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陈村计划生育中的博弈看基层社会运作
＊

陈　心　想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Chen Village in the east plain of Henan Province ,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game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planning in rural China.It attempt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or state and villagers , the evolution of local social order

and pattern of local social operation through the macro and micro-analyses of the game in family planning

in Chen Village.In micro-game analysis , the authers analyze the mainmeans and strategies of game used

by players.Based on the micro-analyses , the authers analyze the macro-game and try to clarify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family planning in the game and formalization of outcomes of games in past over 20

years.Four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game of family planning in Chen Village(and neighboring areas).

In the conclusion part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 two-line-operating society” and finds the

model of evolution of order.

＊　这篇论文以笔者 2001年写的硕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感谢我的导师郑也夫教授的精心指导 ,同时感谢孙立平教授和李猛老
师阅读了硕士论文的初稿 ,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一切文责由笔者承担。

① 　这里是以有限理性人为前提预设的(参阅西蒙 , 1989:45-101),各博弈方并非充分理性的 , 他们各自的决策也不是在寻求他们
的最大得益 ,而只是在有限理性限度内力求获取较满意的收益。

　　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认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

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Bachelard)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 ,这就是说 ,既然

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 ,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转引自孙立平 ,2000:5)。本文所要发掘的

隐秘就是基层社会的运作 。它通过对中国中部一个村计划生育中博弈的实地考察 ,力图更好地发现当

今中国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基层秩序的演变 ,以及基层社会运作的模式 。

一 、分析框架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 ,有三个核心概念:博弈 、事件和制度。

博弈即一些个人 、队组或其他组织 ,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下 ,同时或先后 ,一次或多

次 ,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和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 ,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博弈参与者

都想从博弈中获得利益 ,这种利益是各博弈方追求的根本目标 ,也是他们行为和判断的主要依据。
①

孔飞力(1999:288)认为:“虽然`事件' 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无确切的定义 ,但在中国的官僚实践中 ,

它却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用词 。`事件' 有一个开端(当有人首先引起事端)和一个结尾(当某人因

处理事端的方法而受到赏罚)。一个官员的仕途取决于他的表现 ,而他的表现则取决于他处理具体事件

的优劣。”按照孔氏的概念分析 ,计划生育自然也是事件 。孔氏还说 , “`事件' 作为一种机会 ,不仅可以为

一个人带来幸运 ,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 ,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

际关系 。” (孔飞力 , 1999:288)当然这是为了说明“叫魂案”事件中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对于对方的意

义 ,从而分析出了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结构性)紧张关系 。同孔氏一样 ,我们关注的也正是事件所反

映的人际关系 、人与制度的关系等方面。但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利益冲突性的博弈事件 ,因此本文把

“事件”限定在利益冲突情况下发生的各方进行博弈的事件 。

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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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此关系相联系的规范体系 。这里制度取两层含义 ,一是法律政策等条文规定 ,二是人们在行动中所

实际遵从的关系模式 。本文称前者为“文本制度” ,后者为“实践制度”。这两层含义反映着表达和实践

之间既存在一致又有分歧矛盾的关系。本文中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关系模式 ,尤其是行动者在互动中体

现出的关系模式 。博弈 、事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 ,博弈是在事件中进行的 ,制度的

形成或演变是在诸方反复博弈的事件过程中发生的;第二 ,博弈事件过程既是当时制度———尤其是实践

制度 ———的具体展现 ,又是制度演变的动力。

这种概括是综合“结构 制度”和“过程 事件”两种分析方法① 包涵的思想与博弈论思想的产物 。结

构 制度分析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分析社会行为时 ,分析者往往会特别重视具体“事件”或“过程”所反

映的社会(结构)关系 ,因为不同的制度 ,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发生不同的事件)。而“过程 事件”分析

重视丰富的 、具体的 、过程的描述。实际上 ,发生在事件中的博弈过程在反映制度和结构的同时 ,也对之

产生影响作用并改变制度和结构。

二 、陈村概况 、人口统计和提出的问题

(一)陈村概况

陈村位于豫东平原 ,该村 95户 ,人口约 350人② , 分两个生产组 ,东组人均耕地 8分 ,西组人均 1.1

亩。陈村人谋生以农业为主 ,主要种植冬小麦和玉米 ,其他有大豆 、红薯 、绿豆等 ,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 ,

一般由于条件所限种的也少。基本上每家都养些猪羊牛作为一项主要收入源 。10多年前 ,村民主要在

农闲时干些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零工 ,挣个零花钱;近些年 ,有些人或有些户一家人都整年或几

年一直在外打工 ,打工成了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有的户靠打工已存款十来万元 。目前来看 ,若没有外

出打工这一项 ,这个村的村民很可能饭也吃不饱。

(二)陈村人的生育观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男育女的基本看法和观点 。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长期受同一文化传统影响 ,

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生育观。从地理位置看 ,陈村是典型的连接东部和中西部的平原农村。诸如多子

多福 、重男轻女 、养儿防老等观念在陈村人头脑里基本上没太大变化 。能感觉出来的一点变化是多子多

福的观念有所减弱。陈村人的生育观以及使之形成的相关观念可以概括为:首先 ,陈村人的幸福(的条

件)观是“有日子有人” 。“日子”就是指物质生活水平至少不怎么紧张 ,手头较宽松 。“有人” ,就是子孙

满堂有老有少。在他们看来 ,当有了日子又有了人时 ,就会成为幸福的人 、享福的人 。第二 ,陈村人有一

种信念:过的是小孩子的日子 。在陈村会经常听到“过的不就是小孩子的日子吗”这样一句话。这反映

了一种以“子女为生活中心”的观念 。如费孝通所说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自我 ,一个是理想的自我 ,

一个是现实的自我(费孝通 ,1998),以生孩子来获取再一次的重生机会对缓解人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

张力 ,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具有重要作用。第三 , “不孝有三 ,无后(指男孩)为大” 。习俗所安排的

是男系继承制 ,儿子天生具有继承父母财产的合法权利。最后 ,生理因素和社会文化造成了男女有别 ,

从而重男轻女本身也是一个现实的生活策略 ,比如养儿防老和人多不受气等都很现实(参阅李银河 ,

1994;郭正林 ,1996;费孝通 ,1998;等)。

(三)关于陈村生育人口的统计结果和提出的问题

笔者是从材料中发现问题 ,然后为回答问题继续搜集材料的 。在陈村做的统计结果③ 显示 ,近年

来陈村人口的超生越来越少。从对陈村不同年龄阶段的夫妇生育子女数的统计 ,可以看出生育数量基

本上保持在两个子女和三个子女 ,以两个的居多 ,且多是一男一女(两户双女户于 2000年迁走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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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统计的详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 ,请参阅同题目硕士论文原文(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其中包括经常居住在村的非农户口者 12人 ,农村户口分得耕地但不经常在村的 3人。未包括(案例 8)逃跑在外的一户至少 5
人 ,户口已迁走耕地还未退的 3人 , 2个有耕地但在县以外的地方求学且户口已经农转非的大学生。

关于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关系的梳理主要参考了张静(2000)在《基层政权》中“方法原则”的讨论。只是张的“制度”概念是指“对
社会各种行为正当性的确定体系” 。与本文所用的制度概念有差异。我以为这并不妨害采用她的讨论。



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弹性动态平衡” 。弹性两端是村民强烈的生育意愿和控制人口的国策。那么 ,弹性

动态平衡是怎样产生的? 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弹性动态平衡在陈村有可能继续吗? 为什么?

上述问题是基于跨度达 20年之久的不断博弈的结果提出的 。下面拟从行动者采取的博弈方式与

手段和博弈过程两个视角对它们做出回答。虽然博弈方式和手段是在博弈过程中应用的 ,两者本为一

体 ,但为了分析的深入和方便 ,则先对选择和运用具体策略 ,即博弈方式和手段进行分析 ,而后在此基础

上对跨历史的博弈过程作宏观分析 。

三 、博弈方式与手段:微观分析

博弈的方式和手段是在“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反复过招中运用的 ,而且通常不是孤立地使用 ,而

是根据具体情景几种手段综合运用 。但为了分析的需要 ,把它们归纳总结为以下八种博弈方式和手段。

由于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与具体博弈情景密切相关 ,所以没有区别它们的重要性 ,分析的先后并不表示

重要性和使用频率的高低 。

(一)利用规则

文件与法规政策是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博弈方的游戏规则 ,主要是指乡镇级及其以上政府机关所发

送和传达的文件和讲话精神等 。文件相对于下级土政策(翟学伟 , 1997)是普遍主义的 。在基层社会运

作中这个因素一直起着宏观支配作用 ,在具体操作中有各种变通 ,特殊主义几乎无处不在 。不同的博弈

方都在利用规则 。比如 ,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作为政策的力量 ,就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等强大

的合法性后盾。

村民也在利用文件政策。对生二胎游戏规则的规定和解释中的缝子的利用 ,是村民和干部同时利

用同一规则进行互利式合作的一个例子 。办二胎准生证的理由之一是 ,符合“经县级计划生育技术鉴定

组织鉴定 ,报市(地)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 ,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

的”条款。上级(或国家)的人口生育计划中有这方面的指标 ,各地都有 。于是 ,村民可以此作为突破口

来寻求生第二胎;而乡村等有关干部也可利用这一点从中牟利 。如村民 C2 ,花了近 3000元办个二胎准

生证 。在这种合作中村民获得了生育第二胎的权利 ,干部们获得了被请客和得到现金等礼物的好处。

村民利用政策的另一个例子是 ,利用上级禁止“连四邻” 、扒房子等规定 ,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一规

定和计划生育一样具有对政府政绩一票否决的作用。有了这一政策 ,村民可以对抗地方政府破坏性和

扰民性的行为。最明显的是 ,1998年以来 ,小分队不敢轻易地像以前一样到村民家里牵猪牵羊 ,抱电视

机 ,弄粮食 ,扒房子等 。实际上 ,博弈各方诉诸法律的案子很少。无讼(费孝通 ,1998)依然是乡土社会的

突出特点 。①

(二)关系

关系可以概括为看似合法实际上又非法 ,或看似非法实际上又合情合理的交往 ,是特殊主义的交

往。干部和村民都在利用关系来参与这场博弈。“离开关系办事难!”这是人们常发的感慨。这里的“办

事”包括上级要求下级(也可以指村民)的 、下级请求上级的以及同级人之间互动的事情。上级对下级的

要求如果只以正式渠道下文件讲精神 ,一般效果不好 。他们需要以“哥俩好”的交情让主要依靠的下属

卖力工作 ,否则 ,别说做好工作 ,位子也坐不牢 。

利用关系在村民的计划生育博弈策略中同样占据要津。关系是保护伞 ,能遮风挡雨。送礼请客等

行为是非法的 ,但从村民自身利益和时下社会环境来看 ,几乎成了被锁定的事实 。两个办事渠道———通

过官方法定程序的正式渠道和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渠道———同时存在 ,我称之为“双线运作”。

基层社会中真正发挥了效力的往往是非正式渠道 ,正式渠道有时甚至退居到了仪式和形式的地位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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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琦说:“我替上访告状的清朝百姓算过几笔帐……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 ,而当贪官污
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 ,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甘琦 、吴思 , 2000)今天大概也是依然如故。



线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运作。

在日常生活中 ,村民需要请求上级时大多尽量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解决问题 ,不会轻易动用法

律。更何况村民本身也多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 ,因此更不愿去触动法律 。“民告官”的上访是需要勇

气的 ,上访成功与否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总之 ,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往往是最有效和经济的 。用一位

村民的话说 , “当官的得有老百姓撑腰 ,老百姓也要有当官的保护” , “撑腰”和“保护”的对象是同一社会

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这是一种社会资源交换 。

(三)暴力

暴力即强制的力量 、武力 ,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诸博弈方都采用的一种手段 。使用暴力手段是小分

队名声不好的原因之一;相应地 ,村民以暴制暴的反抗也时有发生。虽然实际上真正动手的不多 ,往往

不过是一种策略 。而且这种反抗多是村民个体或一家一户的行为 ,几乎没有集体暴力反抗。因为集体

反抗需要组织者 ,而组织者要冒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 ,与人口流动有关 ,陈村近 1 3的人口经常在外

打工 ,而且外出的多是年轻力壮的好事之人 ,留在村里的则多为老弱者 ,所以很难产生集体抗暴 ,只有各

自采用不同方式对付计划生育执行人员 。

(四)金钱

经济因素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非常重要。超生罚款就是用经济手段对村民加以制约。近乎残酷的罚

款对村民形成巨大的压力 ,但村民们应对的策略也是以钱铺路。要想超生 ,即使是逃跑“打游击”了 ,家

里人也要花些钱把有关人员稳稳台 。尽管在计生之列的村民多是不富裕的 ,还是要小恩小惠地送些礼。

多送比少送好 ,少送也比不送好。至少让一些干部和有关人员觉得被重视了 ,否则就“依法办事” 。

但上级的检查越来越严 ,干部们也只得把活动余地一再压缩 ,所以这种对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从

近几年看 ,1994年以来几乎没有超生的 ,表明这种手段的效果下降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人的生育观 ,生

育期的妇女数等 ,和以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可是 ,我调查的人中都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多生孩子。

以钱铺路仍然是村民们常用的策略 。

(五)逃跑

躲藏与外流 ,这种打游击式的方式是村民的另一个策略 。村民中流传这么一句话 , “有钱的钱生 ,有

人的人生 ,没钱没人的就跑着生” ,说的是有钱人家拿钱拉关系走门子超生 ,也不怕罚;有权力和关系的

人靠权力和关系超生;两者都没有的就靠藏藏躲躲超生。到亲戚家 ,尤其是远方的亲戚 ,不容易被发现

和找到 ,或者出外流浪打工。打游击的超生方式在农村是最普遍的 ,在台帐和孕检建立之前更是超生游

击队强大的时候 。在我访谈的对象中除了一例 ,几乎都牵涉到躲藏或外流的打游击方式。就是有钱有

关系的 ,比如C5 ,也说 ,只要听说风紧 ,其妻马上转移。只要抓不到(怀孕的)人 ,就不怕 ,抓住了 ,就比较

麻烦 。为逃避超生费而逃跑在外流浪的典型是村民 C8 ,陈村里已没有他的房子和耕地 ,他也不用回来

了。在外打工过活 ,代价是多年生活飘忽不定 ,担惊受怕 ,难能富裕 。一般是较穷的超生又多的人家容

易以逃跑来逃避被罚款。

现在 ,为堵塞以打工名义外出躲避计划生育这一漏洞 ,外流人员的管理也逐渐规范化 ,已婚育龄妇

女外出必须办外流证 ,办证要向村和乡各交押金 500元 。并且每隔三个月要寄一张当地医院开的孕检

证明交给村里 ,村里再上交。到期不交 ,视为计划外怀孕 ,就要到家里罚款 。城市里也相继出台了流动

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和办法。但还是有机可乘。比如在北京这样的都市 ,有些打工仔在老板的庇

护下躲避城市管理者 。而且 ,在外地超生对当地政府没有什么影响 ,不上当地户口 ,不算当地管辖区的

超生人口 ,当地人也不愿自找麻烦 。结果实际上查起来成本高 ,技术操作也难。

(六)作假

反映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隐性结婚 。由于一结婚就成了计划生育户 ,

就要经历办证件 、入台帐 、月检查等麻烦不完的事 ,受计划生育人员管束太紧 ,于是就出现了隐性结婚对

策 ,不办结婚手续 ,也不举行结婚仪式 ,而成为事实上的夫妇关系 ,然后两人一起去外地 ,一般是投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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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打工 ,生了孩子再办结婚或办个不太正式的场子 。陈村的女孩也有 2例隐性结婚的 。上级的对策是 ,

15岁-49岁的外流女性必须办外出证 。

第二个是假离婚 。一对年轻夫妇为了生个儿子 ,或多生个孩子 ,就表演一场假离婚。一般是大吵大

闹或大打出手一阵子做样子给人看 ,接着就到乡里办离婚手续 ,女方回到娘家去。村民们也是心照不

宣。乡里虽然也知道这样的事 ,但没有政策依据 ,技术性操作也难。后来据说想出的对策是 ,让离婚的

双方各缴 500元押金 ,如果复婚不再归还 。

再一种是隐瞒“黑孩”和藏匿财物。在超生范围内没有户口的小孩被称作小黑孩 。小黑孩没有户口

也没有田地。因为超生会被罚款 ,瞒起来至少现在不会被罚 。而且 ,就是不瞒也不会马上得到户口和耕

地之类。所以 ,一般小黑孩在外婆家生活。再就是把家具 、粮食藏在邻居家 ,以免被抄走 ,风声紧时 ,猪

羊也藏到别人家喂。

作假也是干部的博弈手段 。基层干部有两套记录体系 ,既应付了上级而不使利益受损 ,又一定程度

上给村民以弹性空间 ,他们从中收利 。因为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各

博弈方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 ,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 ,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所以

一个要“了解下情” ,一个要“欺骗上级” 。自然产生了作假。

(七)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现代科技为计划生育博弈提供了技术和工具等物质性条件 。从陈村计划生育博弈中我们发现 ,在

政府一方 ,引入了高科技机械仪器 ,像 B超机 、波姆光等设备操作孕检 、体检等 。建立台帐时利用电脑

建立数据库。技术上有了保证 ,避孕成功率也提高了。

与此同时 ,村民和合作作弊的干部也可以通过高科技作假 。比如 ,开假证明 。钞票 、身份证之类都

可以以假乱真 ,更何况弄张假扎证之类 。尤其在外流动的育龄妇女 ,三个月寄来一张孕检证。人不在当

地 ,当地计生办只能相信这张证明 。

再者 ,利用现代通讯即信息联络工具。例如 ,现在电话基本上各村都有 ,乡村干部和有些村民还配

上了手机 。这样 ,在干部一方来说 ,相互可以很快地取得联系 ,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如果遇到了

问题 ,可以马上与乡派出所和指导站总部取得联系 。而在村民一方 ,同样也容易获得信息帮助应对 。比

如检查队来了 ,村这端的人家可以通过电话告知村那端的人或其他村的亲友躲避。

(八)互利的合作

先说村民的合作 。村民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世世代代一起生活的熟人 ,他们是一个群体 。在计

划生育中村民之间自然达成联盟 ,可以让别人的东西暂时放在自己家里 ,打一下掩护 ,当外人打探某某

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事时 ,不向外人提供信息 ,等。相互提供方便 ,至少不坏别人的事 。村民们明白 ,

合作比背叛好。

再看基层干部一方。他们之间的差别也造成内部的不同博弈方 。我们可以把他们粗略地分成乡级

在编干部(指那些在县里的人事报表上有名字的干部)、乡级不在编干部(只是乡里聘任的干部 ,比如一

些小分队成员)和村干部三个博弈方。在编干部要对上级负责 ,所以要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结果 ,比如 ,

低超生 ,但又要保持工作尽量不太出格 ,出了问题就是麻烦 ,影响可获得提拔资格的政绩。而具体工作

通常是由那些不在编干部做的 。所以在编干部必须保持与不在编干部的合作 ,以求他们工作细致谨慎 ,

干出成绩又少惹是非 。

现在来看干部和村民的合作。生二胎就是干部和村民默契的互利合作的一个很好例子 。此外 ,基

层干部不完成一定的任务就要受罚 ,又要照顾到村民实际 ,所以他们集执行小鬼与庇护神于一身 ,平时

是以村民为对手打游击 ,上级来检查时又与村民结成同盟 ,通风报信 ,出谋划策 。村民面对上级调查者 ,

衡量利弊的结果 ,就是对他们说假话。这样相互隐瞒对双方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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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弈与制度演变:宏观分析

真正的制度建立“主要不是一个学习 、宣传和贯彻既定政策的问题 ,而是一个所有的直接的和间接

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了他们的利益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反复博弈和公共选择的过程”(苏力 ,

1997)。本节引入纵深的时间维度 ,分析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变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

以及这些决定又是如何改变现实的 。调查发现陈村(及其一带)计划生育博弈中发生过四个转变。下面

具体探讨这四个转变及其实践结果和逻辑 ,从中认识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的主脉络 。

(一)从村级执行到乡级执行:小分队取代村干部

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陈村的计划生育中的通知 、催逼和罚款等工作都是由

村干部去执行 ,或一人或几人 ,或整个行政村所有干部加上乡里派来的一个坐队人员 。这个坐队人员监

督村干部的工作 ,同时也为了拔高村干部的行为 ,使之更具有国家(或上级)意志的合法性 ,壮村干部的

胆以威摄村民。在计划生育方面 ,那时的村干部较现在有更多的权力 。这样做的后果有:(1)村干部容

易从中得利。因为村干部具有决定性实权 ,村民巴结他们就可以受到一定的庇护 ,减少利益损失。(2)

瞒报计划生育实情的事较多。因为村干部得到了某个村民的好处 ,就要回报 ,这是很现实的交易 ,所以

就要瞒上 。同时我们知道 ,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很棘手 ,村干部必须照顾到他们依靠的力量 。碍于老邻居

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情面子 ,逼得他们一般也是能瞒上时就瞒上 。即便如此 ,村干部还是容易得罪村

民 ,为了计划生育工作而与村民吵架甚至打架的事时有发生 。国家是他们当然的后盾 ,国家在这里的具

体体现是乡政府 、派出所 、计划生育指导站及计划生育小分队。但“国家”只是在一定时间和方面能作后

盾力量。他们一旦不当干部 ,还是要和这些邻里乡亲天长地久地厮磨在一起。

后来 ,计划生育的执行机构改革 ,乡政府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 。小分队在乡计划生育指导站直

接领导下工作。比如现在 ,每村由一人来承包 ,该乡有 37个行政村 ,所以小分队总人数 37人 ,男性女性

都有 ,其中约四五个是在编干部 ,其余都是临时聘请的 。除了在编人员由乡里发工资外 , ① 其余人的工

资都是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提取 ,每月二三百元 ———当然也有远超出这个数目的隐性收入情况。他们的

年龄大都在20到 30岁之间 ,最大的也不超过 40岁 ,而且一般体格威猛 ,因为这是“强制性”工作所需。

为了避免任用当地干部所带来的弊端 ,其中占一半多的人员来自外乡 。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 ,

初中毕业就不错了 ,高学历者通常不会到这小地方来 ,即便来了也不干这一行。但这些学历低的人社会

适应能力很强 ,软的硬的灵活使用 ,当然有时也难免“软的欺硬的怕” 。农村计划生育要决心有效地进

行 ,地方“小分队”的建立是可以理解的。② 小分队取代了村干部的执行功能。工作程序是:先由村干部

通知计生户是做手术还是超生罚多少款等事情 ,如果按通知做了 ,没问题。否则 ,小分队随时可能出现 ,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甚至凌晨时分。抓该引 、流产或该结扎的孕妇 ,抓不着本人就抓她们的父母等亲

人 ,家人就得拿钱去把人赎回 。抓不着人就拿东西 ,牵猪牵羊挖粮食抱电视 ,只要能卖钱的都拿 。如果

家里没有人 ,他们就砸开门。扒房子的也有。小分队成立之初的几年 ,孕妇们几乎不敢赶会上街 、抛头

露面 ,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抓 ,抓住了麻烦就大了。即使怀的是头胎 ,小分队并不知道 ,被抓住了也不大

好。小分队是群体出动 ,人多力量大 ,也分散了责任 ,干起来放得开 。当然 ,常规时候要跟个村干部 ,一

般是支部书记。计划生育执行功能从村转到乡 ,是实践中摸索的结果 ,也是村民 、村干部和乡政府之间

博弈的结果。但其中一个后果是村政逐渐在功能弱化中衰退。

(二)从株连到违规者自负其责:走向秩序化

连坐制古已有之 ,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再次出现。它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和政策 ,但出现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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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因为“事实上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上级各条线均把无限责任下达给基层政府 ,而基层政府原本非常有限的职权却逐步上调归口。
权与责的严重分离使乡镇政府极难承担日益加重的管理责任。基层政权已面临责任极度膨胀和职能急剧萎缩的矛盾之中”(施
振强 ,2000)。

基层干部的工资通常不高于中小学教师 ,所以一般不会超过四百元 ,而临时聘请的人员规定的工资数更低 , 没有隐性收入生活
是成问题的。



的技术性操作中。株连主要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慢慢盛行起来 ,大约 1996年时为最烈 。1995年 ,陈

村所在的 XH乡在地区级计划生育检查时挂了黄牌 ,到 1996年乡领导班子换届 ,县委派W任乡党委书

记 ,最大的任务就是摘去这面黄牌 。其实 ,1993年时的连坐已很厉害了 ,因 CDS生第二胎被罚 ,小分队

把半个庄子村民的牛都给牵走了。但是为什么要弄邻居家的东西呢 ,人家又没有在受罚范围内 ?理由

是他们不协助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工作而是帮助那些超生户 。确实 , “传宗接代”是每户的头等大事 ,一点

马虎不得 。村民自然形成统一战线 ,对付共同的对手。

因为以上原因 ,从执行人员角度来看 ,自然村民都是“对头”了。同时也主要是为了给超生户造成压

力 ,并不是要树敌太多。但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说 ,株连邻居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 ,所以就有村民不

断上访 。当然村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抵抗 ,但在小分队面前往往显得力量单薄。株连亲邻的方式造

成人心惶惶 ,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也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 ,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社会是一张网 ,纵

横相连 ,一些官员的亲人也难免受到冲击。所以 ,这种方式是注定要收敛的 。到了 1998年 ,陈村一带就

开始扭转这种执行方式了 。1999年和 2000年 ,按上级的精神 ,不准搞株连 ,不准牵牛牵羊弄东西 ,更不

准扒房子等 ,责任由违规者自己承担;如果真流动在外找不到 ,就找男方的父母 ,不再扩及他人 。并且逐

步实行由乡成立的法律事务所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当然这种规定是根据上级文件政策和地方特色制

定的)者惩罚 ,由事务所向县法院起诉 ,由县法院依法执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然而对所谓“不合法”

的暴力强制执行方式村民认为也是“合理的” ,他们说 ,在这种乡村里不这样做又怎么做呢 ?近两年情况

好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执行人员受上级规定的几不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实际上很少有超生的新

户 ,超生的老户一般都有了清单卡 ,即使没交清的也因为吓破了胆 ,来要就尽力地给 ,不必要暴力强制

了。但有些时候还是会发生的 ,所以“暴力强制”近期还不会完全消失 。

(三)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 :数字管理的引入

原来的规定是按各村人数来分配指标。比如 ,陈村有 300多人 ,一年要完成 3个妇女结扎任务 。上

世纪 80年代常是这样给各村分派任务 。因为乡级政府了解下情是通过村干部 ,往往情况不实 ,所以用

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 ———下指标。但这中间就有问题产生了:如果该村当年没有这么多符合结扎条件

的呢 ?于是为了完成任务 ,就让村民中沾计划生育边的都掏点名义上是罚款的钱 ,村干部拿这个钱到县

里买指标 ,买张结扎证书交到乡里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够结扎的人数多 ,当然先哄着他们去结扎 ,不

去再罚钱 ,总之要想办法完成指标 。如果某个村民有本事 ,有路子 ,可以假结扎 ,弄张结扎证明交上去就

可以了 ,只要没有人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告的 。罚款也有指标 ,某村某年要上缴计划生育罚款费多

少多少元 。总之 ,那时候的针对性较差 ,求实性较低 ,马马虎虎就混过去了 。所以到 80年代中后期超生

的人数很多。

小分队建立后 ,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小分队开始到村里逐家搜查 ,掌握情况。现在这种查底

方式依然在用着 ,只是突击性的检查少了。但是 ,在上级检查团到来之前 ,村干部会安排村民 ,该藏的

藏 ,不该说的别多嘴 。为少有麻烦起见 ,人们尽量做的周全些。

1996年到 1997年间 ,逐步引入了“数字管理” ———建立起了台帐 。台帐是指由计划生育管理和执行

人员建立的详细的人口统计簿 ,为此 ,他们逐家逐户进行登记 ,把已婚到 49周岁的育龄妇女情况 、生育

孩子数 、是否手术 ,超生的是否缴清罚款 ,每月人口的增减 、结婚几对等逐一登记在册 。每村都有一本台

帐 ,而后就按照台帐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由于每月都可能有新婚 、新生 、死亡 、外流人口 ,所以由村计

划生育专干协同包村的乡计划生育指导所(即原来的小分队)派来的计生管理员 ,每月统计出来签上两

者的名字并加盖村公章于当月的 25号交上去 ,一式三份 ,一份上交县计生委 ,一份交给乡计生办 ,村里

自留一份。台帐的建立使监督和管理更加严格 、方便 。正如吉登斯(1998a)所认为的 ,现代民族 —国家

是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 ,其动因之一就是“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

的发展 。乡村干部按照台帐的材料 ,通知计划生育户该做什么 ,比如单月孕检 、双月学习 、换准生证等;

而且罚款也有了数目依据;省级和乡级的有关条例 ,每个计划生育户都有;同时 ,村民也有了开收据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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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缴多少钱 ,得有个字据 ,以后遇到麻烦可以有个证明。可是 ,尽管有了台帐 ,说不定何时上级检查团

还是会来寻找漏洞的 。

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 ,乡级管理人员试图绕开村干部把触角直接伸向最基层的农村 ,在技术上是

一大进步 。台帐的建立使单月孕检等活动开始迈向有序化 ,制度化。

(四)从紧收到轻放:弹性动态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

现在来看由前几个转变带来的后果之一:小分队由向外抽款到向内拨款 ,由富变穷及可能的继续博

弈。抓计划生育工作的人以前被认为是很富的 ,有人送礼 ,有的罚款可以据为己有 ,在登峰造极的几年

里 ,小分队所到之处一车一车地拉走东西。小分队人员的工资收入就从这些罚款中来 ,明面上的工资很

低 ,据说每月 200来元 ,但实际的“收入”不少 ,还会对外说发不起工资。当时的计划生育是乡财政的主

要来源之一。

罚款数目是很不稳定的 ,省里和县里都有文件 ,但实际上很难严格按这些文件执行 ,不论是村干部

还是小分队 ,用各种方法 ,能罚到手多少是多少。每次逢计划生育运动 ,有超生小孩的家庭都习惯了被

罚 ,小孩十几岁了也是让你拿你就得拿 ,村里干部会哄村民说 , “先拿一点过去这个关 ,实在不行 ,就给你

开个村里的清单” 。但是 ,下次又到罚款运动了 ,还会罚 ,理由是 ,“咱的清单是村里开的 ,乡里的要求高 ,

咱也没办法” 。同样 ,乡里的清单也管不住县里的 ,依次类推 ,所以 ,村民一度在这方面很不信任政府。

1999年 ,陈村所有 12岁以下的超生孩都要再次被罚款 。几年甚至十几年超生户也别想安宁 。所以抓计

划生育的小分队是可以发财的 ,而且每年为乡财政作出了大贡献 。

但是近两年 ,小分队变穷了 。2000年县里开三级会议 ,要求各乡为计划生育拨出专款 ,保证计生工

作顺利进行。小分队由向外抽钱变成需要向内拨钱 。从下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000年 11月

份到 2001年元月份 ,计生办向各村发出通知 ,春节前全乡育龄妇女都要带 10元钱到计生办进行检查。

而实际上 ,村民交了钱什么也没检查就回来了 。她们说 ,就是去一个人把钱带去都可以 ,计生办主要想

要钱罢了 。村民们说:“小分队穷了 ,人家都不超生了 ,罚不了钱了 ,又生个要钱办法 。”

这一转变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小分队里除了个别的领导完成任务能提级升

官 ,其他成员一般是没有这个奢望的 ,多吃点和多捞点钱物对他们来说是最现实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不

让超生与找人超生这样的现象 。譬如 ,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找村民办二胎准生证 。要是按文件规定 ,

陈村几乎没有一户是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再办二胎准生证的。办证过程是中间人员和负责办证人员谋

利的好机会。继续博弈下去 ,就将产生一种动态的平衡 ,二胎还是可以生的 ,只要没有环境的大变化 ,甚

至只要有关负责人在表面上可以摆脱责任(一般他们会睁只眼闭只眼),以打游击的方式生第三胎都有

可能 ,邻村就在 2000年打游击超生一个。超生了就要被罚钱 ,罚的钱多了搞计划生育的人员才有更多

的利可图 。但目前来看 ,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使生三胎很困难。因此 ,村民生二胎为主的弹性动态平衡

是可能继续下去的 ,除非某些力量有什么大的变动。实际上 ,没明文规定 ,私下里每个小分队员每年都

有规定的上缴罚款数 ,坐队计划生育管理员每年要上缴乡里 1万元 ,完不成任务辞职 ,并且不发工资和

奖金 。如果没有超生户了 ,他们怎么办 ?这样的状况使弹性平衡更容易形成。

以上是陈村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四个转变 。这四个转变有力地显示出在博弈过程中 ,各方

争取各自利益的策略和后果。它们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这一系列后果并不都是决策

者最初的意愿 ,有些就属于“控制辩证法”带来的“意外后果”(吉登斯 ,1998b)。在这一过程中 ,小分队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 ,他们的历史使命似乎已告一个段落 ,当我调查的时候 ,有人(比如村支部书

记)认为小分队解散了;但大部分人(包括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认为没有解散;在计划生育办公室这个

小分队的老家 , “小分队”的一个成员告诉我 ,现在的指导站(所)就是小分队 ,但已不用小分队的名称 ,只

是实际上执行着当年小分队的某些功能 ,比如 ,突击检查 ,下乡罚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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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一)双线运作与游戏规则:一个秩序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基层社会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线运作。不管是上级让下级办的事还

是下级有求于上级的事情 ,都是双线运作的。“双线运作社会”是对基层社会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性概念 。这是乡土社会里法与实施法的环境脱节的事实造成的 ,虽然不合法但从执行实践效果的某些

方面看又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成了非正式运作路线。而且 ,如前面所讲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做的事有

非法的也有合法的)与利用如上访① 之类的合法途径比较 ,走前一条路更好 。所以人们从日常社会实

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 ,“学会拉关系 ,学会靠关系” 。总之 ,这是个双线运作的社会:一条是明线 ,即

官方的 ,合法的 ,公开的 ,但往往官僚化 ,多障碍 ,低效率 ,甚至根本就走不通;一条是暗线 ,即民间的 ,非

法的 ,私下的 ,却往往效率极高 。它有时是在法治渠道代价高甚至根本走不通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有时

是某些人或部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两条线在基层常常相互纠缠在一起 。

孔飞力说:“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孔飞力 ,1999:250),也即是秩序化。但是 ,双线

运作社会 ,而且非正式程序的(并非完全都违法)暗线尤为起作用的事实降低了“可预期性和标准化”。

从此种意义上看 ,双线运作正是社会秩序化的一个障碍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暗线运作的不稳定并且较

低的可预测性。所以 ,我们还是要靠制度建设 ,这恐怕没有异议 。制定并共同遵守具有较长期稳定性的

游戏规则是制约专制权力和克服“可预见性与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暗线运作的一剂良方。就稳定性方面

看 ,丁学良(2000)曾画出了一个关于“稳定性 、可预期性的程度”的示意图表。图表显示 ,从宪法 、法律 、

行政 、政策条例到指示 、意见 ,其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依次减低 。而目前大部分的社会管理都是在意见和

政策的跨度内展开的 ,随意性强。所以 ,要依法而治 ,通过法治控制随意性 。但这又要求必须保证上下

沟通渠道畅通 ,这是信息通道的保证 ,否则等于白谈。② 人们容易明白上面这些道理 ,但实际上如何达

到法定规则的有效性 ,如何使法规得到有效的执行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

(二)秩序演变的形态

由于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和实际执行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暗线运作的规则几乎无孔不入地破坏

或取代明线运作的法定规则。秩序③ 是通过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纷乱无序 ,而微观上又是各种力量争取

自身利益的博弈而产生的 。就陈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经过的无序到有序的规范化过程来看 ,这些

在宏观环境中的微观利益博弈现象体现了利益在让步和妥协中得到制衡的过程 。在陈村计划生育执行

过程中实际遵从的运作模式是与国家(或说上级)抓的松紧直接相关的 。从其发展史可以看出 ,在基本

政策不变的情况下 ,村民和乡村两级干部三个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博弈造成了计划生育的现状。

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这种冲突的容忍也是秩序化的一个必然过程 ,因为“冲突在一个团体经常发生有

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 。在这种意义上说 ,社会冲突是一个调整规范适合新

环境的机制”(科塞 ,1989:137)。“地方政府与农民各自的行动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完全由各

种法规条文所决定的 ,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中不断伸缩回旋着的 ,就好像两个正在推手的武师的手掌那

样”(应星 、晋军 ,2000)。因此 ,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秩序演变的形态:计划生育游戏规则在利益博

弈中达成并在实施中形成制度;同时 ,基本政策等外部刺激因素相对稳定 ,则秩序逐步形成 ,但依然是动

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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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中国人对`秩序' 的理解是比较简单的 ,通常是指社会治安 、街道上的状况之类。英文中的`秩序' (order)的含义则深厚得
多 ,强调的是结构化的政治和社会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s in polit ics and society)“(丁学良 , 2000)。 本文对“秩序”的使用是基于后
者意义上的。

我想引用“晏氏转型”的故事来说明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晏子奉命治理东阿 ,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却受到齐景公的指责 ,晏子遂
转变政策 ,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 ,即便百姓利益受损 ,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
的权贵集团 ,传上去的就是好话 ,反之则是坏话。因此 ,事实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见甘琦 、吴思 , 2000)。
我们的信息(比如上访)是逐级进行的 ,也有越级 ,但都在一个系统之内 ,各级官员的信息过滤和扣压是惊人的。

通过上访(包括走访和信访)解决问题之难 ,可参见应星 、晋军《集体上访的“问题化”过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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