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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构与 “不决策” ： 对改革开放
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张海柱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导致合作医疗解体的直接动因是政府决策者的“不决
策”行为。“不决策”作为政策选择的一种隐蔽形式，它的合理性论证是在特定
话语的建构作用下实现的。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中，
合作医疗被建构为文革“左”倾的产物、“非生产性开支”和落后的初级健康
保障制度，从而遭到了质疑乃至“否定”。话语总是与权力关联在一起，话语建
构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农村医疗领域中，话语权的缺失是农
民群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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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３年以来，随着“新农合”的启动，合作医疗相关问题迅速成为国内社
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其中许多研究者集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合作医疗这一在“文革”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为
何会在改革开放初期短短的几年内迅速解体？由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传统合
作医疗制度，与当前实施的“新农合”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许多人可能
会认为在当前时期再来探讨这一“历史”问题缺乏足够的现实意义。然而，正
如历史制度主义所指出的，“制度的起源与变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镶嵌于整个
制度体系的演化过程中”（黄宗昊，２０１０：１６４）。新制度总是包含着旧制度的遗
产。只有将对制度的考察置于整个历史脉络中，才能对当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达成更为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本文认为，对传统合作医疗解体原因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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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事实上奠定了我们认识与思考当前“新农合”制度发展相关问题的基础。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原因，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

有研究者（乐章，２０１０：４４ － ４９）总结了影响制度解体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
环境的变迁（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丁宁宁，２００５；伍凤兰，２００９）、集体经
济的解体（刘远立等，２００２；曹普，２００６）、农村组织载体的消失（王延中，
２００１；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制度自身的缺陷（朱玲，２０００；王延中，２００１；
顾昕、方黎明，２００４）等。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影响合作医
疗解体的各种因素的理解。然而，当前还较少有研究者从公共政策或政策过程
的角度来对合作医疗解体的现象进行解释（几个例外诸如：Ｌａｍｐｔｏｎ，１９７４，
１９７７；王绍光，２００８；张海柱，２０１３）。本文认为，这种政策视角的缺乏使得人
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决策者的主观选择在合作医疗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而这恰恰是影响合作医疗兴衰的关键性因素。例如王绍光（２００８：１２３）在解释
合作医疗解体原因时指出，“最重要的是，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中央决策者对农村
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之所以称之为“放任自流”，是由于合作医
疗覆盖率出现大幅度下降时，“忙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央领导人，对
此没有任何表态”（王绍光，２００８：１２２）。

之所以强调“政策”视角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合作医疗除了作为一项制
度安排外，还是一种政府行为或政策行为。对合作医疗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
现，尽管它最初是作为一项地方性制度实践而产生的，但是它的每一次大规模
“推广”或“普及”，都是在中央决策者的直接推动下实现的（张海柱，２０１３）。
因此，决策者（特别是中央决策者）偏好与行为选择的变化，是合作医疗制度
形成或变迁的直接动因。有鉴于此，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原因的探究，
必须落脚到医疗决策或政策的层面。

然而，尽管以王绍光（２００８）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明确指出了合作医
疗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取向）的变化，但是将之归结为国家决策者
“放任自流”的政策取向则值得商榷。因为尽管表面看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
策者并没有出台任何“削减”或“否定”合作医疗的政策文件，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对该政策领域的“放任自流”或“忽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察，本文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合作医疗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
“不决策”（Ｎ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的形式。“不决策”并非对相关政策问题的
“忽视”，而是“通过对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政治制度与程序的操纵而将真实决策
的范围限定在‘安全’议题之内”（Ｂａｃｈｒａｃｈ ＆ Ｂａｒａｔｚ，１９６３：６３２）的行为。具
体来说，尽管“削减合作医疗”并非国家决策者的公开目标，然而在相关行动

５７

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者的策略下，“它却偷偷进入了政府议程”（Ｄｕｃｋｅｔｔ，２０１１：６０），并顺利体现
在了现实中干预合作医疗发展的政策方案中。

那么，上述“不决策”行为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以“不决策”或隐蔽议
程的方式来“削减合作医疗”的政策选择，其“合理性”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通过话语理论（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的应用，本
文将详细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中，合作医疗是如何被赋予了
特定的意义，从而被建构为“削减”政策的对象的。这种考察事实上揭示出了
“话语建构”这一公共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它实质上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权力
运作方式。正因如此，通过对话语建构过程的“解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公
共决策过程的政治本质达到一种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话语与权力：政策论证中的话语建构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要想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除了决策程序上的
合法、规范外，还必须在政策内容的设计和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上具备充分的合
理性。由此，合理性依据（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成为公共政策设计中的重要组成要素，
它们的作用在于“对政策设计自身或其中某些特定部分进行解释、辩护或合理
化”，决策者要使用它们来解释“为什么要制定与实施特定的政策，以及为什么
可以期待该政策可以发挥效用”（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７：９９）。

对于政策合理性的强调凸显了政策论证（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重要性。
所谓论证，指的是“给出理由支持或批判可质疑的主张” （武宏志、周建武，
２０１０：３６）。政策论证则是“为了一项政策的采纳而给出好的理由（Ｇｏｏ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的努力”（Ｐａｒｉｓ ＆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１９８３：３）。作为现实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政策论证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却未能受到政策研究者的足够关注①。然而，正
如美国学者马琼（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Ｍａｊｏｎｅ，１９８９：１）曾指出的，“被政
治家们所熟知而社会科学家却常常遗忘的是，公共政策是由语言所组成的。无
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的形式，论证都是政策过程所有阶段的核心”。特别是对于日
益面临合法性危机的现代政府而言，对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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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许多主流的公共政策教材中均未明确涉及政策论证的内容，一个例外是邓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 Ｄｕｎｎ）（２００２：第４章）的著作。另外，笔者以“政策论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截至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只有１１篇文献明确涉及到了该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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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７５）与奥弗（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 （Ｏｆｆｅ，
１９８５）都曾指出的，“政府力图借助于那些能够解释政策是怎样服务于公共利益
而非特殊利益的合理性依据来解决这一（合法性）危机”（转引自：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３：３３９）。

政策论证事实上是一个基于证据与逻辑的“说理”过程，“说理”的最终目
的在于改变特定主体（决策者或政策受众）的行为选择。那么，通过“说理”
来改变“行为”的具体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呢？针对这一问题，美国符号互动理
论曾指出，“人类是以某些事物对他们具有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为基础，而对这
些事物产生行动的”（石计生，２００６：２８９）。“意义”即人类主体对外在世界之
于自身所具有的“价值”的认知与诠释。人们只有感知到某类事物对于自身具
有价值后，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说理”即是在论说“意义”。政策论
证在本质上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由于意义的表述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媒介，
由此引出了“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作用。

“话语”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或知识脉络中有着不同
的内涵指向。例如，语言学中一般将它界定为书面或口头交流单位，而社会科
学中则多将其界定为“产生于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观念或规则的集合”
（Ｈｅｗｉｔｔ，２００９：２）。就公共政策领域而言，对于“话语”问题的关注受到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政策研究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Ｗｈｉｔｅ，
１９９４）、“论辩转向”（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Ｆｏｒ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３）、“诠
释学转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Ｙａｎｏｗ，１９９６）和“审议转向”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Ｄｒｙｚｅｋ，１９９０）等学术研究焦点转换的影响。这些转向的共
同特征是重视“语言”（以及与此相关的“话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和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由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
变（林子伦，２００８：１５５）。政策话语研究者多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批
判理论等社会政治思想中汲取所需的理论资源。例如荷兰政策话语研究者哈杰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Ｈａｊｅｒ）（Ｈａｊｅｒ，１９９５：４４）受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思想的启发，将
话语界定为“由观念、概念与范畴所构成的特定集合体”，它们主要作为一种
“意义媒介”而存在，个人据以理解和体验社会现实，并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情
境中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卡夫雷拉，２００８：２９ － ３０）。

上述对“话语”的界定秉持一种建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建构主义认为话语
在描述世界的同时，更是在积极地“创造”或“构成”世界。所有的社会现
实，包括主体或客体身份、制度、社会关系和知识等，都是经由话语而被赋予
意义，从而纳入到人类的感知、体验与实践范围之内的。任何事物如果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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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媒介作用是无法产生意义的，因而对人类自身而言也是“不存在”的。①
正因如此，话语可以被视为一种“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德赖泽克②，２００８：
９），并“构成了一种就某一特定问题进行谈论和书写的方式，由此形塑了人们
理解并采取行动应对该问题的方式”（Ａｌｖｅｓｓｏｎ ＆ Ｋａｒｒｅｍａｎ，２０００：１１３１）。话语
具有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对话语进行诠释与再诠释。对应于决策过程中，不
同主体基于不同的立场、认知与意图，可能会对同样的社会现象赋予不同的意
义，从而建构出不同的社会“现实”或“问题”。这些多样化的“现实”或
“问题”构成了政策选择的前提与基础，也成为政策论证的重要依据。

正是由于话语具有承载意义的媒介功能，现实中的政策合理性论证主要都
是围绕着话语的选择和意义的赋予来进行的。即，政策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视为一个话语（意义）建构的过程。具体而言，决策者或政策分析者在对某项
政策做合理性论证时，必然要诉诸特定的“事实”证据，并遵循特定的逻辑进
行解释说明。然而在建构主义话语理论看来，“客观唯一”的事实并不存在，现
实存在的（或者说对人类而言有意义的）都是经由特定话语建构产生的“话语
性事实”。同时，针对特定社会现象间逻辑关系的理论解释也具有“非唯一
性”③，要受到理论解释所归属的话语系统的约束。因此，政策合理性的论证过
程是一个对各种“经验事实”和论证逻辑进行选择性强调和选择性诠释的过程，
它们只有在特定的话语系统中才能够成立，否则都有可能会受到质疑（谢立中，
２０１２：１９７）。

不过，政策话语理论需要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既然政策合理性论
证并非“唯一”的，任何人都可以借助于特定话语（及其所承载的意义）来对
某一政策选择进行辩护，那么什么因素能够决定不同论证间“竞争”的结果呢？
换个角度来说，政策选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话语竞争的过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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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需指出的是，建构主义存在“极端”建构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等不同的流派差
异，前者否认一切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世间所有事物都是在人类头脑中主观建构的结果，
而后者的立场较为温和，它并不否认客观物理世界的存在，但是认为对人类而言“有意义”
的并非物理世界自身，而是人类对它们进行的意义赋予与诠释，正如黄光国（２００１：４２５）所
言，“我们只能理解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本文
所持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建构主义立场。

Ｄｒｙｚｅｋ国内多译为德雷泽克，此处所引文献译为德赖泽克，特此说明。
关于理论解释的非唯一性问题，谢立中教授（２０１２：１９２ － １９５）认为主要是由于人

们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准确判断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社会现实本身
缺乏严格的规律性导致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难以进行准确验证，此外不同的理论解释所强调
的要素不同也可能导致针对同样的资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因素能够决定话语竞争的结果呢？针对这一问题，许多话语研究者指出，决定
话语竞争结果的，除了话语自身的合理性（所宣称的意义被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外，更重要的是话语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话语宣称主体的权力地位和所拥有
的资源状况（林水波、王崇斌，１９９８：２６３ － ２６４）。正是这些权力关系特征决定
了特定主体的话语宣称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一般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话语
宣称者是政府主体、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他们凭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占据
的较好“位置”以及各自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信息（舆论）资源与知识资源而
成为重要的话语行动者。相较而言，普通公众的话语“往往是借由上述三类具
有话语权的群体及其管道发出，同时也受其控制、操作和诠释” （闫志刚，
２０１０：７９）。

以上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过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一种
“外部”视角，即将二者作为独立存在的因素来探讨它们的关系。事实上，话语
与权力还相互“蕴含”，也即，话语自身就体现为一种权力，在权力的构成要素
中也有话语的一席之地。这也是为什么福柯将“话语—权力”作为一个综合体
来进行分析的原因。作为一种行为实践，“话语建构”过程自身就是一种权力运
作的过程。而且相较于公开的暴力、冲突、压制等权力形态而言，“话语建构”
是一种十分“隐蔽”的权力运作形式。

一方面，话语自其产生之后便“天然”地具有一种“竞争”（或“霸权”）
的本性。经由竞争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此形成一种权力秩序。在话语
主体对某一客体进行意义赋予与诠释的过程中，人们总是确信自己的诠释是
“惟一正确”的，是对现实“本质”的真实呈现。在这种思维取向下，一种话
语的产生必然要对其他话语进行排斥；某一话语占据话语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后，
也必然会压制新的话语的产生。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力运作形式的“话语建
构”，它一般并不依赖强制或暴力的行使，而是建立在人们的“同意”（或认知
上的“认同”）基础之上，因而具有“隐蔽”性。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
那些利益遭受损害的被压迫者、被排斥者往往认为这种不对等的社会地位是
“正常”的、“自然而然”的，而缺乏一种质疑乃至反抗的意识。“话语建构”
这一权力运作形式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特别是权力作用对象）的“同意”，
主要原因在于它总是涉及到知识（“真理”）的生产。福柯曾指出知识是“权力
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因素”（高宣扬，２００５：２６８），“不相应地构造一种
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福柯，２００３：２９）。在权力的生产与运作中，
知识的涉入可以塑造权力作用对象的感知、认识与偏好，“使人们接受他们在现
存秩序中的角色与位置”，“防止他们产生愤恨”（卢克斯，２００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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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政策论证过程中话语建构的上述特征，各种不合理、不公正的诸
如权力压迫、社会排斥与歧视等现象可能会经由隐蔽性话语的掩饰而获得合法
性身份。话语研究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话语建构过程的“解构”来对公共政策
的“合理性”依据进行批判性检视，揭示出“合理”（或看似“自然而然”的）
现象背后潜在的不合理因素，使人们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特定社会现象的
本质，进而为公正取向的制度或政策变革奠定基础。

三、研究方法与经验对象

本文诉诸于“话语（建构）”因素来解释政策合理性论证的过程及其实质，
这种政策话语研究与许多冠之以“话语分析”（例如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经验
研究———在那里，“话语分析”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不同，本文
所要进行的并非纯粹的语言学式文本／内容分析。相反，本文所谓的“话语”具
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上的特殊地位，以此为基础的话语研究表明的是一种基
本的研究取向（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话语取向的研究假定所有的社会现实（包括社会问
题、主体身份和政策干预等）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话语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话
语建构的过程进行“解构”，揭示出该过程中的各种权力结构，并对隐蔽的权力
压制、社会排斥等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去蔽”。因此，从研究定位上看，本文所
要进行的政策话语研究属于一种“批判诠释性”（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研究①，
也是一种后实证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②。

不过，政策话语理论对于“话语”自身的界定过于抽象，难以直接应用于
经验研究中。也即，虽然我们能够理解诸如“概念”“观念”“范畴”等话语的
形态内涵，但是除非借助于一些“可见”的“物质媒介”，否则我们无法方便
有效地来“把握”这些“符号性表达”（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６３６）。为了提升
政策话语经验研究的可操作性，本文借鉴一些诠释性研究者的观点，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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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批判诠释性途径以建构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主张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理解与诠释上
的“多重性”，致力于通过不同诠释间的交流对话和对各种诠释的反思性审视来揭示出社会
现象之间的因果机制，并在一定的价值立场上对各种诠释所隐含的价值或意识形态宣称进行
揭露与批判。参见（彭蔞雯，２００８：１２３ － １２４）。

后实证主义反对实证主义研究的“客观性”假设与价值中立立场，它以建构主义为
哲学立场，重视观念、意识形态与话语的作用，强调权力关系、结构与行为主体的相互建构，
主张透过语言、论证或文字等材料，经由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分析，来探究公共政策与政策
过程的本质。参见（林子伦、陈亮宇，２００９：８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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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承载”功能的“符号／媒介”划分为三类：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行为事件（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和具有象征性的物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等（Ｙａｎｏｗ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Ｓｈｅａ，２００６：ｘｖ － ｘｖｉ）。借助于这种分类，我们
事实上可以界定出多种话语“载体”。例如“语言”就是一种重要的话语载体。
那些构成了话语的各种“概念”或“观念”事实上就蕴含在“语言”这种“可
见”的符号形式之中。除语言外，还存在许多其他话语载体，例如新闻报道、
广告、故事、神话、科学理论、仪式、行为实践，甚至广场、纪念碑等，只要
它们承载着特定的意义，就都属于特定话语的“载体”。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可
以透过这些载体来观察话语的存在及其作用。具体到本文对合作医疗政策的研
究，主要考察与合作医疗相关的政策文本、党政领导人讲话记录、媒体报道以
及学术研究文献等，这些资料均作为话语的载体而存在。

就“合作医疗”而言，它是作为一项农村医疗卫生筹资机制而产生与发展
的，主要涉及发展合作医疗事业的资金如何筹集和医疗卫生费用如何“分担”
等问题。与当前实施的“新农合”制度不同，本文所考察的传统合作医疗是一
种主要依靠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个人投入发展起来的医疗制度实践，它于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经历了“文革”时期的“辉煌”，并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
“解体”。对合作医疗“兴衰”历程的考察（张海柱，２０１３）表明，不同时期合
作医疗的实践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取向）影响下的结果。而在本文
看来，不同时期国家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又是在不同政策话语中被建构生成的。
改革开放初期以“不决策”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政策选择之所以能够顺利做出并
予以实施，也是在特定话语的媒介作用下经由特定方式的合理性论证后的结果。

在后文的经验考察中，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地呈现话语在合作医疗决策过程
中的建构性作用，有必要首先明确“宏观话语”（或“元话语”）与更为具体的
政策话语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特定话语符号所承载着的（或能够
承载的）意义的丰富程度来确定的。简单来说，具体政策话语直接对应于某一
个或几个具体的观念或概念，它们是决策者进行政策论证时的直接“论据”。而
宏观话语则更为抽象，也更具囊括性，体现为许多具体政策话语所构成的话语
体系。同时，宏观话语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特定主体可以对宏观话语赋予多重
意义，通过选择性诠释形成具体的政策话语，进而对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在合作医疗“兴起”到“解体”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建设取向、主导意识形态和宏观发展战略等均发生了改
变。正是由于上述状况，特定时期内主导着中国政治社会领域的宏观话语几经
更迭，由伴随着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合作化—公社化）而生的“集体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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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转变为“文革”时期不断彰显的“革命”话语，并最终在改革开放后被赋予
了新内涵的“现代化”话语所取代。在宏观上，“集体化”话语、“革命”话语
与“现代化”话语分别为特定时期的国家合作医疗政策赋予了“合理性”支
持。具体来看，上述合理性的论证又是借助于各种在宏观话语基础上所发展出
来的具体政策话语而实现的①。

本文认为，国家层面宏观话语的转换是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走向解体的
根源。具体而言，“文革”的结束标志着“革命”话语的消解，而“集体化”
话语也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民公社体制的终止而成为了历史。与此同
时，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中国重启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现代化”话语成
为中国各政策领域中新的主导性话语。下文将依次考察“现代化”话语的内容
和合作医疗在该种话语中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从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的。

四、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

中国的“现代化”话语并非始自改革开放，而是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是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对中国传统社会和制度全面冲击的结果” （林尚立，
２００９：４）。而１９４９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
国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主
义实践一旦展开，就直接面临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化为基础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实现现代化”，“落后国家要实践社会主
义，就必须将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实践放在一起同时进行，而在理论中，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即建筑在现代化发展比较成
熟的基础上”（林尚立，２００９：５）。由此，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落差，共产党执政
下的中国国家建设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张力。毛泽
东理想主义的国家建设取向是通过“革命”的逻辑让“现实”服从“理想”，
从而导致了国家发展的“扭曲”。

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
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亨廷顿，１９８９：３５）。因此，作为宏观
话语的“现代化”话语事实上体现为一个内容丰富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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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的限制和研究主题的考虑，本文无法对“集体化”话语与“革命”话语的
具体内容以及它们在合作医疗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详细阐述，这部分内容可参见笔者的另
一篇论文（张海柱，２０１５：３４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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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现代化”话语首先体现在政治与思想领域，即“拨乱反正”，全面反思
“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进行党内意识形态的创新。作为特殊背景下走
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意识形态领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为关键也是最敏
感的领域”（萧功秦，２００６：４６）。在经历了“文革”结束初期的多次尝试之
后，经由“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确立的“实践标准论”代表了中共成功的意
识形态创新的第一个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正视中国落后的
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选择，这标志着“现
代化”话语中“经济”维度的不断凸显。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看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关键在
于经济建设。邓小平本人曾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
工作上面”（邓小平，１９９４：１９４），“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邓小平，１９９４：２４０）。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阐释中，首要的就是“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１９９３：３５６）。此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原则的强调，均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国家建设的路径选
择转变为以经济建设统领现代化建设并进而导向社会主义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强调和１９９０年代后对市场化的过分渲
染使“现代化”话语的内涵长期囿于经济层面，社会与政治等领域的现代化发
展则相对滞后。有研究者将这种现代化取向称为“发展主义”（或ＧＤＰ主义）。
发展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随
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郁建兴、
何子英，２０１０：２１ － ２２）。尽管相较于１９９０年代（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
后）而言，１９８０年代的发展主义倾向尚不突出（李友梅等，２０１１：２１０），但是
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政策体系中，经济政策居于核心位置，包括医疗卫生等社会
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均成为经济政策的“配套”措施。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
以经济绩效或市场化标准作为衡量医疗卫生等政策改革成效的主要标准。在许
多社会福利的供给上，国家也在逐渐“退出”，将更多的责任推给了市场乃至居
民个人，从而导致改革开放前所建立的各种福利体系迅速解体。有学者指出，
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失去保障的过程”（沙琳，２００７：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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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化”话语中的合作医疗

“现代化”话语最初的影响体现在农村经济领域，逐渐推行包产到户的改革
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领域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就开
始了“现代化”取向的改革。１９７９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
律办事”（木木，２００６：２４）。改革的真正标志是１９７９年４月由卫生部等部委联
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①，“成本核算”“经济管
理”是该文件中的重要内容。

至于农村合作医疗，由于“现代化”话语的影响，它在国家决策者眼中的
“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现代化”话语的早期体现是“拨乱
反正”，反思“文革”中“左”的错误。在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将合作
医疗与“左”倾错误联系在一起而予以否定的“声音”，以至于１９７９年初时任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要特别进行“澄清”（人民
日报，１９７９）：

“四人帮”为了否定十七年，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历史，硬
把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的……一些同志不能
了解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产生和发展的真实历史，有的人甚至误认为是
“四人帮”搞起来的。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

然而，这种“澄清”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比较典型的体现是该年４月份
接任卫生部部长职务的钱信忠本人对待合作医疗的“态度”转变。在１９８０年初
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钱信忠在讲话中还明确表达了对合作医疗的“支持”
态度（张怡民，１９９９：１８５）：

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农民
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
疗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
发，解决八亿农民看病吃药问题的成功经验……必须充分肯定，继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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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卫生部等，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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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办好。

在１９８１年初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尽管钱信忠在讲话中仍然强调“集
体经济和其他条件具备能够办合作医疗的地方，一定要坚持把合作医疗办好”，
但也同时指出“一些条件不具备，暂时办不起合作医疗的地方，可以实行看病
收费的办法”。事实上，这种强调“因地制宜”、要根据“地方实际条件”选择
是否创办合作医疗的取向在当时已经较为“流行”，典型的体现是《人民日报》
的相关报道对上述原则的多次强调①。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８１年卫生厅局长会议
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反思卫生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相应地，钱信忠在讲话
中特别指出“我们对‘左’的东西认识不够，对肃清卫生工作中‘左’的影响
抓得不够有力”（张怡民，１９９９：１８５）。在分析医疗卫生工作中“左”的具体
表现时，钱信忠指出（张怡民，１９９９：１８５ － １９３）：

脱离我国经济的实际水平，在某些方面包得过多……办合作医疗不考虑
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和群众自愿，强调报销比例越高越好，范围越大越好。

上述态度转变是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许多中央政府部门领导者对待合作医疗的
“主流”态度。１９８２年接替钱信忠担任卫生部部长职务的崔月犁也持该种态度，
他在１９８４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农村卫生工作时指出“全国农
村大队（村）……改变了合作医疗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了多种形式办医，
使办医形式更切合农村经济的实际，有利于基层卫生机构的巩固” （张怡民，
１９９９：２０２）。

根据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的回顾性材料，１９８０年代前中期“否定
合作医疗”的声音基本在卫生部内部占据主导位置，“在一段时间里，作为国家
卫生部，对合作医疗肯定的话少了，否定的话多了”（张自宽，２０１１：４２）。而
且据披露，在当时《健康报》内定了“一条规矩：凡属正面宣传合作医疗和农
村基层卫生组织集体办医的稿件，一律不准见报”（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２２）。无论
是对于媒体的“禁言”，还是相关领导者的态度，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对合作医
疗的“关注”在不断淡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１９８５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提交
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务院，１９８５）（其中规定“在
医疗制度上，可以实行看病收费，也可以实行合作医疗或其他的办法”）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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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报道可参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ａ，１９８０ｂ，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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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的“医改”话语不再涉及合作医疗；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的历次全国卫生厅局长
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在讲话中也不再谈及“合作医疗” （张怡民，１９９９：
２０９ － ２８１）。

“现代化”话语除了意识形态上的纠“左”之外，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对经济
建设的强调。为了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决策者特别重视
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要求各地杜绝“一平二调”“乱摊派”、大搞“非生产性建
设”等做法。比较典型的是１９７８年６月中共中央发布的“３７号文件”（中共中
央，１９７８），其中明确规定“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准无偿平调社、队的劳力、
财力、物力，搞非生产建设，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转引自：王绍光，
２００８：１２２）。在这一背景下，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被视为“一平二调” “穷吃
富”而被停办。例如１９７９年福建省卫生局专门发文指出“近两年来我省农村有
些社、队错误地把合作医疗看作一平二调，把赤脚医生作为非生产性人员裁减”
（福建省卫生局，１９７９：１）。这可以视为当时许多地方合作医疗发展中的一个
“缩影”。

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话语中的“经
济”维度进一步发展为对商品化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强调。受此影响，中国开
始了注重经济绩效与效率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革中也开始借鉴西方市场经
济体制国家的一些经验，主要体现在对国外“医疗保险”制度的借鉴上。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针对农村应实行何种医疗卫生制度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

争论，除了支持合作医疗的声音外，还有许多人倡导应当追寻健康保险制度这
种“世界潮流”（周寿祺，１９８７）。“保险”制度所呈现的“市场化”色彩①很
容易获得当时决策者的青睐。１９８７年卫生部与国家中医管理局联合制定的
《“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卫生部，１９８７）中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发展适合
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险制度”（转引自：王绍光，２００８：１２４），由此表明了
官方的基本态度。该年年底，卫生部在四川峨眉县召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学术
讨论会，探索适合我国农村的健康保险制度，随后又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农
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

在高度关注“医疗保险制度”的氛围下，一些地方明确进行了将“合作医
疗”改革为“健康保险”的努力。例如１９８６年上海金山县某乡镇领导在介绍当
地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时说，“我们是在上海医科大学和市卫生局指导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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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筹资方式上看，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突出市场主导特征，与此相对，免费（公费）
医疗则是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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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转为健康保险的”（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２４）。当时许多卫生部官员也认为
合作医疗与健康保险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合作医疗不具有保险性质，是一
种‘低级形式’，只能解决小伤小病；而健康保险则可承担较大风险，解决大伤
大病”（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２７）。类似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否定”合作医疗的
舆论氛围。

在当时，也有一些支持合作医疗的政府官员与学者努力将“合作医疗”与
“医疗保险”进行关联，力求论证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张自
宽（２０１１：４２）多次明确表示“合作医疗也是一种保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形式”，“合作医疗是不是中国式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我个人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张自宽，２０１１：３１３）。也有研究者通过细致
的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合作医疗与健康保险“没有本质的区别” （周寿祺，
１９８７：５７）。但这种“异质”声音在当时受到了诸多批评①，未能阻止合作医疗
大面积解体的趋势。

综上，当“现代化”话语指向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时，合作
医疗被包括卫生部高层领导在内的许多人视为“左”的产物而予以否定；当
“现代化”话语指向经济建设后，合作医疗在许多地方被视为“非生产性开支”
而遭到削减；当“现代化”话语指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后，关注农村医疗卫生
问题的党政领导者又转而寻求“医疗保险”制度这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先
进经验”，并将传统合作医疗视为“落后”的初级健康保障制度。在改革开放初
期的“现代化”话语中，发展合作医疗既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也不具有
经济上的“效率”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隐蔽的方式削减或“否定”合作
医疗的“不决策”也就成为“合理”的国家政策选择了。

在几乎整个１９８０年代，否定合作医疗的政策话语之所以能够居于主导地
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问题上，台湾学者林水波曾指出，
话语竞争的结果除了与话语本身所具备的特质（如话语的真实性、正确性、可
信度、立论理由的充分度）相关外，还受到包括“时空系络的演展形势” “政
策自身的演展情势”与“政策网络的演展情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林水波、
王崇斌，１９９８：２６３）。在合作医疗政策场域中，从情境因素来看，针对合作医
疗的“不决策”事实上可以视为当时整个商品化、市场化取向的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的一部分。国家从该领域中逐渐“退出”，“给政策不给钱”（曹海东、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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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自宽（２０１１：前言）在回顾中指出“在１９８０年代因我坚持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基
层卫生组织集体办医，抵制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全面推向市场而受到无端指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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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锋，２００５），更多的医疗保障责任被推给了市场和社会（居民个人）。而从社
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国家财政的状况来看，１９８０年财政“包干”改革之后，中央
财政收入状况不断恶化，连续多年出现高额赤字（毛翠英，２００８）。在这种情况
下，对包括合作医疗在内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减少成为国家减轻财政负担的
一种主动选择。此外，从政策反馈的角度看，一些研究表明合作医疗所提供的
医疗服务质量低下（赤脚医生培训不足），除了“免费”或收费低廉外对农民
的吸引力有限（Ｄｕｃｋｅｔｔ，２０１１：６１）。另有研究者的计算表明，１９７８年农村集
体经济中用于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公益金人均只有２ ２６元（卫兴华，１９９４：
１５２），在农民患病特别是大病时，来自合作医疗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因此，
改革开放前推广合作医疗的国家政策在改善农民“无钱看病”问题上的真实效
果十分有限，这也是国家针对合作医疗的“不决策”在许多地方没有引发明显
质疑或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应用话语理论（话语建构论）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迅速解体
这一社会现象做出了一个解释。上文的经验考察表明，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
并没有出台任何“支持”或“否定”合作医疗发展的政策文件，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国家决策者对于该政策领域的“无所作为”或“放任自流”。相反，针对
合作医疗的决策仍在进行，只不过所采用的是一种隐蔽的“不决策”形式。不
决策是“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在共同体中那些对现存的利益或特权
的分配进行变革的要求被公正地表达出来之前可能被压制；或者被掩盖；或者
在它们获得通往相应的决策制定舞台通道之前被否决；或者，如果没有出现所
有上述这些情况，那么，就会在政策实施阶段中被损害或破坏” （卢克斯，
２００８：１０）。至于“不决策”的具体实现问题，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实现
途径或机制，本文所考察的“话语（建构）”即为其中之一。此外，本文对
“话语（建构）”的关注不仅仅揭示出了“不决策”这一重要政策形态的实现途
径，更重要的是尝试性解释了“不决策”为何能够经常性出现并得以存续的原
因，也即强调了政策话语（建构）的“合理性”论证功能。

具体而言，合作医疗领域的“不决策”体现为相关决策者在“现代化”话
语这一“宏观话语”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各领域的情境中，通过各
种具体的政策话语宣称活动对合作医疗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左”的产物、非生
产性建设、落后的初级建设保障制度），从而将其建构为一种“不合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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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的农村医疗保障政策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支持合作医疗的意见
或诉求被排除在国家政策议程之外，而且遭受到各种批判甚至政治上的压力。
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合作医疗的“辉煌”主要是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当这
种政策取向发生转变后，合作医疗的解体也就可想而知了。

话语总是与权力关联在一起，“现代化”话语建构下的合作医疗“不决策”
事实上也是权力主导政策过程的一种体现。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卢克斯（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在对权力进行分析时，将“不决策”视为权力的“第二维度” （卢克
斯，２００８：８ － １０）。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现实注解，
也能够让我们对政策过程的政治本质（权力运作）达成一种更为丰富的理解。
同时，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话语建构的权力运作具有隐蔽性。人们往往很难发
现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的存在或运作。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在考察改革
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原因时，未能发现“不决策”这一政策选择形式在其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原因。

对于农民群体这一合作医疗政策的受众而言，他们主要是作为消极的“被
建构者”存在，而非积极主动的“建构者”或话语宣称者。因此，他们在很大
程度上只是被动地承受话语这种难以察觉的、无形的“符号暴力” （张意，
２００５：１１９），在合作医疗解体使他们重新面对自费医疗的沉重负担时，也没有
引起太多的质疑或反抗来回应国家“退出”农村医疗保障领域这一在今天看来
并不合理的政策选择。

基于话语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假定，如果农民群体不能获得真正的话语
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诉求，那么他们在医疗保障领域中的弱势地位将无
法真正改善。由此来审视当前“新农合”制度的发展，尽管在国家的大力推动
与直接补贴下，农民群体的医疗福利状况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就其作为一
项“国家福利”而言，它基本上是经由国家自上而下所赋予的，而不是经由农
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包括群体动员、政治／政策参与等方式获得的。正因如
此，“新农合”的推广在带来农民医疗福利改善的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各种各
样的问题。例如当前国家的“新农合”制度侧重于“保大病”，这种对于大多
数人基本医疗需求保障责任的“放弃”，成为一些研究者所批评的“新农合”
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葛延风、贡森等，２００７：１３）。此外，在“新农合”实施
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贵药可报便宜药不可报”“大医院可报小医院不可报”等
问题，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挪用合作医疗基金、虚报参合人数套取财政补助等
现象，都表明了“参与”缺位下的福利接受所具有的“限度”。要想改变这一
状况，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各个方面对农民进行“增权”，切实提升他们在决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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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话语权。而当前医疗政策领域中的支配性话语能否实现由“福利”话语
向“权利”话语的转变，将是影响合作医疗制度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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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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