在本土文化深厚的村庄，其所具有的特定文化符号往往能使成员间有着相
似的共享价值观而产生信任感，并使整个系统保持着最本质的特色。而在另一
些村庄，却存在着独一无二的社会控制和解决问题的机制，它未必是界限鲜明
的“统一”或“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有可能是具有这两种子系统中
一些特色的综合体，却能保持乡土生态的稳定与平衡。简而言之，在中国乡土
社会的村庄系统中，四个子系统未必一一对应存在，而是存在某几个子系统或
几个子系统的综合，它们所发挥的功能同样能使社会系统保持平衡。

此外，不管何种社会系统，真正发挥功能并决定系统运行且保持平衡的往
往是拥有特殊资源的部分行动者，而非系统当中的所有行动者。这是帕森斯所
没有指出来的。在中国的村庄中，大多数普通村民都在为生计而忙碌着，他们
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并不太关注，除非它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
真正对村庄保持平衡起决定作用的是拥有某些特殊资源或者能力超群的部分人，
可以将其称为“权威”。本文称其为“权威”而不是“权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考虑：首先，权威的含义更广。在农村社会中具有“权威”特质的，“通常不仅
包括人物、制度，还广泛地包括‘神灵’所代表的符号体系” （王铭铭，
１９９７ｂ：２６１），农村在更多时候确实受到更多的神灵等特殊文化的影响。其次，
“权威”更符合乡村社会的语境。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影响力或拥有特定资源的
主体通常并不是冷冰冰的权力代表者，更多时候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权威角色。
最后，本文对权威这一概念的使用，更强调一方因其拥有的某种资源，而对另

４８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一方（另外的权威主体或者村民）所产生的影响力及对整个社会系统所发挥的
功能。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村庄中，对村庄保持平衡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村庄
的多个权威主体，因此可将社会系统中发挥不同功能的各子系统简化为发挥不
同功能的“权威主体”。

因此，本文将在两个环节对帕森斯的ＡＧＩＬ模型进行修正：首先，将社会系
统保持平衡必须满足的四个基本功能修正为三个，分别是“适应”“目标实现”
和“整合”功能。原因在于，“适应”功能和“目标实现”功能在村庄中必须
存在以保证农村的基本生命力。而“统一”和“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功能更
多时候是由村庄中的某种特殊机制如文化体系来保证。当其能使村庄中的个体
行动者因共享价值观而保持整合统一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有了解决冲突的协调
机制，因此，我们将此两种功能合并为“整合”功能。其次，将发挥不同功能
的各子系统简化为对村庄这一社会系统保持平衡起决定作用的、拥有特殊资源
的各权威主体，而不再是宏观的经济、政体和家庭子系统。这样，在村庄中，
不同的权威主体将代替帕森斯所说的经济、政体和家庭子系统并对应发挥“适
应”、“目标实现”和“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的功能以保持社会系统的平衡，
同时彼此之间互为社会情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最后，帕森斯在其一般行动
理论中已指出行动系统包括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体四个
部分（华莱士、沃尔夫，２００８：２７）。因此，本文的分析模型将同样强调文化系
统对社会系统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２）权威主体界定：“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整合型权威”
适应型权威。帕森斯和斯梅尔瑟（１９８９：４３ － ４５）认为，从外界获取资源，

并对其进行分配以满足社会系统基本需求功能的是经济子系统，它将产生一种
叫做“财富”的能力。本研究将“适应型权威”定义为能获取资源并发挥生产
财富的功能，以保证村庄平稳运行和维持各方平衡的权威主体。在村庄中这一
权威主体可能是集体经济，也可能是私营经济，还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财富主体。

目标实现型权威。帕森斯和斯梅尔瑟（１９８９：４４ － ４５）认为，“目标实现子
系统注重于一个社会的（广义）政治功能”，“政体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社
会能力以完成系统目标，如集体目标”。在本研究中，目标实现仍取集体目标之
意，如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通常情况下，目标实现型权威指的是村党支部和
村委会共同形成的权威。

整合型权威。这一权威是从帕森斯所说的“统一”及“模式维持和紧张处
理”子系统发挥的功能修正而来。当谈及“统一”子系统所发挥的功能时，帕
森斯和斯梅尔瑟（１９８９：４５）认为“社会统一子系统的作用是使更大的社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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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免受不适当的内部冲击和其他协调失灵，并把价值方式与个人行为者的动机
结构相联系……社会学家把专门化的统一机制首先作为社会控制的机制”。可
见，“统一”子系统关键在于协调系统内部冲突与失灵，将使社会系统保持团结
统一。而对于“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系统，帕森斯和斯梅尔瑟（１９８９：４７）
认为“这一子系统的首要适应需要存在于人格因素之中，它们维持与文化价值
一致的适当的动机”，向社会成员传递共享价值观，使其动机与文化价值保持一
致。在本研究中，整合型权威指的是村庄中因本身具备的某种特殊资源（如某
种特定的文化资源）而在村庄中传递共享价值观并使社会系统保持团结统一的
权威主体。这种权威主体通常情况下是指村庄民间组织。

在不同的村庄，可能存在着不同权威主体的具体成员之间两两交叉的情况，
或者有的权威主体成员在三处皆有其身影，同时也可能是三类权威主体的具体
成员之间各不交叉的情况。本研究仅假设三类权威主体中的具体成员之间互不
交叉的情况。

（３）“权威三角”分析模型的确立
帕森斯以“社会不同的子系统之间输入和输出相‘匹配’的性质” （帕森

斯、斯梅尔瑟，１９８９：４９）来研究美国社会系统中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
然而，在村庄中，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并无严谨的“匹配”端口。因此，本
文将从不同子系统也即不同权威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条件、原因、利益取向为
出发点，以试图描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适应型权威与目标实现型权威之间的互动。由于适应型权威具有生产村庄
“财富”的能力，因此往往成为目标实现型权威的资金支持对象。当然，适应型
权威主体对目标实现型权威主体的支持，通常情况下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而
是有条件支持其提供村庄公共物品，如希望得到相应的面子或者其他方面的回
馈。同时，适应型权威也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目标实现型权威的要
求进行“商讨”，以减少其支出。这种资助使目标实现型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对适
应型权威形成依赖，尤其是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村庄或者是村委会成员并
不直接经营集体经济的村庄更是如此。

适应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的互动。带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整合型权威主
体在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产生经济能力，因此其资金需求同样具有外向性。具
备生产“财富”能力的适应型权威主体同样将成为整合型权威主体的资金索求
对象。适应型权威对整合型权威资助的程度将取决于整合型权威的功能效应及
其对适应型权威的利益回馈程度。当功能效应和利益回馈程度较高时，适应型
权威主体往往更加乐意为之，并最终形成两者之间的“利益互补”局面。与目

６８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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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实现型权威不同，整合型权威得到的资金除了取决于自身的性质而有所用处
之外，也可能用来提供公共物品，替代目标实现型权威的公共物品供给功能。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整合型权威将成为适应型权威的代理组织，安排分配其
资助的资金。

目标实现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的互动。在村庄中，目标实现型权威由
于具备产生权力和分配权力的能力而对整合型权威产生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
如何，则取决于目标实现型权威的权力强弱程度和整合型权威自身的地位与具
体发展情况。在党支部和村委会较强势的村庄，目标实现型权威可能会对整合
型权威形成压制。反之，目标实现型权威可能对整合型权威形成依赖。当然，
这种压制与依赖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整合
型权威出于自己生存和功能的需要，必须对目标实现型权威的影响作出回应，
甚至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

在发展中能保持平衡的村庄，往往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和整合型
权威三者之间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并以实现村民最大利益为共同目标。当然，
这种互动并非要求一直保持良性的单一互动，而可以是当其中某种权威偏离正
常轨道时，其他两种权威能给予其一个向心的力，使其回到正常的轨道，村庄
亦从不平衡状态恢复到平衡状态。同时，在不同权威主体之间发生两两互动的
过程当中，文化系统无时无刻不对他们产生影响。

为了清晰地表述本文的研究思路，笔者提出了“权威三角”的模型框架，
以更形象地描绘上述几个主体对乡村社会保持平衡治理局面的作用机制，并最
终形成“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整合型权威”的“权威三角”分
析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权威三角”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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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选择和资料收集方法

之所以选择Ｓ村来检验本文的分析模型，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它具有
典型的“老爷”文化特点，文化系统对各权威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村民选
举实行后的２０多年来，“老爷”文化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其二，各权威主体发
挥不同功能并且在相互影响下保持着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展现了“权威三
角”之下的乡村治理局面。其三，作者之一是Ｓ村土生土长的一员，非常便于
进入现场进行调研，能获得大量的真实资料。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作者
多次前往Ｓ村进行专门的访问调查，访谈对象包括多位村“两委”干部、理事
会成员、“财主”和年长的村民。此外，还收集了不少文献资料，并参观了所有
的神庙和祠堂，观察了由理事会举办的两场大型游神赛会、理事会成员议事氛
围和相处方式等。

三、Ｓ村的“权威三角”及其互动关系

（一）强记忆中的Ｓ村

Ｓ村具有贺雪峰、仝志辉（２００２）所描述的“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建立起
来的社会关联”的强社区记忆的特征，传统的“老爷”文化在其中被表现得淋
漓尽致。改革开放后，Ｓ村的私营经发达，而外出经商的人也很多，新观念在无
形中被带进村庄。然而，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冲淡Ｓ村的传统社区记忆，反而具
有反塑作用，使得其“有特色”地存在着。

Ｓ村位于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北部，辖区总面积１ ５平方公里，人口约
１０ １４０人，共分为４个片区，村集体经济薄弱，个体经济占优势，除种植业外，
以服装加工、针织为主要产业。村民家庭供奉的神明主要有天地父母、灶神爷、
五谷娘娘、床头婆，做生意的一般还会供奉财神爷。村落里的神明主要有三山
国王①、福德老爷、福德老爷夫人、珍珠娘娘、魏厝妈。其中，三山国王具有最
高地位，是地头神，在当地被称为“老爷”。 “老爷”在每年正月十二出庙巡
游，被称为“营老爷”（潮汕方言中“营”有“走动”的意思）。超村落的神明
则主要是保生大帝，正月二十七是保生大帝巡游的日子，是当地正月里最盛大

８８

◆论文

① 三山国王是起源于潮汕地区的一种信仰，潮汕地区的每个村落，大都建有“三山国
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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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神节日。
除了信仰神明，Ｓ村的宗族观念较重，吴、魏两族均建有祠堂，大姓吴族下

有钱有势的房支会再修建小宗祠。由于敬仰神明及祖先，Ｓ村的神庙和宗祠分布
繁多。这些古庙和宗祠是乡里人祭拜的地方，也是一些家庭主妇和老人的主要
活动之处，是他们心有所属的地方。除此之外，Ｓ村还修建有老人活动中心和文
化活动中心，是村民文娱活动的场所。

（二） Ｓ村的三种权威及其功能

早在１９２７年，毛泽东（１９９１：３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
到，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到三种系统权力即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我们
可以将政权看作是正式权威，而将族权和神权看作是非正式权威。根据Ｓ村的
情况，可以从中分离出目标实现型权威、适应型权威、整合型权威三种不同的
权威及其功能。
１ ． Ｓ村的目标实现型权威———党支部和村委会形成的正式权威
以宗族为主的非正式权威不单指祠堂族长的权威，在本研究中，它主要指

两个方面的权威，即有正式权威嵌入的宗族权威和无正式权威嵌入的宗族权威。
在Ｓ村，存在着吴族、魏族两大宗族。其中，吴族为大姓宗族，魏族为小姓宗
族。在吴族宗族下，还开布出湖田、秀祖、桥上、桥下、歧山、北山、湖山、
后巷等近１０个房支。自古以来，湖田这一房支为乡里人公认的大房支，利用其
房支大、人数多的优势控制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①，即这一房支所组成的非正式
权威是有正式权威嵌入的，并且主要依靠正式权威发挥作用，它们代表着目标
实现型权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正功能和负功能两个作用。

在正功能方面，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党组织的领导权主要在于：贯彻和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组织的决议；领导和推进村民自治，促进村
庄的和谐发展。而村委会的工作则接受党组织的指导。很多时候，党支部和村
委会的职责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两者的正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负责村公共物
品的规划、建设和维护，如道路、自来水管道、文化娱乐设施、路灯、环境卫
生等事务。但由于自身的资源有限，其正功能逐渐让位于族权，这一点在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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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乡村治理◆

① 从搜集到的关于Ｓ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资料上看，当其名称用“村”时，对应的党
组织和自治组织分别是“党支部”和“村委会”；当其用“社区”时，其对应的党组织和自
治组织则称为“党总支”和“居委会”。村干部认为社区、居委会只不过是新式叫法，大家
对大队、乡政府的称谓更加熟悉。因此，为行文方便，在本研究中，为统一称谓，取“Ｓ村”
的叫法，并对应称“党支部”和“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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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涉及到。二是执行上级政府的公共政策，如社会保障事务、扶贫济困、计
划生育、火化殡葬等。

在负功能方面，一是操控选举，如党支部委员候选人多年保持不变、党员
跟风投票等，使得党支部的选举像是一场被操控的表演。居委会的换届选举，
则采取入户发选票的形式，由居委会的成员按“片”分头负责将选票发给投票
人，投票人当场填写当场回收，毫无保密性可言，结果只能是将票投给事先内
定人选。二是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主持村里的一些公共建设方面
（如修整道路、建公厕等）、出让土地和村级财务帐目不透明、不规范等方面。
２０１４年１月，担任Ｓ村村支书１０年之久的吴某被立案调查就是最好的证明。

２ ． Ｓ村的适应型权威———“财主”们的非正式权威
Ｓ村吴族、魏族里的不同房脚下，皆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外出打拼而发

了财的人，以乡里人广为流传的“四大财主”① 为最，对乡里发展的贡献较突
出，等同于学者们笔下的“经济精英”。由于这些“财主”对乡里所作的贡献
有“光宗耀祖”和代表本族利益的功效，因此将这部分人在乡里形成的权威称
之为无正式权威嵌入的宗族权威。为了避免与湖田这一房支形成的权威相混淆，
在行文中讲族权时特指村里发了财并对村做出贡献的“财主”们形成的权威，
是适应型权威在Ｓ村中的具体体现。行文中，适应型权威主体即指“财主”们，
他们具备生产财富和在村庄中分配财富的能力，虽然不直接活跃于Ｓ村的公共
治理舞台上，但却在村庄中极富话语权。

在正功能方面，“财主”以多种方式资助Ｓ村的各项事业。一方面，他们平
时所添的香油钱要比一般村民多得多，或上千元或上万元。另一方面，他们直
接支持理事会的活动，往往一掷千金。如理事会组织了龙舟锦标赛，这些“财
主”们会返乡参加“竞标”活动，否则，锦旗②可能要搁置。最终竞得大的
“标”（比如“龙头标”）能达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价值小一点的“标”也
有几十万元，交由理事会保管并安排项目建设，间接地支持Ｓ村公益事业的发
展。此外，如遇花费较大的公益事业项目，村委会有时会直接找到“财主”们，
让他们出资。通常情况下，“财主”们不会拒绝。正如费孝通（２００６：１７９）所
说的，“被社区公认为有钱的人，为了表示慷慨或免受公众舆论的指责，他们将

０９

◆论文

①

②

ＷＸＨ和ＷＹＭ，魏族，在广州从事建筑业；ＷＨＢ，吴族后巷房支，在广州经营酒楼；
ＷＺＨ，吴族青溪房支，在福建经营电器业务；ＷＬＹ，吴族宫脚房支，在汕头经营服装业

这里的“锦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锦旗。锦旗是潮绣的体现，绣有吉祥等象征吉利
之语。神明通过某种仪式，使锦旗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寓意为在龙舟锦标赛中能获得锦旗
之人，必将在来年顺利吉祥，事业会有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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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有正当理由的求援”。这个时候， “财主”们的资金便不会再经由理事会
安排。

在潜功能方面，“财主”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村里更容易获得发展所
需要的资金。一开始“财主”们并非踊跃捐助公益事业，只是有“财主”开了
头后，其他“财主”为了保住面子而加入进来，并逐渐变成一种特殊的比富方
式，让理事会或者村委会更易从他们手里筹集到资金，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３ ． Ｓ村的整合型权威———理事会的非正式权威
受信仰文化的影响，Ｓ村村民皆崇尚神明，形成了源自神灵的非正式权威。

在本研究中，这种权威不仅指Ｓ村当地神明本身形成的权力，更是指当地地头
神①———三山国王的代理组织———北寨社理事会②所形成的权力。在行文中，将
其简称为“理事会”。理事会通过组织神事仪式，使村民凝聚与团结在一起，这
种凝聚与团结进一步巩固了“老爷”文化，并且其提供了村里的大部分公共物
品，从而不断赢得威望与尊重。因此，这一非正式权威的主体———理事会，担
任的正是整合型权威的角色。

理事会的架构分为两个部分，即９位理事会成员和８名长老（被统称为
“老大”）。在９位理事会成员中，有８位理事会成员来自Ｓ村，每个片区各有两
个名额，另一位则来自相邻的Ｌ村。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各１名，还设
有会计、出纳、保管各１名，剩下的四位则统称为理事成员。理事会成员任期１
年，换届日期是每年正月农历十二日“营老爷”这一天。换届之时，由老一届
的理事会成员各推荐自已所属片区的成员各２名，即共推荐１６名。这１６个名
额将由理事会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在“老爷”面前进行“扣杯”③，从中推选
出８名。这８名新一届的理事会成员选出来后，再由长老在“老爷”面前按
“扣杯”的形式选出理事长。长老则是由Ｓ村４个片区年龄较大的老人自愿组
成，每个片区２人，一直任职到老人们无法胜任为止。长老在理事会中负责神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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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地头神为当地说法。当地为多神信仰，地头神即为当地神明中的“老大”———三山
国王，在乡民们心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对其倍加崇尚。三山国王被当地人尊称为“老爷”，
所以，在行文中将更多地称当地的文化为“老爷”文化。

当今与Ｓ村毗邻的Ｌ村在历史上同属于Ｓ村的范围，后来划分为两村。在两村中，有
乡里人口口相传的“三宝”，即北寨社理事会、南寨社理事会和娘宫社理事会。其中，北寨
社理事会属于Ｓ村，南寨社理事会和娘宫社理事会则属于Ｌ村。

“扣杯”是一个动作过程。 “杯”由两块一模一样呈月牙形的木块组成，有正反两
面，一面为平面，另一面为弧线面。“扣杯”的过程是由扣杯者跪地，将两块“杯”往空中
抛起。当落地时，若呈现一正一反面，则为“盛杯”，表明“老爷”同意该人入选。若呈现
两正或者两反时都表示“老爷”不同意，必须重复以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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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面的咨询和监督。理事会无具体成文的规章制度，除了组织传统的神事活
动外，日常运作由理事会成员自主决定。

理事会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一是“香油钱”，它来自平时和逢年过节举办
大型神事活动时村民们的主动捐赠。目前，一次较大型的神事活动让理事会有
上十万元的“香油收入”。二是由理事会组织的龙舟锦标赛上“竞标”获得的
资金。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４年共举行过三次，共获得约５０００万元的收入。

Ｓ村整合型权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神事活动的组织者，这是其基
本功能；公共设施的主要提供者，这是替代性功能；维护共享价值观与社会团
结，这是潜功能。

理事会组织神事活动一年共有十五六次之多，其中农历正月最多，而最有
特色并最受村民关注的是农历正月二十七的“营大老爷”（保生大帝）游神赛
会，是最盛大的游神节日。这一天，外出谋生的有钱人都会赶回村里，为的是
能祭拜到“大老爷”，以求来年平安顺利。村里的妇女们更是虔心膜拜，嘴里念
念有词，可谓“祭神如神在”（费孝通，２０１２：４７）。一天下来，鞭炮声轰隆隆，
热闹非凡。按照传统，理事会须提前规定好“大老爷”巡游的路线，并在特定
的地点摆放好大红桌子以供村民们摆放供品。除此之外，理事会成员还需做好
以下事情：安排好大锣鼓、萧、笛及其他鼓乐的演奏人选；安排好潮汕“英歌
舞”及潮汕小品的培训；安排好近百人的队伍扛“大彩旗”；安排好游神当天扛
“大老爷”神像的村民等。

在Ｓ村，理事会还是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与神事活动有关的基础设施建
设均由理事会全程包办。而其他公共物品则主要由村委会规划和决定，但理事
会是主要的出资方。目前，理事会除建造了三山国王古庙、三山国王庙前埕、
扩建理事会址、建造神厂、建造龙舟新厝等与神事活动有关的公共设施外，还
在小学、幼儿园、老人活动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教育设施建设以及
在扩宽路基、安装路灯和监控系统、绿化、铺设自来水管道等方面出资出力。
由此可见，理事会事实上成为Ｓ村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

“宗教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社会控制不止依靠法律，还靠宗教的善恶观来
控制社会。宗教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它在维护社会团结方面的作用” （王铭
铭，１９９７ａ：３２２）。神明信仰虽与宗教信仰有所区别，但在潜功能的意义上它们
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神明信仰与超自然的世界有关，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神秘
感。但无论如何，这种神秘感只与正义、公正等正面的力量相关。因此，民众
总是相信在神明身上能获得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正面能量，它在无形中
监督着他们的生活。在Ｓ村，甚至有信神的妇女在做了不好的梦之后都会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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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祷告，认为这样有助于缓解其内心的紧张，并相信神明会保佑她。可以说，
正是这种令人难以捉摸和恐惧的力量，使得村民基本上能规规矩矩做人。这种
表面上看似迷信的仪式活动，在乡村中却起着整合作用，对于“维护区域的内
在网络和文化有莫大的帮助”（王铭铭，１９９７ａ：９２），令Ｓ村村民分享着共享价
值观。理事会通过组织大型的神事活动，让村民们凝聚在一起。“在这种氛围
中，人们所经历的激扬感情起着积极的巩固作用，使他们感到很好的心理效果”
（王铭铭，１９９７ａ：３２２）。尤其是专门从外面赶回来参加祭拜仪式的人，在同一个
祠堂面前，与亲人相聚在一起，更是感受到一股团结的力量。

（三） Ｓ村三种权威之间的互动

１ ． 适应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的互动
适应型权威对整合型权威形成有力支持。在Ｓ村，整合型权威即神权是指源

于“老爷”的权威，实际上更多时候是指“老爷”的代理组织理事会形成的权
威。适应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的互动，首先体现在适应型权威对整合型权
威的有力支持，两者形成促进村庄发展的合力。

由于“财主”们多在外发展，商界多有风险，使他们有求于村中“老爷”
的保佑。如１９９５年，魏族下的ＷＸＨ和ＷＹＭ在外事业红火，连续三年回到Ｓ村
“摆桌”①，对“老爷”进行祭拜，这种现象再次证明“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是关
于拜者和神之间的特定商业交换，拜者提供谷物、灵币、猪、鱼、戏剧表演以
取悦神；反过来，神则以保护和帮助回报拜者”（王铭铭，１９９７ａ：２４７）。另外，
对“老爷”的虔诚敬仰还表现在每逢“老爷”出游之日，“财主”们会从外返
回村里参加游神赛会。可见，适应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的互动在Ｓ村也体
现为人与神之间的互动。

适应型权威对整合型权威的支持除了表现在信念上和行动上对“老爷”崇
敬外，还表现在资金上对“老爷”的代理组织———理事会一掷千金。作为回应，
理事会历来不会将“财主”们的资金“进私囊”，而是将其用于村的公共事业
上，理事会逐渐成为Ｓ村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

整合型权威变相成为适应型权威的代理者。来源于适应型权威的资金，理
事会不仅将其用于神事活动之需，并且用来提供村里的公共物品。Ｓ村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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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摆桌”为潮汕方言，意指在红色的八仙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供品对神明进行祭
拜。而作“摆桌”称时，桌上一般会有龙虾、鲍鱼、整只生猪或生羊等价值较高的贡品，并
且摆放得井然有序，以供村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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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们表示，只要资金是用来提供对村民有益的公共事业，通常情况下他们都
会支持，不会有过多干涉。在现实中，由于理事会的资金大多来源于“财主”
们，因此理事会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当中，通常会向“财主”们汇报其想法，
并在取得“财主”们的同意后才着手实施，在某种程度上理事会变相地成为了
“财主”们的代理组织。同时，理事会在代理的过程中，由于操作透明，深得
“财主”们和村民们的信任，增强了其威望，也获得了更强的合法性。
２ ． 目标实现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的互动
目标实现型权威凌驾于整合型权威之上。在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８年期间，理事

会尚未获得大额资金，Ｓ村党支部、村委会与理事会之间互动较少。２００９年，
理事会组织了Ｓ村的第二届龙舟锦标寒，筹集到了１ ３８０万元的善款，党支部和
居委会开始对理事会动了心眼。此后，他们在进行某种公共物品的规划时，会
由书记出面动员理事会出资。由于理事会理事长一年一换，党支部会因人而异
采取不同的动员策略，以便达到控制理事会的目的。例如，２０１０年上任的理事
长个性老实，说话稍微结巴。这一年，在党支部引导下，村委会计划埋设从龙
溪水库至Ｓ村水厂的供水管道，便动员理事会出钱资助，由村委会具体实施。
而理事会认为村委会的操作不透明，有个人私利掺杂其中之嫌，因而表示反对。
党支部书记便暗中安排人手“收拾”理事长以使其屈服。由于理事长的软弱，
这一年目标实现型权威实际上凌驾于整合型权威之上，二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
鲜明的一强一弱的态势。事后，理事长向“财主”们反映项目中的不正常现象，
引起了“财主”们的注意和介入，村委会才有所收敛。

目标实现型权威向整合型权威妥协。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新的理事长较年
轻，也较强势，理事会与村委会之间一强一弱的态势有所转变。２０１１年，理事
会组织了第三次龙舟锦标赛，筹得了３２００万元的善款。党支部书记改变了策
略，向理事会妥协，其方式是通过哭穷来获得支持。而理事会出于村公益事业
方面的考虑、人际关系的因素和对湖田房支势力的畏惧而伸出援手，如出资１０
万元整治Ｓ村的环境卫生工程就是一例。

目标实现型权威协助整合型权威。２０１３年，新的理事长不仅年轻有为，个
人经济基础也较好，同时，理事会成员的会计是魏族“财主”的侄子，使理事
长通过其可以打通与“财主”直接联系的渠道。如此一来，理事会获得了“财
主”们的更多支持，工作比以前更有声有色，也获得了村委会的更多尊重。尤
其是２０１４年初担任过Ｓ村村支书１０之久的吴某被立案调查，使村委会变得更
加谨慎，目标实现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出现了合作的态势，如共同商讨安
装Ｓ村主要干道监控系统，从方案选择、图纸设计、材料选购、供应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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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物力安排等均由理事会起主导作用，而村委会主要起配合协调作用，从而
改变了过去由村委会主导决策的局面。而村民对神权主体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
又对村委会产生了压力，更使其表现出“愿意配合”的姿态。
３ ． 目标实现型权威与适应型权威之间的互动
适应型权威直接资助目标实现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通常会规划建设村

的公共物品，筹集资金的方式除了上文提到的向理事会游说外，在某些时候如
遇花费较大的项目还会直接向适应型权威求援，“财主”们出于面子等方面的考
虑，通常不会拒绝。这个时候，“财主”们的出资自然不会再经过理事会这一
环节。

适应型权威间接压制目标实现型权威。在“财主”们与理事会的互动过程
中，当前者向后者投入资金之后，并非放任不管。因为，很多时候“财主”们
在村里的亲友会告知其村里各项事业的进展情况。上文中提到的村委会对理事
会的态度转变，就有“财主”们发挥潜功能的因素在起作用。虽然“财主”们
不常住Ｓ村，但他们会关注自己投入的资金是否使用得当，一旦发现有不当之
处，“财主”们会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村委会施加压力。

通过多次博弈，理事会也逐渐学会了与“财主”们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学会了利用他们为自己撑腰的好处。２０１３年以后，理事会在涉及公共物品方面
的决策时，会先向“财主”们提出自己的想法，“财主”们表示只要有利于村
的公益事业，他们都会支持，并暗示不用顾及其他方面的想法（实指不要受目
标实现型权威的干扰）。如此一来，理事会办起事来更有了底气。在多种因素的
综合作用下，村委会变得“斯文”了不少，也使其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势，亦开
始了三者之间的互动。

（四）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Ｓ村治理逻辑及其未来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Ｓ村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治理逻辑：
一是处于治理核心的适应型权威。“财主”们支持理事会的神事活动和公共

物品供给，这除了是有钱人之间一种特殊的比富方式外，更重要的是背后的
“老爷”文化在起作用，是一种信念上“利益互补”的动机。在他们看来，只
要为“老爷”付出，“老爷”便会在无形中保佑他们。在调研中，当问到“财
主”们为何不觉得为理事会投入是一种浪费时，村民如是说：“不会啊，因为有
付出有回报啊。神奇的地方就是每年中了标的人在外面就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像有在泰国的华侨啊，马年那年中了标，在外面发展得不得了。某某总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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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在外面工地几亿几亿地收”①。可见，这是远超简单迷信的信仰。此外，
由于村委会有求于“财主”们，“财主”们能够对它施加影响，从而使三个权
威主体之间形成权力平衡，使乡村治理走上健康的轨道。这就说明，适应型权
威主体在Ｓ村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二是发挥关键作用的整合型权威。理事会成员对“老爷”虔诚有加，在安
排为“老爷”而捐的几千万元善款时，从未出现过贪污腐化的现象，与目标实
现型权威的“吃回扣”等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除了与理事会成员任职只有
一年，出于“面子”或责任心而必须好好表现有关外，还与对神的惧怕有关。
他们相信“老爷”会把他们的一切行为看在眼里，因此没有人敢贪“老爷”的
钱。同时，他们更相信“老爷”同意其担任理事会成员，必定会在某个方面赋
予其能量以弥补任职一年中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在调研中，有的理事会成员如
是说：“通过为‘老爷’做这些事，他会在身体啊、生意啊等各个方面‘赐’
我们”②。理事会通过组织神事仪式和游神赛会使村民能共享着崇敬“老爷”的
价值观，并使之成为一种无形的道德规范，约束村民行为。同时，在参与这些
神事活动的过程中也使村民感受到一种团结凝聚的力量。除此之外，理事会还
利用“财主”们给予的资助，提供了村中的大部分公共物品。所有这一切，都
使其赢得了威望、尊重和合法性。

三是被纠正的目标实现型权威。Ｓ村的目标实现型权威在其“权力生产”中
出现过操控选举和图谋私利的现象，但在其他主体的监督和制约下，逐渐“收
敛”其行为，从起初对整合型权威的盛气凌人到妥协再到协助配合。在调研中
还发现，“老爷”文化同样对目标实现型权威起了无形的监督作用。“书记家有
三个兄弟，有一个是做蜂窝煤的，死了，另一个兄弟也是最近死了。三兄弟就
剩他一个了。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吃‘白药’ （指毒品）。书记觉得是‘老
爷’在惩罚他。这次某某书记卖田出事，以后做什么事也得考虑考虑了”③。村
民的言语难免带有迷信的成分，然而在“老爷”文化根深蒂固的Ｓ村，这却成
为一种对不端正行为的有力震慑。

从总体上而言，Ｓ村的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与整合型权威之间形成
了相互依存的“权威三角”，呈现出独特的乡村治理局面。然而，这“权威三
角”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些隐忧：第一，适应型权威对乡村治理的支持是否具可
持续性？如若有朝一日，“财主”们觉得几百万元的标钱直接投在事业中会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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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时，理事会的资金来源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外出谋生的新生代对神明的
虔诚更是一个未知数。第二，目标实现型权威在未来能否正确行使权力？如果
外在因素发生了变化，村委会与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可能同样是一个未知数。因
此，如何使目标实现型权威正确和规范地行使权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将是未
来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整合型权威的组织成员构成和运行能否保
质？Ｓ村的理事会成员的换届推选及其“扣杯”存在着机率的问题，最具领导
力和执行力的成员未必能够被选为理事长。此外，理事会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
其运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因此，如何更好地
汲取资源，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塑造不同权威主体之间
互动共治的新格局，保证乡村的长久平衡发展，将是今后Ｓ村面临的重大课题。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帕森斯的ＡＧＩＬ模型进行修正，提出了
以文化系统为中心的“权威三角”分析模型，并基于代表性的考虑，选择了深
受“老爷”文化影响的Ｓ村为案例对模型进行检验，尝试描述出在村庄中不同
权威主体的功能表现及彼此之间的依存互动。研究结果表明：特定的文化往往
能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权威主体形成规范与约束，并使各权威主体在分工明
确的基础上相互依存相互监督，呈现稳固的“权威三角”，使存在多元权威主体
的村庄治理成为可能。这一结论证明了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现有文献没
有注意到的全新的权力格局，它既非刘喜堂所说的三种情况，即家族势力占主
导地位而村委会形同虚设的“传统型”、家族势力几乎不存在而党支部与村委会
作用突显的“现代型”和家族势力依然存在但村委会和党支部处于核心位置的
“混合型”（刘喜堂，１９９７），亦非范和生（２００３）、王久高（２００４）和郭正林
（２００２）所描述的族权与政权相互影响的二元模式以及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
动模式（仝志辉、贺雪峰，２００２），也非梅志罡（２０００）所描述的“族姓的平
衡机制”和贺雪峰（２００１）所说的以宗族或片区和以姓氏为基础的村级权力平
衡，而是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权威主体共存和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格局。

此外，本文得出了与孙秀林（２０１１）相类似的结论，即在同时存在两种组
织（宗族组织和民主组织）的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会优于只有一种组织
的地区，其治理绩效也更优。但孙秀林认为是不同组织之间存在竞争而产生了
更优的治理绩效，而本文的研究则发现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作用。同时，本
文的结论也与蔡晓莉（２００６）的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她认为非正式团体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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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嵌入”其中，促使他们提供公共品，这其中文化的因素起重要作用。
但在她的研究中，民主组织（村委会，对应于本文所分析的目标实现型权威）
借助非正式团体（对应于本文所提到的整合型权威和适应型权威）或非正式团
体通过其道德权威推动民主组织提供公共品，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则认为，整合
型权威借助适应型权威（两者均为非正式权威）成为乡村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
者，替代了民主组织的功能，两者还形成合力对民主组织产生纠错作用。

然而，本文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权威三角”分析模型仅假设各权威
主体的具体人员之间并不交叉的情况。如果各权威主体的具体人员之间有所交
叉，也许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互动局面。因此，本研究并不能周全村庄中不同
权威主体之间互动的所有情境。如果能描述出各权威主体成员之间有所交叉的
情况，将可以对他们之间的互动进行类型学上的分析，从而推进研究的深化，
出现新的“权威三角”互动局面。二是本研究获得了许多生动的口述资料，但
这些资料难免存在主观成分。再加上对各权威主体的功能表现和互动观察有限，
使研究仍未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原汁原味”。如果在后续的研究当中，能进一步
地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将会有更好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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