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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

专栏导语

赵德余"

本期组建的+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 专栏' 收录了本人的"政策实施研究
模型的重构与再造! 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 与李文钊老师的"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两篇论文* 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为公共政策
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 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存在差异' 前一
篇侧重于政策实施模型的综合开发' 后一篇聚焦于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方法的解
读* 但是' 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政策研究的理论解释模型的构造' 这一点对探
寻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那么' 如何发展一种公共政策研
究的新的理论或方法视角呢) 这是十分值得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者反复思
考和关注的问题*

首先' 开发新的政策研究视角离不开对政策科学经典以及流行的学术文献
的梳理* 任何学科的发展与进步都不可能脱离对历史与现有学术文献的消化和
吸收* 例如对政策实施研究在国内外已经积累了从第一代自上而下研究模式到
第二代自下而上研究模式( 一直到第三代综合性的研究模式等大量的学术研究
文献* 但是' 在中国国内' 有关政策实施的研究直到*#)# 年本人在美国期间研
究这篇文章"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 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 时' 国
内的政策实施研究文献仍然比较缺乏* 后来*#)*年本人还主编了一本书"实施
公共政策! 来自跨学科的声音# ' 其中收集和讨论了许多关于政策实施的中文文
献* 但由于各种原因' 这篇文章却反而一直没有最终定稿' 一直放到*#)& 年才
最终完成这篇文章的初稿* 正如匿名评审人所指出的那样' 的确忽视了提及最
近这些年已经开始不断出现的有关政策实施研究的中文文献的增长* 同样' "叙
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一文也注意到了在国内对于政策
过程的研究' 主要还停留于对YN[qGY]qEZqAH等框架' 对于政策过程研究
和政策分析的+后现代转向, 和+论证转向, 关注不够* 其中' 根据李文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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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判断' 叙事式政策框架是国外目前发展势头较好' 试图将+话语分析, 和
+论证转向, 实证化的尝试* 国内除了"公共行政评论# *#)$ 年以及*#)& 年发
表过与政策话语分析相关的一共" 篇论文之外' 有影响力的政策话语研究很少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析框架的缺乏* 可见'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政策理论和方法
研究文献的进展对于我们寻找开发新的研究视角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政策科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有时候也不必因为别人已经做了很好的综述'

我们就一定不可以再重新讨论* 毕竟每一个研究者在讨论这些文献时所处的理
论语境和研究意图是不一样的' 即使非常熟悉这些文献的人重新看看这些讨论
未必就没有收获* 在最近几年的英文政策实施研究文献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
类似的研究中对经典文献的重新讨论*

其次' 开发新的政策研究的理论或方法视角需要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政策理
论模型或分析方法的特征性差异进行辨别和区分' 尤其应善于捕捉不同政策理
论视角或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优缺点* 当然' 有些政策模型之间的特征性差异
有时候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如在讨论政策执行的综合模型时' 论文的匿名评审
人认为保罗2萨巴蒂尔$E.;BYbH.I.71<@% 他的倡导联盟模型并不是政策执行的
综合模型* 应该说' 它是一个讨论政策变迁的模型' 这一模型起源于萨巴蒂尔
对政策执行的综合研究' 但两者本质上还有很大差别* 但是' 关于萨巴蒂尔的
政策变迁模型' 我的理解是如果将政策实施动态化' 关注萨巴蒂尔所提倡的研
究政策实施的长期问题' 那么' 政策变迁和政策实施研究有时候是交叉或存在
重叠的* 至于这两者是否在本质上差别很大' 我觉得这取决于各人的理解* 根
据本人的理解有时候这两者差别不是很大* 类似的' 对于研究政策议程设置的
多源流模型' 本人的理解是在政策过程研究中' 凡是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
同样会影响政策制定( 政策实施乃至政策变迁* 所以' 政策过程的理论模型有
时看起来不同阶段的模型是针对不同政策阶段的问题的' 但是事实上各个不同
阶段的政策模型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和相通的* 因此' 本人及合作者借鉴了政
策多源流模型来改造和重构政策实施模型' 其实这也是可行的和可以理解的*

同样' 对于论文"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 我们直观的
感觉是不同层面的叙事式政策框架' 其差异和联系是什么) 叙事式政策框架作
为一种话语分析和主流的政策分析理论模式相比较存在哪些特征性的差异) 其
具有什么样的分析优势和缺陷) 这些问题想必也是我们很多读者在阅读这篇文
章时渴望找到答案和回应的*

再次' 开发政策研究的新视角或方法十分依赖于对政策过程的新的解释因
素的发现以及各种解释因素的重新组合' 甚至是新的研究技术的引入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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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贡献* 可以说' 任何政策研究的新视角是不会凭空产生的' 其只能产生
于已有或现行的政策理论模型的新的解释变量的出现或模型中不同变量之间结
构性关系的转变* 对于第一篇论文而言' 作者试图对已有的经典的政策实施模
型的核心变量或解释因素进行重新组合和构造' 以形成一个新的所谓动态综合
政策实施模型* 这个模型也可以视之为政策研究的新的综合性理论视角* 而对
于第二篇文章而言' 作者引介了一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叙事式政策框架, * 在
作者看来' +叙事式政策框架的核心是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 政策叙事是
其核心概念' 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 微观( 中观与宏观
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 *

如何构造一个好的政策理论模型或开发一个新的政策理论方法视角) 好的
理论模型或方法视角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显然' 仅仅是识别和区分已有不同政
策理论模型的特征性差异乃至局限性是不够的' 但这些问题非常复杂' 已经超
出了这个小小的专栏导语可以讨论的范围了* 类似的' 还有一些问题如政策模
型的边界在哪里) 政策模型开发是否应该追求复杂还是越简单越好呢) 似乎政
策模型能够简单化当然更好' 但政策理论模型研究的边界和外延设定是因人而
异的' 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的方法* 对于第一篇文章' 我们承认完
全动态化的政策实施模型的确已经非常接近政策变迁模型了* 但是' 这并不影
响我们把注意力和落脚点放置在政策实施的条件和路径上' 这里的表述和关注
重心与一般的政策变迁研究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 不过' 或许这一点也和
评论人提及的萨巴蒂尔的政策变迁和政策实施研究模型有时候难以区分一个道
理* 在政策动态变迁的语境或条件中讨论政策实施问题的确非常逼近政策变迁
研究了* 而对于第二篇论文"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也存在类似的困境' 即叙事式政策框架的核心是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

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 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 但对于
一个分析框架而言' 其涉及到了政策系统和过程的微观( 中观与宏观的三个分
析层次* 这似乎显示了政策过程或系统无处不存在+叙事, 的影子和作用' 那
么' 这样的框架的边界和外延应该确定在哪里呢) 因此' 无论哪一篇文章' 我
们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需要不断地检讨和反思我们在探寻政策科学研究的
新视角或构建新的理论模型时所面临的潜在问题和困境*

最后' 政策研究新视角的开发还需要经受实践经验或案例资料的检验* 虽
然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新的政策模型或研究方法视角的适应性和经验启示的
讨论' 但限于文章的篇幅' 都没有进行具体案例检验* 对于第一篇已经很长了
的论文而言' 作者计划在其一本书稿"重塑政策实施研究# 中' 会运用大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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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政策经验案例从不同角度对其所构建的动态综合模型进行检验* 通常
对于这样一个政策理论模型的设置研究' 即使在英文文献中没有添加经验案例
而只纯粹地讨论理论模型' 也是很常见的* 关于政策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问题'

第一篇论文作者在文章中最后讨论模型的适用性和评论时特别提及了一点' 即
对于有些政策模式并不一定存在所谓的+服务提供系统, ' 而只涉及行为规范或
激励问题* 综合性模型本身具有综合性和包容性' 并不需要政策案例或实际的
政策情景都满足模型的全部特征' 如果没有服务系统只涉及行为规范或激励问
题' 问题就会更加简化一些' 模型的有些部分可以省略或隐去' 但其他部分仍
然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第二篇论文"叙事式政策框架!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
效应# ' 作者专门使用了一部分的内容讨论了叙事式政策框架对于中国政策科学
研究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并重点讨论如何推进中国政策变迁的经验研究* 应该
说对于长期的政策变迁史的研究' 无论对政策考据史料的运用还是对于政策解
释模式的构造' 话语分析显然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手段或新视角*

总之' 中国的政策科学研究看起来似乎已经越来越具备了起步的迹象* 已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和诱惑力' 从而开始不
断地加入到对政策科学的研究队伍中* 虽然国内目前真正研究公共政策科学的
学者群体的规模还非常的弱小' 但是' 一些非常有活力和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
正在朝这个领域聚拢*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在政
策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崭露头角和有所建树'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
以积累出更多的开发政策研究新视角的理论准备和方法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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