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书评

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学术坐标构建： 评 《治理
思想的中国表达———政策、 结构与话语演变》

李　 莉

李泉（２０１４）． 治理思想的中国表达———政策、结构与话语演变． 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 共２４３页．

“治理”一词自１９８９年首次被世界银行报告使用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重
要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体系。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进入中国。目前，对于治理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已经日益成熟。从早期
的概念引介（刘军宁，１９９５）到之后的理论阐释（毛寿龙等，１９９８；徐勇，
２００１；俞可平，２０００，２００８；俞可平主编，２０００；俞可平等，２００２；杨雪冬、
薛晓源主编，２０００），继而到深入的与中国本土问题的结合研究（陈振明、薛
澜，２００７；何增科，２０００，２００７；俞可平，２００８；郁建兴等，２００７；郁建兴、
王诗宗，２０１０）都显示出治理理论在“这个世界最大的转型国家中获得了验证
的机会”（第４页）。与此同时，在经验层面，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已深刻
影响到了中国政治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最为明显的例证来自于中共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虽然治理理论成为当下中国学界讨论最为频繁的话题，然而真正将治理理
论作为一种思想进行缜密爬梳，进而探讨其作为影响历史与政治变迁的动力的
研究却一直没有出现。“中国当代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这项理论是
如何演进和发展的？治理理论在何种意义上为研究中国转型国家的政策议题提
供了可行的认识框架？”（第３页）显然，这些正是当下中国学界对于治理理论
亟需思考的问题，李泉《治理思想的中国表达———政策、结构与话语演变》一
书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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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由七章组成。第一章阐明了关于治理研究的背景及其中心问题，“探
究治理理论对中国转型政治产生的思想与政策意义”（第３０页）；第二章详细介
绍了研究方法即用诠释学的研究途径来揭示出中国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第三
章选取了社会服务项目中进行的政策变迁来阐释治理理论在转型中国背景下受
到的处境化的影响；第四章详细介绍了中国治理理论的理想类型概念的具体内
容及其思想定位；第五章和第六章追溯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在当代中
国的变迁历史；第七章作为全书的总结除了再次重申研究发现外，还对治理理
论在转型中国背景下的处境化研究提出了建设型的议题。

七章内容从理论和政策应用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政治思
想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整体而言，全书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对于治理理论在当
下中国的谱系划分与评析；二是对于治理理论作为政治学思想范式变迁的追踪
与梳理。

一、三种视角：基于市场、网络与国家的治理理论

治理的内涵非常丰富，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一直模糊不清（第５页）。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后的境况也缺乏较为统一的论述。李泉通过对不同学科视
野下的治理理论的文献梳理，采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将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
划分为分别以市场、网络和国家为中心的三种视角。对于这三种视角，除了厘
清其基本的概念框架、思想渊源外，还着重考察了每种视角对应下的制度与政
策的实践与影响。这一工作不仅使得杂乱的治理理论呈现出清晰的思想谱系，
同时也为理解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意义的思想坐标。

李泉首先梳理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治理学派。他指出这一视角“在新公共管
理学者中特别流行和具有影响力”（第６页）。该视角的主要思想资源来自于经
济学理论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将微观经济学理论拓展到分析公共事务方面的突破
和对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研究，主张“那些在商业管理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
术可以也应当被借鉴到公共管理领域中”（第６页）。另一方面，市场视角下的
治理理论在政策应用上被作者总结为两个领域：政府结构和人事管理。具体而
言，在政府结构上，“有效的变革方案就是分散政策制定的权力” （第７页），
从而能够扁平；在人事管理方面则建立弹性的工资制度来改善僵硬的人事管理
制度。对于这一视角下的治理理论，李泉认为它在顺应市场化改革的转型背景
下，提供了提高治理水平的技术工具，同时“有效地将人性中的自利取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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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治理问题的个人主义基础”（第８页）。但其较为突出的缺陷在于这一视角
下的治理理论“模糊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也因此忽视了政治制度和
机构的独特性。将权力结构简化为市场意义上的资源分配，从而难以充分解释
特定环境下权力运作的具体逻辑和规律”（第８页）。

其次，基于网络的治理理论。这一视角一方面植根于政治科学中的政策研
究领域，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针对网络社会的宏观研究和多层次治理观。具体而
言，李泉指出“国家或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嵌入到网络状的政策环境中，必须通
过与其他社会团体进行合作才能达到治理的目标”（第９页）。基于这种视角的
治理理念强调政府需要介入或参与到网络行动者之间并建构妥协的关系。这一
视角在应用层面而言就是使我们“更加关注此前被政策研究忽视的多样的社会
组织与团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第１１页）。当然，李泉也指出这一视角
同样存在缺陷，即“它倾向于夸大外界因素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
因此片面地将政府的角色界定在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第１２页）。

第三，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学派。这个理论视角来自国家主义观点。这一
视角假定“尽管市场或网络正在成为流行的治理结构，但充分理解治理问题的
关键仍将是政府组织及其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第１２页）。该视角最早可
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Ｎｉｃｃｏｌò Ｍａｃｈｉｑｖｅｌｌｉ）的国家观，而在当代这一视角却与
对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研究紧密联系。李泉认为其实际上是将国家作为持续关
注的焦点，而对于治理理论的完整理解“需要对其适应一个政体基本治理原则
的能力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第１５页）。因此，国家视角的这些特点使得它能
“适用于在中国转型政治背景下针对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第１５页）。

二、三个阶段：作为思想范式变迁的治理理论

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Ｋｕｈｎ）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
的概念。在库恩看来，所谓的“范式”是指人们用这种理论化、系统化的框架
去解释复杂多样的现象（Ｋｕｈｎ，２０１２）。李泉认为治理理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成为了“一个评价中国政治改革得失的有效工具”（第８８页）。随着时间的
发展，该工具进一步与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从而“开启了政
治学科范式变迁的进程”（第８９页）。

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是如何开启中国政治改革思想的范式变迁的呢？李
泉专门用一个章节予以梳理与回答。这一章的内容追踪治理理论思想的发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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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总结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其一、第一阶段的发展。作为思想史的回顾，第一阶段是从俞可平（１９９９）

及其同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系列治理研究开始的。李泉指出俞可平作为最早
的治理理论的引介学者，他所做的第一个要点是对治理概念的改良。“聚焦于英
语世界中的政治学文献，他通过回顾包括斯托克、罗兹、库伊曼和罗西瑙等学
者对治理的定义来开始这项工作。在梳理了这些界定清晰的学术概念后，俞可
平将兴趣更多地放在了对这些概念的实践阐释上。”（第９２页）。作为这个阶段
的代表学者，俞可平提出“治理”是“在一个既定的范围运用权威维持秩序，
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
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俞可平主编，２０００：
５）。对于俞可平的开创性的工作，李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将俞可平的学术
成果特别提出三点：一方面，俞可平使得治理这个概念“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
述敏感的政治议题”（第９５页）；其次，俞可平赋予了治理一个更高的目标，即
“实现公共利益”（第９４页）；第三，公民社会成为早期俞可平的治理理论的基
石。正如李泉所指出的“在善治思想的启发下，他将公民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界
定为一项技术性事物，这样便可以为上述的政治议题强加一个管理学的视角”
（第９９页）。因此，在治理理论被引介到中国的第一阶段，“俞可平成功地为中
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规划，一场悄无声息的变革已经随
着政治学研究领域被公共管理学占据而发生了”（第１００页）。

其二，治理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俞可平及其同僚的关于治理研究的
成果陆续发表之后，学界对于治理理念的传播日渐广泛。“善治与在政治和行政
领域内进行中的改革之间的关系也成了最为流行的学科研究主题之一”（第１００
页）。与第一阶段的引介相比，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发展，治理理论已经引起了更
多学者的批判性研究和反思。李泉系统梳理了两组学者进行的批判性研究的问
题。第一组学者关注的是政府在治理结构中的角色问题，试图“从治理的政治
用法中分离出这一术语的学术要素”（第１０５页）。李泉列举了李春成（２００３）
的研究，即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方案中有一种将治理概念与政府治理相混淆的
倾向，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在治理机构中的角色经常被夸大。另一组学者关
注的是治理应用在中国语境下的可能性问题。例如有一些观点认为“急于将治
理观念介绍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做法是很幼稚的”（刘建军，２００３）以及“善
治会削弱中国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努力”（杨雪冬，２００８）。对于这个阶段出现的
针对治理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李泉认为虽然这些学者“提出了关于治理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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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境化条件的重要问题，但他们给出的答案却不令人满意”（第１０５页）。例
如第一组学者只是“局部性地指出一些治理指标所承载的价值问题，但对于治
理理念所强加的公民社会和政府本身的规范性角色并未触及”（第１０５页）。第
二组学者在李泉看来是“转向了一种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中心视角，而这
一视角在治理时代已经不再流行”（第１０５页）。由此，对于这个阶段的治理理
论的思想发展，李泉认为虽然支持者和反对者均对治理理念进行了阐述，但两
者的影响却并不均衡。这些反对者的批判恰恰造成了一个客观效应，即“有助
于突出被俞可平加以改良的治理版本相对于早期论述的比较优势”（第１０５页）。

其三，治理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进入２００２年，学界开始不断涌现关于中
国治理问题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事实上“继承了作为此前理论探索主要
成就的治理理论的基本观念设计方案”（第１０６页）。

在这个阶段，李泉回顾和梳理了五种应用治理理论的例证。其一是为中国
政治发展成就进行辩护的文献，例如何增科（２００２）的治理指标应用研究和燕
继荣（２００６）的新的治理维度的开发研究等。其二是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
心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新型的公民组织的地方商会的角色和作用研究。例如郁建
兴和其同事的研究（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其三是社区治理研究。治理在这些研究中成
为“探索通向理想社区模式的制度性的动力机制” （第１０９页）。例如魏娜
（２００３）的城市治理的历史研究和冯玲、王名（２００３）的单位制到地方社区的
变迁研究等。其四是地方政府改革的相关研究。李泉指出这一研究主题已经在
政治学学科中非常流行，他们常常利用具体改革策略的详尽讨论来论证地方治
理创新的意义。例如政府外包养老服务研究（王诗宗，２００７）和乡村地方治理
研究（徐勇，２００４）。其五是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对于这五个方面的例证
的归纳与例举在李泉看来仅仅是治理经验研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却集
中代表了２００２年之后治理理论第三阶段的主流研究（第１１３页）。

通过对治理理论三个阶段的梳理，李泉指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对
“治理概念的早期介绍和密集讨论，直到俞可平对治理理论的综合和新版本的迅
速传播”再到第三个阶段大量的经验研究的涌现，都表明治理研究已经成为了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术前沿（陈振明、薛澜，２００７；王浦劬，２００９）。更为重要
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学者已经可以通过一套完整的治理理论话语，为转
型国家的公共政策提供强有力的论证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治理理论在这
一时期，正在开启政治学研究策略性地朝向公共管理新范式变迁的进程”（第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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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凸显了在“国家治理中，既要发挥政府治理的作用，还要发挥经济
治理和社会治理作用，又要呼应全球治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何增科，２０１４：
１６）。在治理理论被高度关注的当下中国，李泉《治理思想的中国表达———政
策、结构与话语演变》一书无疑为我们深入理解治理内涵、把握治理要义提供
了及时的营养补给。

李泉的著作从思想史的视角阐明了从传统的科层制管理理念向新型的治理
理念的转变本质上是对当下政府运作方式的改变。政府运作方式不仅表现在市
场合同外包、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外部采购、第三部门服务供给等治
理方式的应用，还反映在面对大量公共问题的出现时所采用的多方参与、讨论
互动，从而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多元主体治理形式。但不能忽略的是，李泉的
著作虽然在思想史意义上对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进行了（市场、网络与国家）
三个视角的划分，在新型的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运作形
式却是一种复杂的交织关系。

与此同时，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不仅包括城市社区治理、基层自治组织与
社会组织发展，还包括乡村社会治理、县政治理等地方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
李泉的著作对于治理实践的梳理与概括显然还只是治理实践中的一小部分。如
何将丰富的治理实践与本土化的治理思想对照并进而深入研究现代国家治理体
系的建构将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李泉的著作已经开启了这样的
一个方向。

作为一项思想史研究，李泉的著作展现了其扎实细致的学术功底。对于治
理理论作为转型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追踪与爬梳为学界日益繁荣的治理研究构
建了一副清晰而完整的学术坐标。深受大卫·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５）影响，李泉针对治理理论的考察实际上是将其作为转型中国语境下的政
治思想以及该思想如何成为影响中国的政治话语做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因此，
李泉《治理思想的中国表达———政策、结构与话语演变》一书值得关心中国治
理实践与理论的学者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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