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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村组法》为村民自治供给了制度的法律框架，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还需要具体的
规则安排，使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做到有规可依。“蕉岭议事规则”便为自治有效实现提供
了框架基础。本文基于对“蕉岭议事规则”的调查分析，从议事型规则、决策型规则、执行型规则
三个方面来阐释议事规则与自治有效实现的内在关系。议事规则的具体性、程序性、中立性，是
影响自治有效实现的决定因素；具体性决定了规则的可操作性；程序性保证了议事各环节的衔接
性，为自治有效实现提供了系统保障；中立性决定了规则的认同度。依据议事规则的具体性、程
序性的多种组合形式，可以形成多种自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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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
《村组法》），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总的制度框架，但自
治的有效实现，还缺少具体的规则安排。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
设的新任务，对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制度规则创
新有了新的要求：要让基层治理有规可依，按规则
制度办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全面部署也指出，
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化，要依托村民大会、代表大会、
村民议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的协商议事格局①。各种村民会议为村民自治有
效实现提供了形式基础，但具体如何实现民议、民
办、民管，还缺少相应的规则安排，正是由于缺少规
则框架，许多地方村民自治的实践处于“挂空挡”的
状态。基于此，对自治规则进行研究，探索规则对
有效自治的决定因素，以及规则得以有效实现的基
础和条件，对于完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规则框
架，有着十分必要的现实作用。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对于村民自治的实现问题研究，历经了三个主
要阶段。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如何实现村民自
治，成为了学界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这

一时期主要以“价值—制度”研究为重点。步入２１
世纪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村民自治
在各地实践中，表现出不少问题，面对自治如何有
效落实的问题，村民自治研究进入了“条件—形式”
阶段。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对自治规则的探索实
践，引起了学界一些学者的注意，通过对上述两个
阶段的反思，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研究，进入了
“规则—程序”阶段。

（一）“价值—制度”研究
这个阶段的研究，以注重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

和基本制度为主要特征②，认为以《村组法》作为制
度文本，拥有了民主选举的制度安排，便可以实现
村民自治。１９８７年《村组法》颁布实施，在其颁布
前的讨论过程中，关于村民委员会的定位有两种主
要不同观点：一是让村民委员会作为政府职能部门
的下衍机构，主要职能是落实上级政府部门的任务
工作；二是让村民委员会成为村民自治性组织，与
政府部门不是直接的隶属、派生关系，而是“保障村
民依法享有本村事务的管理权利，体现着民主价值
导向”③。最终第二种观点成为了《村组法》的立法
目的，从而赋予了村民委员会对民主权利追求的价
值与制度导向。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多是从民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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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方面对村民自治给予评价，如徐勇教授在四川
达川调研后，提出村民自治是“平静的民主化‘革
命’”④，唐兴霖等认为村民自治会建构起中国民主
未来的微观社会基础，并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依赖
路径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１９９７年
推出的“村治书系”，为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其
中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
突破口是村民自治⑥。这一阶段还表现出对村民
选举制度的重视，认为“中国的乡村选举将会为新
政治框架打下稳固的基础”⑦，有的学者通过对国
外民主选举制度的研究，将民主选举的规则引入村
两委选举中⑧，还有学者以选举向上扩展为追求，
认为选举范围应扩大，从村庄到乡镇、到县，从而由
下而上地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⑨。

（二）“条件—形式”研究
这个阶段的研究，其突出特征为注重村民自治

的内在价值，并探讨自治得以有效落实的条件和形
式。对村民自治内在价值的注重，并不是单纯以民
主价值的追求、倡导作为核心，其核心议题在于探
讨什么样的条件和形式才能够助推村民自治的有
效实现。《村组法》实施２０多年来，村民自治取得
了不少进展，但也存在自治效果良莠不齐的现象，
甚至有人提出“村民自治已经走进死胡同”⑩，为此
以徐勇、邓大才教授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研究院，结合村民自治运行较好的广东、广西等地
的村庄调研，提出“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需要条件”
的观点，徐勇教授提出仅有《村组法》并不能保证村
民自治有效实现，可以考虑下移到自然村、村民小
组瑏瑡，邓大才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村民自治有
效实现的具体条件，认为自治实现需要“利益相关、
产权相连”瑏瑢。还有学者提出实现有效自治需要
“地域相近”瑏瑣、“文化相连”瑏瑤，山西大学的白雪娇认
为“规模适度”瑏瑥也是有效自治实现的条件。

（三）“规则—程序”研究
近两年来，有学者对上述两种研究进行了反

思，因为许多地方有了《村组法》、地方性村民自治
实施办法，以及第二阶段的条件形式，但是自治效
果依然不理想。在国家对创新治理规则的要求下，
随着地方改革实践的深入，如四川成都为了推动村
民议事会规范，制定了村民议事会议的规则，安徽
天长市在集体产权改革实践中建立的“２２步工作
法”，蕉岭县创设了“蕉岭议事规则”等，都取得了较
好的自治效果。邓大才教授鉴于此，进一步提出村
民自治有效实现还需要“规则—程序”，指出“以规
则和程序为载体、为核心的自治，形塑了一种规

则—程序型自治”瑏瑦，尽管这一研究阶段才处于初
期，但已有学者对规则与自治规模进行了分析，认
为“自治规则对自治单元的稳定起着基础形塑作
用”瑏瑧。也有人对“规则—程序”的内涵、特质进行
了阐释，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规则型自治为自治
实现给予了机制、途径，让自治更具规范性、合法性
与认同度，认为“价值型自治”、“条件型自治”，会被
规则型自治全面取代瑏瑨。

但是作为自治的规则种类多种多样，究竟什么
自治规则才可以使得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呢？基于
对“蕉岭议事规则”产生与运行的长期跟踪调查，笔
者认为自治规则中的议事规则，特别是民主管理、
民主决策中的议事规则，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最
根本规则，它为自治有效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框架
基础。

二、“蕉岭议事规则”与自治有效的内在关联

蕉岭县根据《村组法》，以及《广东省实施（村组
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村民代表会议基本制度基
础上，创设村民协商议事会，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议事规则，借助议事规则让会议有效开展，保障了
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让自治
得以有效实现。根据议事的过程阶段，“蕉岭议事
规则”的内容主要包括议事型规则、决策型规则和
执行型规则，这三类规则与自治的有效实现有着内
在关联。

（一）议事型规则：有序参与的机制保障
议事型规则，是“蕉岭议事规则”的核心规则，

它为会议各方议事代表，提供了议事的具体准则，
其内容主要包括：（１）主持人规则。议事会议的主
持人，应由村两委负责人来担任，主持人负责主持、
维护会议议程，确保议事秩序。会议主持中，主持
人要坚持客观中立原则，不能够参与议题讨论、解
释，如果会议议题无需票决，需要议事代表举手表
决的情况下，其不能享有议题表决的权利，只能在
票决的时候，主持人方可以参与表决投票。（２）发
言讨论规则。对于议题的讨论，议事代表要做到依
次发言，发言时要面向主持人，而不是面对意见相
左的议事人员，发言要做到不攻击、不争吵、不辱
骂，发言时间要控制在５分钟以内。对正在发言的
议事人员有意见，待其发言结束时，可举手向主持
人示意，不得出现打岔、争抢的情况。（３）质询、建
议规则。议事代表对村两委有批评、质询、建议的
权利，面对质询和建议，主持人不得中断代表发言，
并且不能对质询、建议进行解释，应由两委议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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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行解释和说明。面对议事代表提出的建议、质
询，两委议事代表不能借故回避。

议事型规则，保障了村民议事的有序参与。
“蕉岭议事规则”形成之前，村级治理面临着议事参
与无序的难题。比如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在新农
村建设任务的推进中，村级公共事务增多，但村民
议事会议却难以有效开展，总是“要么不说话，要么
吵闹”，一方面是两委干部在议事中的角色没有明
确，村民认为两委干部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议
事最终的“拍板者”，认为议事会议就是走过场，因
此出现了“不说话”难题，另一方面是参与议事的村
民没有规则约束，造成了议事参与无序的难题，甚
至因为意见不一，经常出现争吵、辱骂、退场的现
象。“蕉岭议事规则”中议事型规则，为参与议事的
各方人员提供了行为规范机制，主持人规则明确了
会议主持人的中立角色，只是议事议程和秩序的维
护者，并不是“拍板者”，村民议事代表的讨论发言
有了规则约束，明确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避免了打岔、争吵现象的发生，村两委议事代表也
要遵循议事规则，面对质询、建议要依规进行解释、
说明，不能借故回避。有了议事的规则，蕉岭芳心
村在２０１４年召开了第一次村民议事会议，对之前
悬而不决的“垃圾卫生费标准”、“集体经济如何发
展”的问题进行了议事讨论，会议历时近两小时，共
有１４位议事代表发言，有序发言多达２０余次，面
对议事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村两委代表也正面
做了解释。由此可见，“蕉岭议事规则”中的议事型
规则，为实现有序参与提供了机制保障。

（二）决策型规则：管理、决策权利的落实渠道
决策型规则，是蕉岭议事规则的根本内容，其

内容主要包括：（１）议题的形成规则。议事会议的
议题，村两委需要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提
出，杜绝“拍脑袋”型议题。经由三分之一议事人员
的联合倡议，同样能够产生议事会议议题。议题的
范围，要紧密围绕村庄的公共事务和重大事项，如
村庄财务预决算、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集体资产
处置、土地调整和征用、村规民约的设定、宅基地的
安排和使用等。（２）表决规则。议题的表决办法应
为票决制，个别无需票决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现场
举手表决。表决遵循过半数原则，要有超过议事人
员到会人数的半数方为通过，决议表决结果，要在
会议现场计票并公布，接受议事代表现场监督，并
按照多数原则形成决议结果。（３）决策登记规则。
决策的形成过程，必须要有完整的会议记录，议题
表决结果要记录在册，并且要由会议主持人和会议

记录人员在记录簿上共同签名，公开在村庄公示栏
上，登记记录需保管妥善，次年归档。

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其关键和根本是民主
决策和民主管理，但在以往的长期实践中，比较关
注选举和监督的制度落实，而忽略了村民参与村庄
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权利，村两委习惯于绕开村
民议事会议做决定，有的虽然召开了议事会议，但
往往是走过场式的“议而不决”，从而使村民的管
理、决策权利失去了落实的途径和渠道。“蕉岭议
事规则”中的决策型规则，正好弥补了这一漏洞，以
蕉岭芳心村为例，没有召开议事会议之前，村两委
干部决定村庄垃圾卫生费用由５０元上涨到６０元，
但村民比较有意见，原本的５０元也难以收取了。
“蕉岭议事规则”产生后，芳心村召开了村民议事会
议，大家就“垃圾卫生清理费用标准”的议题进行了
表决，共５４名议事代表，其中拥有表决投票权的有

４５名，赞同５０元收费标准的有３４人，赞同上涨至

６０元的有１１人，根据多数原则，达成了维持原来

５０元的收费标准的决议，使得村民参与村庄公共
事务的管理、决策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由此可见，
“蕉岭议事规则”中的决策型规则，为村民对村庄公
共事务的管理、决策提供了实现渠道。

（三）执行型规则：知情、监督权利的规则体现
执行型规则，是“蕉岭议事规则”的关键内容，

是对其他规则落实效果的关键保障，其内容主要包
括：（１）明确决策执行主体。议事会议产生的决策，
要由村两委负责执行，确定了决策执行主体。（２）
决策执行的公开规则。村两委对决策执行情况，要
做到定期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保证执行进展情况的
公开，确保村民对决策执行进程的知情权。（３）监
督、反馈规则。村民监督委员会是决策执行的监督
主体，对村两委决策执行的情况，可以进行全程的
监督和评价，并且要将监督、评价的结果反馈给村
民议事会议。

执行决策，是议事过程的最后环节，这一环节
发生在议事会议之后，但却是不能忽视的关键环
节，因为决策执行的质量，关系到议事会议结果的
落实。但在长期实践中，存在着村两委对决策不执
行、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并且没有对执行情况上栏
公布，村民失去了知情的权利，对执行进展情况也
无法做到监督。“蕉岭议事规则”对执行过程做出
了规范，执行情况定期上栏公布，保障了村民的知
情权利，并且由村监委会作为监督主体，对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评价，将监督、评价结果定期向村民议
事代表反馈，体现了村民的监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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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相较于《村组法》和《广东实施（村组
法）办法》的宏观而抽象的内容，“蕉岭议事规则”十
分具体和详细，涉及村民议事的全过程，为村民议
事提供了有规可依的框架基础，从而保障了村民自

治的有效实现。根据“蕉岭议事规则”与自治有效
实现的内在关联，可以做出议事规则与自治有效实
现的关系框架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议事规则与自治有效实现的关系框架示意图

三、议事规则对自治有效的决定性因素

“蕉岭议事规则”有哪些特性决定了自治有效
的实现？通过对其规则内容的分析发现，议事规则
的具体性、程序性以及客观中立性，是决定自治有
效实现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议事规则的具体性，影
响着规则的可操作程度；规则的程序性，影响着议
事过程的系统性、整体性；规则内容的客观中立，决
定了议事规则的有效度和被认可程度，影响着议事
人员的有效参与程度，从而共同决定了自治有效的
实现程度。

（一）议事规则的具体性
在《村组法》基础上，各地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

法，但是却出现“制度失灵”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村
组法》和相关实施办法的内容宏观而抽象，缺少了
具体可参照执行的规则。议事规则，就是对议事过
程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规定。议事规则
内容越具体，议事规则的可操作性便越强，更容易
执行，自治实现的效果也越好。与之相反，如果议
事规则比较模糊，规则模棱两可，各方议事人员对
规则的理解和解释就会产生偏差，对规则的共识也
难以形成，从而使得规则内容自相矛盾，失去了规
则的可操作性。议事规则的具体性，还体现在议事
规则对约束对象和约束范围的明确，具有一定的规
则边界，比如“蕉岭议事规则”中的主持人规则，其
约束对象是议事会议的主持人，约束范围限定了主
持人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规则边界更具体，
执行和落实便更容易。

如图２所示，将议事规则具体度和可操作度，
作为决定自治有效程度的两个指标，横坐标上议事
规则具体度较低的 Ａ点，对应的规则可操作度也
低，其纵坐标对应的自治有效度也就越低，而议事

规则具体度较高的Ｂ点，其对应的可操作度也高，
反映在纵坐标上的自治有效度也越高。由此可见，
议事规则越具体，越具有可操作性，自治有效便越
易实现，相反，议事规则越模糊，可操作性便越低，
自治有效便越难以实现。

图２　议事规则具体性与自治有效实现度的关系

（二）议事规则的程序性
吉登斯指出，“规则是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

码，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
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瑏瑩，一套有效的议事规
则，同时应该也是一套有效的议事程序。所谓议事
规则的程序性，就是指议事中的各过程环节，必须
按规则依次推进，同时规则要让议事各环节依次连
接，实现环环相扣，只有上一个环节按照规则进行，
才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蕉岭议事规则”兼顾了
规则的程序性：从议事会议的过程看，对会前、会
中、会后都做了相应规定；从决策产生的过程环节
看，对决策形成、决策执行、决策监督和决策反馈都
有明确规定。有效议事形成决策，是执行决策的基
础和前提，执行决策是议事的目的和要求，对决策
执行的监督和反馈，是决策落实的有力保障，充分
体现了议事规则的程序性，实现各议事环节环环相
扣，如图３所示。如果议事规则缺少程序性，某一
环节出现问题，便会造成“议而不决”、选择执行，甚
至不执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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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蕉岭议事规则”的决策程序示意图

由此可见，议事规则的有效，离不开程序性的
保障，邓大才教授指出“只突出规则的详细是不够
的，在规定制定的过程中，要兼顾对程序性的保障，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够实现规则的有效”瑐瑠。议事
规则的程序性越强，各环节越能有序衔接，规则的
有效性便越高，自治有效实现的程度便越高，与此
相反，议事规则程序性越弱，议事环节不完整，或者
无法上下连接，便会降低议事规则的有效度，从而
自治有效实现程度也越低。

（三）议事规则的中立性
议事规则的中立性，是指规则对各方议事代表

没有偏向性，主要体现在主持人权力的客观中立
上。比如会议议事中，主持人遵循发言机会均等的
原则，不能只偏向于某一方议事代表。发言规则是
各方共同遵守的规则，议事代表发言时，村民代表
出现打岔、辱骂现象，主持人要及时制止，两委干部
代表出现打岔、中断别人发言时，主持人同样要及
时制止。主持人权力角色的客观中立，是议事规则
公平性的体现，直接影响着议事规则被认同的程
度，如果主持人权力角色存在偏向，议事规则被认
同的程度就低，难以形成议事的共识，自治有效实
现的程度也就越低。议事会议召开中，会议主持人
的权力角色，集中体现在主持人权力的强弱程度
上。在以往村民自治实践中，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村
两委负责人，往往难以摆脱“力治”的色彩。会前定
基调，会中打压异见者，甚至不给议事人员发言机
会，会后不遵守会议决议，就会让“民事民议”成为
一句空话，村民会议也就成为了摆设的花瓶，村民
失去了有效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途径，管理和决策
的权利也无从谈起，自治难以有效实现。

“蕉岭议事规则”设立了主持人规则，其原则是
主持人要保持客观中立，不对会议议题进行讨论和
解释。主持人作为村两委负责人，不对议题讨论，

从而避免了“定基调”的现象，也避免了议事人员由
于与主持人意见相左而不敢发言的现象。但是如
果主持人权力过弱，议事人员各抒己见，甚至争吵、
攻击，议事程序难以保障，有效自治便难以实现。
由此可见，主持人权力过大或过弱，就会造成“要么
不说话，要么吵闹”的局面，议事规则便难以被认

同。主持人权力强弱、议事规则的认同度与自治有
效实现度的关系，如图４所示。波峰曲线表示自治
的有效程度，横坐标是主持人权力强弱度，纵坐标
是规则被认同度，处于波峰值的Ａ点，其有效自治
程度最高，对应的权力强度居中，相应的规则被认
同度也最高。处于有效自治度较低的Ｂ、Ｃ两点，
其对应的权力强度分别是过弱、过强，相应的规则
认同度处于较低点。可见，主持人权力不过强也不
过弱，做到客观中立，议事规则被认同程度最高，最
利于自治的有效实现。

图４　主持人权力强弱与有效自治的关系

四、“蕉岭议事规则”的经验思考

议事规则产生、运行的条件基础是什么？根据
议事规则对自治有效实现的影响因素，其不同的因
素组合能够产生哪些自治类型？在前面的叙述和
分析基础上，对这两个问题可以做深入的经验
思考。

（一）议事规则产生的条件基础
为什么议事规则能够在蕉岭县产生？通过对

“蕉岭议事规则”的调查分析，可发现议事规则能够
在蕉岭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基础条件：一是村庄公
共事务的增多，二是政府的合理引导。一方面，村
庄公共事务是议事规则产生的诱因。蕉岭县作为
客家民系聚居的地方，拥有“三胞”５６万余人。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蕉岭“三胞”返乡谒祖人员不断
增多，修缮祖祠、改善祖居环境、清明祭祖活动等增
多，加上蕉岭县对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推进，村庄面
临着道路硬化、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的任务，村
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有了内生需求。
另一方面是蕉岭县政府的积极引导，县政府针对村
民难以参与村庄管理、决策的难题，借鉴“罗伯特议
事规则”制定出“蕉岭议事规则”，并在试行初期选
定试点村庄，推动议事会议召开，待试行成熟后，向
其他村庄推行。政府的引导，为规则合理性、公平
性、合法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将上述两个基础条件视为议事规则有效性的
两个变量，可以建构起一个二维象限图（如图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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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此可以形成四种议事规则效度的类型：一是

Ａ种类型，最为有效的议事规则类型，即公共事务
多的政府引导型议事规则。二是Ｂ种类型，政府
引导议事规则建立，但是村庄缺少公共事务的基
础，这种类型可能有效，但缺少内部需求的支持动
力，一旦政府作用不能持续，其有效性也就会失去。
三是Ｃ种类型，缺少政府的引导，基于公共事务基
础上的规则，其成效比较有效。四是Ｄ种类型，规
则难以有效。

图５　公共事务、政府引导与议事规则有效

（二）议事规则的决定因素与有效自治
通过前文的叙述，可知议事规则的具体性、程

序性，是“蕉岭议事规则”的两个主要特性，是自治
有效实现的主要决定因素。具体性和程序性两者
缺一不可，没有议事规则的具体性，议事规则的程
序便失去了可操作性，这也是以往村民自治实践
中，尽管各地都制定了村民自治实施的办法，但是
由于制度规则宏观而抽象，缺少了具体的操作性，
从而造成了搞形式、搞过场的问题的原因。如果议
事规则十分具体，但是缺少程序性，议事过程中各
个环节便难以有效衔接，如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
议事规则的有效便失去了程序性保障。

图６　规则具体性、规则程序性与自治实现类型

将规则的具体性、程序性作为自治有效的两个
变量，可以做出一个二维象限图，如图６所示，横坐
标代表议事规则的具体性，纵坐标代表议事规则的
程序性，由此可以形成四种自治的效果类型：一是

Ａ点，议事规则具体性和程序性都高，自治有效实
现的程度也高，是有效型自治；二是Ｂ点，议事规
则尽管具体而详细，但是程序性较差，自治有效便
失去了程序性的保障，属于非确定性自治，即有的
环节按照规则可能有效，但上下环节没有衔接，在

下一环节中可能就无效，从而自治效果具有不确定
性；三是Ｃ点，有了程序性的规则，但是规则不具
体，规则便失去了可操作性、约束性，从而导致了自
治中的形式主义；四是Ｄ点，议事规则具体性和程
序性都不具备，属于无效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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