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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社会管理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在不同利
益群体之间建立一个有序的关系。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凸显和日显激烈的
趋势与普遍存在的“个体化诉求”和利益博弈力量不对称相关，与利益诉求
的转型和群体博弈制度的缺失相关。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搭建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探索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 需要搭建能累
积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的平台。由此，国家与个人之间的
“中间地带”才能重新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
者角色。
关键词： 利益诉求 社会管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 ，人们的利
益就存在差别，有利益差别就有利益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
是一个处在各种不同关系中的人群展开利益诉求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
由利益诉求引发的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
管理并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有序的
社会。所谓有序，其关键是这个社会有正式的制度让人们表达自己的
利益诉求，有公平的机制让不同利益的人能够公平的对话 、沟通、协调、
谈判，最终实现社会整合。

一、普遍的“个体化诉求”与利益诉求的不公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 ，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都在调整，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期，同时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还呈现
出日显激烈的趋势，其典型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一项关
于农民工的调查中，参加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人数占到被调查者的
12. 5% （ 蔡禾，
2010a）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泄愤式群体性事件
2005） 、贵州瓮安事件
不断出现。例如安徽池州事件（ 吴志宏、唐馥娴，
（ 刘子富，
2009） 、广东增城事件 （ 增公宣、龚宣，
2011） 等。 这类事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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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思考的地方在于卷入事件的绝大多数人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利益
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调节利益关系的社会主义
法律制度，但是为什么在解决上述社会矛盾问题上 ，法律制度要么作用
不明显，要么中下阶层的利益诉求者对制度缺乏信任。 例如在我们的
研究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受到利益侵害时 ，是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的。我以为，当前社会矛盾特点的形成首先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利益诉
求的法制渠道，而是因为法律制度只是为利益博弈双方提供博弈的规
则，但是如果进入博弈的双方不具备对称的博弈能力 ，公平的法律制度
不一定能导致公平的后果。 这并不是说法律本身不公平，而是由法律
诉讼过程的市场化特征 （ 打官司是要花钱、花时间、举证，甚至赢了官
司赔了钱） 决定的。 例如，笔者的学生在企业调查时曾遇到这样一件
事情： 该企业的 4 名女工想辞职，但厂方扣发了她们 40 天的工资。 女
工们提请劳动仲裁，仲裁获胜； 厂方不服，要求法律诉讼，结果一审败
诉； 厂方继续不服，要求二审。同学们问厂长，“这个官司你肯定输，你
干嘛还要打？”厂长的答复是，“我也知道会输，但拖也要拖死她们。”老
板们清楚，在生存线上生活的女工不可能在不工作的条件下陪着老板
打可能需要一年半载的官司。 事实最后也是如此，最后没有一个女工
成功讨回全部欠薪。结论是明显的，尽管法律赋予了每个人利益诉求
的权利，但是对于弱势群体的个体而言，如果他们不能提升自己的博弈
能力，这种法律权利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不可信任的权利 ，
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工在遇到利益侵害时不愿意打官司的关
键。提升弱势个体博弈能力的惟一可持续的途径 ，是通过合法、有效的
形式，将个体的利益诉求整合进群体的利益诉求 ，或者通过合法的组织
来代表个体进行利益诉求。
但当今中国的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处在“个体化诉求 ”
的状态。所谓“个体化诉求”是指他们只能依据个人的能力，而无法通
过合法、有效的群体形式来展开利益诉求。“个体化诉求 ”的形成与
“单位制”的解体相关。市场经济打破了“单位制”，消除了人们对单位
的依附，获得了市场中的“自由 ”，但如果他们不能被重新整合到新的
利益组织中，“自由”不过意味着每个人只是孤立的“原子 ”，利益诉求
只能是个体化的。虽然我们有工会、妇联、共青团这些本质上应该是普
罗大众的利益代表组织，但由于这些组织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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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政一体化原则组织起来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成为有效
的利益代表组织 （ 蔡禾，2007） 。 例如，在单位提供人们生存和发展的
全部资源时，工会只是扮演单位助手的角色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单位本身成为劳动关系冲突的场域，在这种状况下，工会
如果仍然定位在单位助手的角色，是无法在劳企之间清晰地回答“代
表谁”的问题，因此其利益代表的组织效能是会受到影响的 。

二、“增长型”利益诉求与制度缺失
伴随着中国从“温饱 ”向“小康 ”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正在从
“底线型”利益诉求向“增长型 ”利益诉求转变 （ 蔡禾，2010b） 。 所谓
“底线型”利益，是指国家法规明文确定的利益标准，例如最低工资标
准、加班工资标准、工伤赔偿标准等； 所谓“增长型 ”利益，是指超出国
家法规保护的底线标准之上的利益，它表现出利益诉求者要求自身利
益的增长与企业利益增长或社会发展水平一致 。2010 年广州本田工
人罢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罢工潮都是在工厂已经实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
提下展开的，它是中国社会从“底线型”利益诉求进入到“增长型 ”利益
诉求的标志。
“底线型”利益诉求与“增长型”利益诉求存在着两个根本差别。
一是“底线型”利益标准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当“底线型 ”利益受到
侵害时，劳动者个体可以通过法律或行政诉讼的正式途径来表达利益
诉求，不一定非要采取群体行动。而“增长型”利益标准不可能通过法
律等正式制度去规定。 例如，法律不可能规定工人工资的增长标准，
“增长型”利益只能通过利益双方的协商、谈判来达成，但面对强势群
体，弱势群体的个人不具备争取“增长型 ”利益的协商和谈判能力，这
意味着，“增长型”利益诉求是不可能在个体层面上实现的，它只可能
在群体的层面、依靠群体力量得到解决。
二是由于“底线型”利益标准有清晰的法律依据，因此政府拥有依
法介入利益纠纷的合法权力。 例如，政府有权通过保全和拍卖财产来
强制企业补发欠薪，政府在这里扮演的是“执法人”角色。 但“增长型 ”
利益没有法律规定的标准，因此政府不具有直接介入利益纠纷的权力 ，
也无法用行政权力来保障“增长型”利益的实现。例如，面对“本田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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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加工资的诉求，政府不可能对任何一方做出行政强制，面对“增长
型”利益纠纷，政府扮演的只是“调解人 ”角色。 可以这么说，当“增长
型”利益成为社会的主要利益诉求时，社会也就进入到一个利益诉求
的群体博弈时代。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而罢工 ，农民为
提高征地补偿而上访，城市小区居民为保护家园环境而抗争 ，大多数成
功的行动都是以群体行动的方式展开的 。
面对利益博弈的群体性特征，我们显然没有做好制度准备，群体博
弈不仅没有合法的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受到“违反治安管理条例 ”的惩
戒和“破坏维稳”的污名。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满足的个体利益诉求并
不会消失，而是转变为不满和怨恨，这种不满和怨恨在一个财富来源和
权力运作不够公开，同时网络传媒日益发达的社会里 ，是非常容易累积
和发酵的； 这种累积并发酵的不满和怨恨极容易在偶然因素的“诱发 ”
下“井喷”，导致泄愤式群体行动。泄愤式群体行动看似与绝大多数参
与者无直接利益关系，但实质上是多数人在“借题发挥 ”被累积和发酵
的不满。
当大量“个体化”的利益诉求难以诉求成功时，利益诉求的压力必
然会转向政府，要求行政权力的介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的“信
访”规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姑且不谈信访官员的职业道德，
大量的信访案件与政府的有限能力之间也会造成处理问题的“瓶颈 ”，
结果是各级政府都在有选择地“督办”。督办有两个原则，一是领导交
办的，二是已经产生重大影响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督办 ”可能公
平地解决了少数人的问题，但是“打道回府”的绝大多数“信访 ”案件是
没有结果的。虽然“督办”真地为老百姓办了实事，但它给老百姓传递
出来的信息却可能是： “不认识大官办不成事情”，“不把事情闹大办不
成事情”，政府公正形象的“合法性 ”在实践公正的过程中被异化了。
结果是人们越级上访的冲动更强，采取群体行动或极端个人行为的冲
动更强； 而领导督办越成功，普通信访人员的常规化信访工作就越没有
权威； 政府对利益纠纷的行政干预越大，法律的权威就越低，人们就越
信“访”不信法。面对大量无力调节的个体化利益诉求和未能纳入体
制的群体性利益诉求，政府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会变得极度敏感 ，这种敏
感既有可能导致政府在直面合理诉求时过度政治化的解读，采取诸如
“暴力维稳”的政府强权，也有可能导致政府在直面不合理诉求时过度
的政治化解读，采取诸如“花钱买平安”的政府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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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如果不能在利益群体
之间建立起群体对话、协商、谈判的博弈制度，培育出对称的博弈能力，
那么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 ”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
活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变成“政府的问题 ”，社会生活极为容易
“政治化”。

三、搭建公共平台，创新社会管理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
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
2011） 。 社会秩序中的核心秩序是利益关系
良好社会环境 ”（ 胡锦涛，
秩序，创新社会管理意味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关系秩序 ，
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搭建两个公共平台。
一是搭建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我们今天并非完全没有利益博弈
的公共平台，但在这个平台上，人们的利益诉求基本上只能以“个体化
诉求”来呈现，结果导致了博弈双方的力量不对称。 只要个体利益不
能以群体表达或组织代表的方式来呈现，利益博弈的结果就很难有公
平可言。所以，我们要创新的首先是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公共平
台，要建立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秩序 ，要探索的是与社会主义
制度相适应的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或组织代表机制 。如果我们不
能用制度的方式去保障和规范人们利益诉求的群体化表达权利，或者
培育具有社会认同的利益的组织代表机制，势必导致自发的群体性利
益诉求行动不断产生，而且以非正式方式不断地组织起来。 这种自发
的、非正式组织化的群体性利益诉求行动对社会秩序会带来更加深层
次的负面影响。
二是搭建累积社会资本的公共平台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经济地位
出现分化，同时也推动了人们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上的分化 ，人和人
之间因差异会产生社会距离，因社会距离会产生不信任。 在一个人与
人之间只有距离和不信任的社会里 ，制度运作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利
益关系的秩序也难以建立，或建立了也难以维持。因此，创新社会管理
还需要建立一个能累积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的公共
平台。所谓累积社会资本的公共平台就是要建立一个能促进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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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良性互动、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有规则、秩序化交往的机制，从而提
升人们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注 ，缩小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弱化
群体之间矛盾，释放因利益不满而产生的情绪。 也只有在一个能不断
累积社会资本的社会里，无论是个体利益诉求还是群体利益诉求 ，才会
有一个良性的利益博弈的社会环境 。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搭建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 ，还是累积社会资
本的公共平台，都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社会发育程度的
标志之一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当人们能
通过各种自组织形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实现自
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时候，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 ”才
能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者角色，才会
有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
社会管理涉及到民生保障与社会秩序两个方面。 近年来，民生问
题日益受到关注，民生的底线利益标准在快速提高 ，公共产品供给在不
断增加，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进一步发展的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提
高底线利益标准和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并不能代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
话、协商、谈判机制的建立，不能代替利益博弈秩序的建设。 从某种意
义上讲，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只会强化强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的
不公平地位。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管理的基层单元转向社区，社区建设
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战场。 毫无疑问，社区建设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
量，促进社区参与，提升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本。 但是我们要防止用“单
位制”的理念搞社区建设，即期望把所有问题压缩到社区空间来解决，
以此代替宏观社会结构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话 、协商、谈判机制的建
设，代替利益博弈的宏观秩序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只有前者而
没有后者，最终只会使国家权力更全面地介入社区 ，中国特色的基层自
治难以实现。
政府购买服务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举措之一，而要承接政府服
务的购买，就必须先有能够提供服务的组织存在 ，因此它必定会推动社
会组织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政府购买服务是基于提升政府管
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效率 ”原则，而非公平原则。 因此，政府购
买服务不能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 、协商、谈判机制问题，不能
解决利益博弈的秩序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只从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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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服务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具有自主
性和利益代表性，购买服务最终将会成为购买社会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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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ng Welfare Model，Improving Social Management ……………
…………………………………………………… Jing Tiankui 1
Abstract： Creating a welfare model suitable for China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key to
successful social management． A good welfare model should keep four kinds of balances，including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costs，the
balance between basic welfare costs and non-basic welfare costs，the balance between
rigid demand and flexible mechanism of welfare，and the balance among the state，
market，family and individuals in the welfare-responsibility structure． The collective
welfare package，practiced in some well-off villages in China，has paved a practical
way for the four balances mentioned above，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well-off villages are in accord with the Theory of Base-Line Equity． The Base-Line Equity model
of welfare has advantages in four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as essence，employment
as foundation，service as keystone，health as goal． This welfare model，with developmental factors built in，making full use of the legac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could ensu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s
of social welfar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ocial security．

Analyzing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s
Demand …………………………………………………… Cai He 10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social management is not to establish a society without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but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 order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s groups． Currently，the emerging and increasingly prevalent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ese soc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idely existent“individualized interests demand”and the unbalanced power structure of interests-gaming；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ests demand and the absence of group-gaming institutions．
The major tasks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re building an interests-gaming
platform fitted wi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figuring out a mechanism for expressing group-interests demands，and establishing a platform founded by networks，
trust and rules to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Consequently，the “intermediate zone”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could be re-established，and the government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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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the rol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order maintenance．

Laying Social Justice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Safety ………………
………………………………………………… Wu Zhongmin 17
Abstract： Currently，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evalent in
China．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has lagged far behind economic development，particularly，social justice，which is the core cont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is seriously compromised in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ocial justice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safety； it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t is an important lever to mitigat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t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with positive interactions； and it is the major way to
build the olive-shaped social structure． Only through maintaining and enhancing social justice，we could effectively resolve and alleviate social contradictions，and consequently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State Building and the Installation and Change of the Xinfang System in
China Since 1949 ………………………………… Feng Shizheng 25
Abstract： Looking from the angle of state building，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the installation and evolution，as well as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China’s xinfang system since 1949 as an outcome of the state-building process． It argues that
born from the state’s political ideology of“mass line”，the xinfang system was conceived to be able to achieve two fundamental purposes，that is，to mobilize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ends，and to resolve societal grievances． Though xinfang work is required to integrate and balance the two goals，in practice，from 1949 to 1978，the
xinfang system was manipulated to primarily serve political goals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titioners were often bent to meet the state’s political needs． This particular
orientation of xinfang work led to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xinfang system itself and
the aggravation of societal grievances as well． Therefore，since 1978，the state has
tried to turn the xinfang system into an apparatus to appease societal grievances． As a
result，the xinfang system has undergone massive bureaucrat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s headache is to cope with the contentious actions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unintendedly created by the xinfang system．

Middle School Tracking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in China
…………………………………… Wang Weihai ＆ Gu Yuan 48
Abstract： In Blau-Duncan’s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
education was used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for stratum reproduction，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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