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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今社会生活中' 围绕价格决策, 环境治理, 民生议题等的纷争和冲突层
见叠出* 这些在公共管理, 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冲突' 或是其他涉及
公共事务, 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冲突' 都属于公共冲突$常健等' *#)*+ 李亚'

*#)*% * 公共冲突解决以冲突, 特别是公共领域的冲突为研究对象' 为认识与理
解公共领域的冲突, 控制与管理冲突, 消除或减少冲突的破坏性后果, 进而寻
求有效的冲突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L5?1/J' *##$+ H;99J12= ^

A/L<.@2.2' )[[[% *

中国已进入了社会冲突的多发期和叠加期* 新世纪以来' 关注社会矛盾处
理, 替代性纠纷解决, 群体性事件的学者越来越多' 他们主要来自社会学, 法
学, 政治学, 公共管理等领域' 有各自的研究视角' 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同时'

各级政府均强调社会治理创新' 并将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例如' 大多数官员培训项目都有应急管理, 危机管理之类的课程* 但是' 作为
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 公共冲突解决在国内仍然新鲜* 真正有意识地, 系统地
采纳公共冲突解决作为新的研究视角' 是在*##%年之后*

应对公共冲突的需求紧迫而又强劲' 但了解冲突解决理念, 方法和技术的
官员和公众极少' 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则刚刚起步' 公共冲突解决领域在中国的
发展可谓适得其时* 如何在公共冲突成为社会常态时对其进行常规化, 而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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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式的管理- 如何在利益多元化和平权化的时代' 突破以往冲突控制与冲突处
置的藩篱' 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实现各方共赢- 如何在解决冲突的同时'

促进未来的和谐关系-

"创造性地解决公共冲突# 一书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系统的回答* 全书从三
个典型案例出发' 以九章的篇幅阐述了公共冲突的特征与根源, 应对公共冲突
的常用策略及其问题, 创造性冲突解决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程序, 公共冲突解决
的其他模式, 难点与化解之道' 并提示了冲突干预者与当事方需要注意的事项*

二& 扎根于实践需求的理论关怀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扎根于实践需求* 区别于大多以理论建构, 技术分析为
特色的学术著作' 该书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以穿插案例的方式详细
演示了创造性地加以解决的全过程' 写作风格上也立足于让实践者与普通的大
众读者(看得懂, 用得上) *

具体地' 该书摒弃了(概念&理论&实践8运用) 的惯常著述路数' 以城市
社区冲突, 价格决策引发的争议和环境邻避冲突等三个故事作为开篇引子* 其
中! (竹衣巷中的风波) 真实刻画出传统民居区商业开发中的居商矛盾以及社区
治理中遭遇的困境+ (宁海市公交价格调整所引发的争议) 折射出价格决策中的
利益冲突+ 而(难以落址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案例则生动描绘了环境邻避冲突
引发的紧张对抗*

这三个案例都源自于当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领域' 类似的故事频见于报
端和网络' 甚至就发生在读者身边' 是冲突8冲突解决研究不能回避的热点问
题* 如何看待这些棘手的公共冲突- 是不是必须有一方做出牺牲或者各方妥协-

是否有可能实现各方共赢- 如果有可能' 该如何操作, 有无一套相对有效的程
序- 这些都是读者最为关心的* 本书直接从现实问题入手' 系统地提出一套可
操作的方法' 并结合上述案例详细展示如何(创造性) 地解决公共冲突* 重视
具体的问题情境' 重视对实践者的指导和帮助&&&该书为本土公共冲突解决的
理论发展与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

在面向问题解决者的同时' 该书同样回应了理论研究者的需求* 对于公共
冲突解决的应对策略, 创造性冲突解决的概念基础, 技术难点和其他相关议题
做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梳理和讨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附录部分! 为唤起
国内学者对这一新兴领域的关注' 作者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公共冲突解决的美
国经验' 对这一领域的源流和学科框架进行了细致梳理' 介绍了该领域中代表
性的研究和实践机构' 并分析了近年来的热点理论问题* 由此' 为读者探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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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共冲突解决这片广阔天地提供了窗口*

三& 作为新理念的创造性冲突解决

(创造性冲突解决) 首先是一套新的思维理念* 有别于以往回避冲突, 对自
身利益讳莫如深的处置方式' 这套理念是以直面利益问题为起点的' 主张冲突
当事方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协商*

在协商中' 一个关键点是正确地区分(立场) 和(利益) ! (立场) 反映为
冲突当事方表面的, 初始的态度' (利益) 则是隐藏在背后的根源性的诉求* 基
于立场的协商容易导致非此即彼的拉锯战+ 只有基于利益' 当事方才能真正着
手去考虑如何更好地满足彼此的需要$第&* '&$页% * 举例来说' (是否限制临
近居民区的商家) (价格涨还是不涨) (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还是不建) &&&这都
是基于立场的争论* 暂时放下这些既定的立场' 利益相关方把(自己期待的是
什么) (担心和反对的是什么) 以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或反对) 考
虑清楚' 表达出来' 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这才是基于利益的协商* 这里'

作者道出了一个朴素但重要的思想! 有效地解决公共冲突' 就要充分认识和照
顾好潜藏在冲突背后的需求* 越是深入地梳理人们真实的需求' 协商的空间也
就越大' 否则当事方难免陷入一场捍卫既定立场的零和博弈*

基于利益的协商意味着冲突解决以追求利益的(共赢) 为目标* 在作者看
来' 共赢之所以可能' 是由于人们的偏好和效用存在差异以及议题的多样性和
可分割性$第$$ '$[页% * 当事方意识到立场对立背后原来有着深层次的利益
诉求之时' 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照顾好各方利益' 而非争斗出一个
高下输赢来* 即便各方的确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 由于各自需求的程度不
同, 对议题重要性的排序各异' 通过协商找到(让各方都有所受益) 解决方案
的可能也会提升*

基于(共赢) 这个最终目标' 作者进一步指出用心倾听和真诚对话的重要
性* 显然' 倾听他人和开诚布公是尊重他人的表现' 有利于构建信任' 从而推
进协商* 但其重要性还远不止如此! (倾听) 即主动用进一步的追问或者回应性
的反馈来获取对方心里的真实想法' 这是发现对方利益诉求的必由之路+ 同时'

(真诚) 意味着主动减少协商过程中的(噪声) ' 把彼此的呼声传递给对方' 使
各方更好地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问题解决上去* 实践研究表明' 顺畅的交流是
成功的公共协商共同的特征$A.29I@1=U<<7.B_' *##&% * 然而' 促成真诚的对话
并不容易' 它需要训练有素, 能够适时引导当事人沟通的冲突协调人' 他们的
工作是冲突解决必不可少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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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与上述理念相关联的是(创造性) 思维' 即摆脱既定的立场和认知'

站在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角度' 尽可能地拓展解决问题的思路* 很多时候' 冲
突之所以形成僵局' 是因为当事方均认定' 只有迫使对方做出让步' 自己的利
益才能被维护* 创造性冲突解决要求当事方放弃这种思维方式' 主张在探寻利
益的基础上' 通过发挥创造性去寻找共赢之道* 一言以蔽之' 创造性冲突解决
其实是要实现冲突当事方由冲突状态到共同解决问题状态的模式切换*

需要认识到' 创造性冲突解决对于公众和政府业已形成的思维惯性是一种
挑战* 它要求协商过程中各方务实, 平等和相互尊重' 排斥任何一方(单方面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方, 从而获得自己期望的结果) 的企图$第"" 页% *

可以想见' 对于信奉(稳定至上) , 常把公共冲突当作(火苗) 一般要竭力
(扑灭) 的某些政府部门而言' 上述新思维是陌生的' 看起来也似乎是有(风
险) 的* 鉴于此' 本书对当前应对公共冲突的常见策略和一些流行做法进行了
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的确' 创造性冲突解决的理念在现实中生根发芽并非轻而
易举' 但对于政府干预者, 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而言' 消除这种观念的落差恰恰
是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创新的极好切入点*

四& 作为操作方法的创造性冲突解决

创造性冲突解决不仅是一套新的思维理念' 更为重要的是' 它为解决公共
冲突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程序* 无辅助的谈判, 非约束性仲裁, 小型审理和调
解&仲裁等都是常用的冲突解决方法* 在诸种方法中' 协商' 特别是在协调人
$ .̀/1B17.75@% 或调解人$A<=1.75@% 辅助下开展的基于利益的谈判' 是最基本的
冲突解决方法* 本书提倡的创造性冲突解决也将这种方法作为重点* 按照本书'

协商会议通常经历发起会议, 启动协商, 有效的沟通与对话, 激发创造性方案,

磋商和达成协议这五个主要阶段$第%" ')*[页% * 本书第五章以竹衣巷的协商
会议为例' 系统地介绍了在协调人支持下的协商的组织和发起, 主要程序, 各
环节的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

发起协商会议的第一步是进行适当的冲突评估* 评估的主要内容是对问题
情境进行调研和分析' 从而了解冲突的环境, 涉及的相关方, 有分歧的议题,

各方的诉求以及此前应对冲突的种种努力和成效* 当然' 协调人介入冲突解决
需要得到当事方的认可*

启动协商时' 关键是确定协商的参加人, 时限, 会议安排' 这都需要和冲
突当事方讨论决定* 特别地' 协商参加人需要具备代表性或至少是某种典型性*

此外' 协调人还需要与协商参加人一道建立研讨协商规则' 并就规则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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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过程中' 议题的确认和利益分析是创造性冲突解决的核心环节' 协调
人需要在这个阶段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从理念上区分(立场) 与(利益) 并不
困难' 但实践表明' 大多数当事方对于清晰表达己方的(利益) 诉求仍然存在
困难' 这就要求协调人引导冲突当事方通过探索性发问, 概括, 复述, 论辩等
技巧帮助各方思考和发掘自身的利益和期望* 值得注意的是' 在确认议题和利
益的环节中' 各方不仅需要充分思考己方的利益' 也要思考和提示其他方的利
益$第)#$页% *

创造性思考是缩小分歧, 实现共赢的基础* 它有两个关键! 首先是着重于
创造而不优先考虑可行性' 且创造无关承诺' 这是很多创造性方法所强调的+

其次' 从对方角度出发, 为对方找到一条可以接受的出路更为重要' 创造性不
应局限于与己有关的议题' 它鼓励各方积极思考并贡献解决他方关注议题的可
能方案$第)#% '))#页% * 一般地' 创造性思考需要建立在几轮协商的基础上'

此时' 冲突的焦点, 各方的立场和利益, 阻碍冲突解决的症结都已逐渐明晰'

(创造性) 才更有效率和指向性*

本书对共识的界定是有弹性的&&&只要能够促进各方缩小分歧' 如原则性共
识, 框架性问题解决机制$未来在此之基础上继续寻求问题的解决% 或是有条
件的阶段性安排等都可以$第))[ ')*# 页% * 另外' 与会者的共识必须得到场
外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接受和认同* 因此' 在敲定框架共识之后, 讨论执行细节
前' 参会代表有必要召开情况通报会' 召集相关方进行讨论' 获得对框架协议
的反馈* 此外' 协议执行也至关重要' 因此' 共识框架的落实, 协商后的评估
以及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的介入是关键*

五& 公共冲突解决的制度意涵

本书对于中国当下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化解冲突的工具性价值' 同样重要的
是其所负载着的制度性意涵* 贯穿全书的是这样一个清晰的逻辑! 冲突源于当
事方的对抗意愿' 要从根本上解决冲突' 就需要寻找让当事方满意的方案* 而
当事方的意愿' 除了当事方自己之外' 任何人都很难代为回答* 因此' 一个由
利益相关方组成的旨在汇集民意, 解决问题的协商机制对于公共冲突的化解是
至关重要的* 作者将这套逻辑概括为(协商共赢的新思维) $第)%&页% *

在发达国家' 某种意义上' (协商共赢) 已经是社会治理的常识和惯例* 每
年数以千计的公共协商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开展' 公共协商的形式被广泛应用于
学区划分, 土地使用, 基础设施建设, 商业开发, 族群和解, 城市治安等许多
领域的争议性问题* 美国更是在*#世纪末就把用于协调行政立法争端的协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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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定纳入到行政立法程序$李亚' *#))% * 此外' 由公众, 社会团体或是政
党自主发起的协商谈判在打破政治僵局, 应对治理困境方面也正在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 域外经验告诉我们' 公共冲突解决的探索与制度化可以成为制度
创新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有效途径*

现今的中国' 公共领域的冲突往往数量更多' 也更为复杂* 在法治和制度
建设尚需时日的转轨期' 冲突解决方法的应用空间实际上更为广阔* 更重要的
是' 它所体现的协商共赢思维对我们未来的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有重要的帮助*

首先' 协商共赢其实是一种民主责任机制* 现代政府需要有效地回应来自
公民的诉求* 这既是民主价值的要求' 也是国家运转的需要* 对于权力集中,

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的中国而言' 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在实践中而不是
仅仅在理论上为社会创造一个能与政府进行充分沟通并反馈意见的信息回路*

特别对于那些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 公众的意见如何才能被听
到- 决策部门又如何及时发现决策失当之处- 又该如何对公共决策加以完善-

显然' 仅仅靠上级部门的纠偏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我们把每个公共冲突都视为
发现社会不适反应的机会' 那么' 协商共赢的冲突解决模式实际上提供了一种
民主责任机制' 让民众的诉求有表达的渠道' 民众可以有序地参与对话' 并缩
小分歧, 凝聚各方意见' 从而建立一条从参与, 表达到协商再到共识的新的民
主途径' 有效地增强公共决策的合法性*

其次' 协商共赢有助于克服政治惰性和打破僵局* 缺乏行动力和恐惧变革
是常见的(政治病) * 面对社会争议和利益冲突' 政府最不出意外的选择就是推
迟决策, 维持现状* 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 例如' 在美国' 表现为两党斗争和
分权制衡造成的立法僵局$A.29I@1=U<' *#)*+ ;̀J;:.6.' *#)+% + 在今天的中
国突出表现为突破既得利益, 继续深化改革的艰难* 怎样才能为政治发展寻找
到具有合法性基础的行动力- 美国前政治学协会主席曼斯布里奇$O.2<

A.29I@1=U<% 认为' 政治协商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并强调冲突
解决领域的知识积累对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性$A.29I@1=U<' *#)*% * 回到中国当
下的情景' 我们应该看到' 在利益相关方或冲突当事方那里' 实际上潜藏着很
多可用的问题解决智慧与活力* 政府未必要大包大揽, 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试图
(英明) 地进行利益分配' 然后费力地在社会中推进* 相反' 只要为公共参与让
渡空间' 建立适当的协商平台' 利益相关者的动能可以被释放' 僵局有望被打
破' 改革能够在最大限度共识的基础上前行*

六& 余论

当然' 协商共赢绝非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万灵药' 以共识构建为目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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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模式也有其适用范围* 例如' 对于那些涉及价值层面争议的敏感问题$如
同性婚姻, 民族事务% ' 协商讨论似乎有可能让参与者走向分裂和极化$如
A<2=<BI<@Û cB<9J<' *###+ X5,/1<9].J' *#))% + 在一些地方性政策制定的协商
实践中' 无共识约束的参与似乎要比构建共识的利益相关方对话更有利于问题
的解决$?.2 =<L<@J05P' *##& % * 作者对于这些(棘手的冲突) 以及相应的
(冲突转化) 方法进行了初步讨论$第)$$ ')&$页% ' 未来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本书只是为协商共赢式的公共冲突解决开了一个好头*

该方法的有效性' 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关于解决本土问题的适用性' 还需
要更多的实践检验* 此外' 正如作者所言' 贯彻公共冲突解决新思维' 需要一
批能够以新的理念和手段提供冲突解决咨询和干预的新型智库* 它们不直接开
出自己的问题解决药方' 而是提供冲突解决方面的分析和建议' 组织和协调当
事方通过协商寻找共同可接受的政策出路$第)%[ ')[# 页% * 这是本书作者当
前研究重点' 我们也期待看到这方面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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