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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

———基于青藏高原 Y 村虫草采集案例的研究
贺玎玲摇 李文军
[摘摇 要] 摇 公共池塘治理理论通常将社区之外的治理者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的外部变量,对其具体的
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 文章将基层政府从这个整体中剥离出来,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专门研究。 在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Y 村,当地虫草采集治理在保持社区治理的同时,基层政府作为外部治理者也介
入其中。 基于公共池塘治理理论中社区成功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八项原则,文章首先评价当前 Y 村虫
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进而从基层政府的介入过程分析其作用机制和背后的行为逻辑。 研究发现,Y 村
社区治理与基层政府介入相结合的虫草采集治理模式是有效的;基层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执行者,在规
则制定、监督执行、以及协调冲突方面发挥作用。 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坚持“ 集体
采挖冶 的原则,同时对不威胁该原则的村内自治规则的弹性采取默认的态度。 针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
研究,有必要在理论构建和实例分析中关注外部治理者的角色和内在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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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奥斯特罗姆( Ostrom)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所创建的公共池塘资源( Common Pool Resource

以下简称 CPR) 治理理论 [1]180 ,在基于控制—命令的国家手段和私有化的市场手段之外,提出了第
三条路———社区治理,被视为促使集体行动达成、解决“ 公地悲剧冶 的途径之一,使得社区自然资源
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政策讨论取得了很大进展 [2]13 - 40 。 区别于政府手段或者市场手段,社区治理不
再是局外人强加给资源使用者的解决方案,从而能够充分调动资源使用者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克服
集体行动面临的困境。 基于对实际资源使用案例的深描,奥斯特罗姆总结出社区实现自我组织自
我管理的八项原则( 后文简称“ 八项原则冶 ) ,分别是(1) 清晰界定边界;(2) 规则与当地条件以及供
应规则保持一致;(3) 集体选择的安排;(4) 监督;(5) 分级制裁;(6) 冲突解决机制;(7) 对组织权最
低程度的认可;(8) 多层次的治理机制。 其中,原则(7) 和(8) 体现了社区外部治理者的角色和作
用。 关于多层次的治理机制,奥斯特罗姆将其划分为宪法选择、集体选择、操作规则三个层次,其
中,“ 宪法选择冶 强调的是正式制度与政府对社区治理的认可,而“ 集体选择冶 中的外部治理者的作
用体现在提供一种积极的外部治理环境,促成以集体决策的形式来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例如监督
社区定期举办非正式的资源使用者集会 [1]50 - 55 。 因此,关于外部治理者与社区的关系,CPR 理论强
调的是外部治理者对社区治理的认可与支持。

近 20 年来,在奥斯特罗姆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CPR 治理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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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影响社区治理的条件进行修正和补充,包括重新分类并深化其在《 公共事务治理之道》 中提出
的成功治理 CPR 的八项原则 [3 - 4] ;增加新的案例进一步论证其中的某些原则,例如相互监督以及

制裁的有效性 [5] 、外部权威的认可与产权的保障 [6] ;或总结出新原则,如资源的文化生态属性 [7] 、
成员间的信任与互惠 [8 - 9] 等对 CPR 治理的影响。

但 CPR 治理理论也一直面临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对现实情境下社区能否达成自主

组织和自主治理的质疑,特别是社区自治能力和治理效果受到地方层面、国家、市场以及其他外部
因素的影响。 对此,奥斯特罗姆指出社区自治自身并不是解决资源治理问题的“ 万能药冶 ,并构建
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模型,试图用此模型全面概括各影响变量并将其进一步分层细化,以增加
CPR 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10 - 11] 。 在社会—生态系统模型中,外部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民主

进程、政治稳定、政府体制、市场、媒介组织六个二级变量。 作为一个试图包含各影响变量的模型,
其应用要求从实际案例出发,再到模型呈现的“ 变量库冶 中选择变量进行分析。 因此,虽然 CPR 治
理理论在发展中也强调在制度设计方面需要关注更多的外部变量 [12] ,但该理论的核心是社区治理
层面,并没有关注外部变量的具体作用机制。 就外部治理者而言,实际中这并不是一个整体,需要
区分正式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具体而言,社区之外的各级政府,尤其是与社区直接互动的基层
政府 [13 - 14] ,其在 CPR 治理中的作用和行为逻辑,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

本研究通过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Y 村的虫草采集治理案例,展示基层政府( 本文指乡政府)

在 CPR 治理中的作用和行为逻辑。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 评价该治理模式的有效性;(2) 揭示基
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分析其背后的行为逻辑。 本研究将为拓展 CPR 治理理论,尤其是
关于外部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及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案例地和研究方法
( 一) 玉树州虫草采集治理变迁
历史上,青海省玉树州虫草各产区实行游牧部落制,部落内部的自然资源利用规则以头人为首
领实行自主管理,产权制度一般是土地( 草场) 为部落共有,但农具、牲畜、生产收入以及生产过程
中采集到的药材、捡到的鹿角等归私人所有 [15]152 - 153 。 此时的虫草资源是典型的 CPR,社区成员共
同享有采集权利。

20 世纪末,虫草高昂的价格吸引了大量外部采集者,在一些案例中外部采集者甚至超过产区

总人口 [16]117 - 122 ,使得虫草面临过度采集的风险,进而威胁虫草资源的可持续性 [17 - 19] 。 同时,采集
虫草需要挖开土层,外部采集者不具备采集经验,而青藏高原土壤层薄,一旦被破坏将对生态造成
不可逆的影响。 另一方面,外部采集者被视为造成虫草采集冲突的根源 [5] 。 由于文化习俗等方面
的差异,以及虫草资源的地域性和稀缺性,社区与外部采集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甚至引发恶性
暴力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16,20] 。 案例地玉树州 Y 村也同样面临外来人员进入采集的管理问
题。 面对这一问题,青海省政府及玉树州政府颁布地方规章作为正式制度,以属地化管理和“ 外禁
内限冶 淤为原则,区分了产区内外群众,明确虫草权属,目的是保障产区虫草采集的稳定和安全。 而
县、乡两级基层政府作为该正式制度的执行者,是管理外部采集者的主力,通过协调分配虫草采集
许可证并配套在虫草季设立检查站,来落实“ 外禁内限冶 。 同时基层乡政府也介入到社区治理过程
中,包括坚持集体采集、协调采集纠纷等。 因此在玉树州,乡政府不仅参与了对持有许可证的外部
采集者的管理,而且介入到社区中,与社区治理者共同发挥作用。
淤

“ 外禁内限冶 指禁止县外虫草采集人员进入、限制本县虫草采集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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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案例地基本情况

玉树市哈秀乡 Y 村位于玉树市最北边,距离玉树市政府驻地 100 公里,交通不便,车程约 3 小

时。 平均海拔 3 800 ~ 4 200 米,是典型的高寒气候。 Y 村( 行政村) 下辖 3 个自然村,在当地被称为
“ 社冶 。 三个社的虫草分布并不平衡,三社虫草资源丰富,因此外部采集者的目的地主要是三社,本
文的家户调查样本也来源于三社。 每“ 社冶 一般由 30 ~ 40 户牧民顺着沟谷聚居,组成一个“ 村民小

组冶 ,并产生一位小组长,负责传达村领导、社领导的意见。 2018 年,Y 村三社在籍人员约 142 户,

523 人,其中约一半搬迁至城镇。 搬迁户虽然一年超过一半的时间住在城镇,但是多数依然维持畜
牧业( 雇人放牧) ,并且在虫草季回村采挖虫草,虫草依然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该社草场总面
积 196 100 亩,户均草场面积 1 380 亩,是一个纯牧业社,2018 年全社存栏量为 6 083 头牦牛。 全村

实行草场经营权承包到户,生计方面仍是自给自足式,牧户维持畜群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家庭食用,
很少有售出。 牧户的总收入超过 10 万元 / 户 / 年,人均年收入超 2 万元,远高于玉树州农村地区农
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 808 元淤,其中虫草相关收入占总现金收入的 80% 左右。
( 三) 案例地虫草采集情况

从社区的角度看,Y 村虫草资源一直实行社区共有。 虽然在上世纪末实行草场承包到户的制
度,但虫草资源利用未受影响,即使有牧户将承包到户的草场设立围栏,在虫草季同村牧民仍然可
以进入围栏内采集虫草。 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级政府要求强调集体采集,另一方面牧民也认可草场
和虫草作为两种独立的资源应该分开治理。

案例地 Y 村的虫草资源很丰富,但地势险峻交通不便,直到九十年代末陆续有村外人员进入,

人数也不多。 青海省政府在 2004 年颁布《 青海省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 后,在属地化管理
的要求下当地形成了“ 县统筹、乡协调、村管理冶 的多层管理体系。 同时,在州政府“ 外禁内限冶 的规

定下,Y 村每年接收一定数量的持有乡政府发放的虫草采集许可证的同乡 G 村村民。 此外,进入 Y
村采集虫草的还有缴纳草皮费的本乡以外的人员,以西宁的汉族、回族人为主,被 Y 村人称为“ 外
地人冶 。

因此,在 Y 村,有两类来自社区以外的虫草采集人员:一类是本乡 G 村的持有乡政府颁发的采

集证的同乡“ 外村人冶 ;另一类是缴纳草皮费的本乡以外的“ 外地人冶 。
( 四)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方法。 2018 年 8 月课题组前往案例地开展实地调研,采取了关键人物访

谈、半结构问卷调查的数据收集方式。 实地调研中,首先通过与牧民聊天、在牧民家做客的形式获
得信任。 关键人物访谈对象主要有原畜牧局局长、村长和村支书、社长、组长以及有威望的村民,内
容主要包括虫草采集的正式制度及其变迁、虫草资源在当地经济结构中重要性的转变等,并了解村
内的虫草采集规则和村内规则的制定过程。 考虑到搬迁户和留居户的常住地不同,半结构问卷调
查中针对这两个群组进行分层抽样,各获得有效样本 20 户,合计 40 户占在籍户数 28% 。 问卷内
容围绕村民参与制度供给、监督及制裁等进行设计。

为了评价该案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采用奥斯特罗姆总结的 CPR 成功治理的八项条件为指标

来进行评价( 表 1) 。 这八项原则分别是(1) 清晰界定资源边界;(2) 采集规则符合虫草资源的可持
续性;(3) 集体选择的安排;(4) 监督;(5) 分级制裁;(6) 冲突解决机制;(7) 对组织权最低程度的认
可;(8) 多层次的治理机制。

结合本案例,具体各指标的测量方法见表 1。 其中,条件淤是对共有资源在使用中对外排他性

的定义,在本文中的具体测量方法为,如果采集者的类型、以及采集地点是相对固定的,则认为资源
淤

数据来源于 2019 年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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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是清晰的。 条件于是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的前提,在本研究中具体体现为三方面,一是采集者
总数,因为采集人数多是造成资源存量风险的直接原因;二是采集时间( 日期) ,这与虫草的生长特
性有关,如果将土里的虫草全部挖出而不保留一些虫草进行增殖,孢子不足将显著影响第二年的虫
草产量 [17] ;三是采挖过程是否有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包括使用特定的铲子和回填土地 [17] 。 同
时,从牧民感知的角度看宏观上虫草产量是否下降,以及采挖行为是否破坏草场。 条件盂是集体行
动治理制度的供给过程,主要考察制度供给中本地采集者的参与性以及采集者遵守规则的激励。
条件榆、虞、愚是制度得以执行的保障。 与前 6 个条件的主体是社区不同,条件舆和余是针对社区
以外的主体,CPR 治理理论将治理分为三个层面:宪法、集体和个体( 条件余) ,其中宪法作为外部
治理者被视为外部变量,主要作用体现在对社区治理的认可( 条件舆) ,以及提供积极的制度供给
氛围。 在玉树州,相关正式制度对应于“ 宪法冶 层面,而在“ 县统筹、乡协调、村管理冶 的多层管理体
系中,基层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执行者,直接介入社区治理,故而从外部变量同时成为社区治理的
内部变量,这也正是 CPR 治理理论所没有涉及的。 因此,指标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式制度的相关态
度和要求;二是基层政府对社区治理的干预。 如果正式制度认可产区的组织权( 即条件舆) 并且促
进社区的治理规则的制定,同时基层政府的干预没有破坏社区的集体行动,则认为达成了多层次的
治理体系( 条件余) 。

为了分析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在研究中采用基层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过程来指征,结

合本案例,主要测量其在哪些情况下会干预社区治理以及具体的工作内容,见表 1 中的变量俞。
表 1摇 变量、指标及测量

变量

指标

测量

淤清晰界定资源边界

采集者边界;地域边界

如果采集者类型、采集地点相对固定,则认为边界清晰

于采集规则符合虫草资源

采集者总数、采集时间( 日期) 、技术规

总人数有限制,且不多于基层政府介入前的情况、结合本

的可持续性

则;虫草产量、采挖对草场的影响

土知识确定采集日期、要求使用定的铲子和回填土地;牧
民感知到虫草产量未显著下降、采挖对草场无显著影响
村民大会的出席率、发言率、投票率;各类采集者均有遵

盂集体选择的安排

村民大会的召开实况;遵守规则的激励

榆监督

采集者是否有监督;监督机制

采集者达成相互监督,无违规者

分级制裁机制

制裁方案至少有两级治理者参与

冲突解决的途径

社区内部冲突、内外部治理者冲突均有相应的解决途径

外部治理者对产区组织权的态度

正式制度对产区组织权的认可

余多层次的治理机制

正式制度的相关要求;基层政府对社区

正式制度促进社区规则的供给;基层政府的干预没有破

治理的干预

坏社区的集体行动

俞基层政府的作用机制

基层政府的角色、介入及作用过程

虞分级制裁

愚冲突解决机制

舆对组织权最低程度的认
可

守规则的激励

基层政府在哪些情况下会介入社区治理,及其具体工作
内容

三、Y 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评价
依据表 1 的评价指标,以下对 Y 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表 2) 。

一是清晰界定边界。 在 Y 村,三类人拥有采集权利,首先是拥有本村户籍的村民,其次是持有

虫草采集许可证的同乡其他村的外村人,人数由基层政府决定。 上述两类人可以在全村范围内采
集虫草。 最后是缴纳“ 草皮费冶 的外地人,这需要经由每年的村民大会决定是否允许外地人进入、
草皮费的价格以及拟接纳的外地人数量。 进入的外地人需要事先选择并报备去哪条沟采挖,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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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则整个虫草季不能去这条沟以外的地方挖虫草。 草皮费的收取与使用是以社为单元进行的。
草皮费由组长收取,根据进入沟的虫草丰度不同,单价在 4 000 ~ 10 000 元不等,之后转交给社长。
社长将收到的草皮费和由偷挖收到的罚款的七成分给社内成员,剩余部分用于社内修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

二是采集规则符合虫草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Y 村的虫草采集是以村为单元进行的。 方法给

G 村的许可证数量控制在 110 张,单价 2 000 元,而每年实际进入的持证者一般在 70 ~ 90 人,与动
辄上万的虫草大军相比显著减少。 “ 外地人冶 限制在 600 人,实际进入人数在 500 人左右,80% 选择
进入虫草资源最丰富的沟。 与 2006 年以前基本持平。 采挖时间的确定依照本土知识一般是 5 月
中下旬开始,六月中下旬至七月初结束,具体日期由村民大会决定。 在资源占用的方式上,采挖虫
草的过程中必须使用特制的铲子并回填草皮,以减少对草场的破坏。 在采挖结束后,要求带走自己
的垃圾。

在受访牧户中,有 37 户提到草场的变化情况,其中 8 户(22% ) 认为全村草场生态变化不大,

在 29 户认为草场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野生动物增加造成的草量变少(14 户) 、降水量的波动引
起的草场植被状况起伏(12 户) 。 没有牧户指出采挖虫草对生态有影响,因为“ 大家挖完虫草都会
把土填回去冶 ,并且虫草季后村民自发清理垃圾。 乡长也表示虫草采集不会对生态有负面影响,因
为“ 藏族民众自身就有这种宗教信仰,有对山水的敬畏,他们自发的有保护草场的行动冶 。 在虫草
产量方面,据多位老人回忆,虫草产量没有明显的变化,村里的老书记说 “ ( 因为有外部采集者进
入) 每户挖的肯定减少了一点,但全部人加起来应该和以前差不多。冶

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 玉树州位于虫草产区的各村在每年 4 月中下旬召开“ 村民大会冶 ,这也

是实现虫草采集村内自治的主要方式。 村民大会上,村民可以表达意愿并参与投票,以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共同“ 定日期,定地点,定规矩冶 。 与其它村不同,Y 村的村民大会还多一项内容:定( 外地
人进入的) 人数。 整个过程中,Y 村所在街道或乡政府全程参与。 原则上,驻村干部、村领导、社长

必须到场,乡派出所也会派出民警进行监督,每户至少 1 人到场,每户投 1 票,并由社长向村领导、
村长向乡政府签署《 虫草采集责任保证书》 。 实际中,即使存在大量搬迁户,Y 村每年仍有至少

85% 的牧户会回到村中参与村民大会。 虽然常在村民大会上发言的牧户只有 1 / 3 左右,但在全村
每户都有投票权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即使不在村民大会上发言,牧户依然可以以投票的形式
表达自己的意愿。 根据我们的调查样本,除了搬离玉树州的个别牧户,其余占 95% 的牧户会参与
投票。 以 2017 年的虫草季为例,首先由村民投票形成采集规则的方案,由村领导、社长、会计共同
签字,表示同意大会的决定,并将签字文本送到乡政府。 针对村民大会的结果,乡政府召开会议讨
论同意。 然后乡政府组织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乡领导、乡派出所、村领导、社长、全体村民参会,
由乡上的干部代表政府宣布今年的虫草采集规则。 同时强调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交通法、网络上不
能发表一些敏感违法的内容、挖完虫草要注意清理垃圾、保护草原等等。
对于本村村民,村集体具有权威,村规民约具备约束力。 此外,村民参与村民大会的程度很高,

即使是长年住在州上的搬迁户也会参与。 在受访的 20 户搬迁户中,只有一户因为家人生病留在州
上照顾没有参加当年的村民大会,但这户村民也表示往年都会参加。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大会的结
果,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大都会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 对于持有许可证的同乡外村人,在他们本
村的村民大会上村领导和政府驻村干部会强调去外村挖虫草必须遵守目的地的村规民约。 如果持
证者在虫草采集中没有遵守规则,第二年乡政府将不再把虫草采集许可证发给该村民和他 / 她的家
人。 驻村干部表示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对于本村村民和同乡持证者这两类人来说,文
化与宗教信仰的力量也敦促他们遵守规则。 每年村集体会请宗教人士到当地讲经,宗教人士也会
强调挖虫草时要注意生态,遵守规则。 对“ 外地人冶 来说,进入 Y 村采集虫草是一个多次博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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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进入 Y 村、和村民打交道的外地人几乎是同一批人,而一旦他们不遵守相关采挖规则,将被
列入黑名单,之后就不能再进入 Y 村了。 这是因为,采挖虫草需要一定的经验,如果是第一次挖虫
草,收益很可能低于草皮费,另一方面,村民也偏好熟悉的人,村民大会确定当年允许外地人进入
后,村民会打电话联系往年来自家草场扎帐篷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答复是否预定名额,先定先得。
二组、四组组长表示,这几年进入的外地人都是认识的,都很遵守规则。

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 “ 外禁内限冶 的监管由县乡两级政府联合派出所负责,主要是在县

界、乡界设检查站检查本地身份证或许可证。 在虫草季,乡政府组成虫草工作小组驻守在所负责的
村内,应对突发事件。 在村界、社界处由村民和社民自行设关卡,对进入的外地人进行核查。 在 Y

村,对于交草皮费的外地人,在乡界处的检查站,直接报给工作人员自己要去的地点,一般会被直接
放行。 到了村界、社界的关卡,由于每年来采挖虫草的外地人几乎是同一批人,值班人员向对应组
长确认后也会放行。 在采挖虫草的过程中,全民都是监督者:监管是否有偷挖者,相互监督是否回
填草皮、带走垃圾。 不少牧民表示,由于虫草生长的区域有限,每个生产点附近都集中了一批采集
者,有没有违规现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监督是严格的,一旦发现偷挖者和违规人员,立刻送去村集体,村领导上报派出所。 具体的制
裁方案由乡派出所的负责公安和村长、社长共同决定。 对于偷挖者,一般是先补交最高额度草皮费
再交一定的罚款,之后“ 偷挖者冶 可以继续在之前的沟里挖虫草直到虫草季结束。 驻村干部表示,
村内设的罚款一般是 1 万元 / 人,但乡里会调节一下,对哈秀乡户籍的人相对少一点。 公安会当场
将补交的草皮费和罚款交给社长,也算作当年收到的草皮费。 对于违规人员,如果是 Y 村人将在
全村范围内通报批评,如果是 G 村人员和外地人将被送回原籍或送出哈秀乡。 由于虫草生长的位
置有限,在采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其他人,并且监督是严格的,所以当地很少出现偷挖者和违
规人员。 三社社长表示 2017 当年收到的许可证费用、草皮费、偷挖罚款共计约 500 万元,而根据许

可证、草皮费的单价、进入人数计算,这两项总计超过 480 万,由此推算当年进入的偷挖者约 10 人。
这与玉树州其他村每年发现上百偷挖者相比,是较少的。 而在 40 户受访中,没有一户表示近十年
村里有发现违规人员。 村民说:“ 早年(2005 年左右) 还是有一些外地人不遵守规则,不仅被派出所
送出了哈秀乡,也被拍照留底了。 之后来的外地人就守规矩多了。冶

六是冲突解决机制。 社区内部的冲突主要由社区解决。 例如在 Y 村,早期外地人进入三社二

组( 聚居在虫草资源最丰富的拉里沟) 采集虫草时,除了按规定给社里交钱之外还要私下给组里额
外交一点。 村委会发现这个现象后,在村民大会上明确指出这是不可以的。 此后的虫草采集中,没
有再次发生类似现象。
对于内外部采集者之间的冲突,主要由基层政府协调。 首先,虫草工作小组整个虫草季驻守在
村内的主要目的是及时发现和调解虫草采集过程中的突发状况,并尽力就地解决虫草采集纠纷。
驻村干部说:“ 原则上矛盾不出村。 大家有矛盾了会先找村领导,如果涉及到了外面的人,村领导
不好调解就会送到驻点,我和民警分别问一下两边的人相关情况。 如果确实有违规的行为就送到
乡上派出所,如果问题不大就带着他们学习政策,告诉他们要团结。冶 此外,村民大会上讨论的事项
仅限于“ 定人数,定日期,定地点,定规矩冶 ,其他事务仍由政府决定,并由乡政府向村集体和村民普
及、讲解上级政策。 例如,拉里沟的某牧户曾提出过希望虫草采集权能像草场承包经营权一样实行
私有化,但这属于乡政府的硬性规定,乡政府马上派人过来谈话,讲解政策。 基层政府具有行政上
的权威性,是协调冲突的主要途径。
同时,基层政府还负责处理村民和村集体之间的冲突。 乡政府针对虫草采集设立了专门的信
访点,有专人接待,也设了电话号码。 如果村民对村民大会的方案有意见,可以直接向乡政府反映。
村民大会上实行投票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朴素公平原则,但占多数的投票结果并不意味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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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群体的意见。 乡政府作为村民表达意见的另一种途径,不仅可以更直接了解民意,还可以间
接对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警示,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正民主。
七是对组织权最低程度的认可,八是多层次的治理机制。 玉树州正式制度中的属地化原则认
可了产区的组织权和产区群众的采集权利,并且要求虫草采集以村民大会的形式实行村内自治,由
乡政府监督村民大会的开展。 从对上诉条件榆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第一次村民大会以社区成员
为主体进行规则供给决策,有驻村干部作为基层政府的代表和负责民警进行监督;第二次村民大会
则由乡政府组织,体现了多层次治理。 村民大会保持高的参与率、发言率和投票率,村规民约对本
村采集者有制约作用,本村采集者能达成相互监督,基层政府的介入没有取代甚至破坏社区治理中
的集体行动。

具体的虫草采集治理结果见表 2。 在基层政府的介入下,八项原则仍然能够实现,因此认为 Y

村在外部采集者进入的情况下仍能达成集体行动,虫草采集治理模式是有效的。
表 2摇 Y 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评价
变量
清晰界定资源边界

测量

评价结果

如果采集者类型、采集地点相对固定,则认为

采集者( 采集地点) :本村户籍人口、持证者( 全村) ,

边界清晰
总人数有限制,且不多于基层政府介入前的

采集规则符合虫草资源的
可持续性

集体选择的安排

外地人( 指定的沟)

人数限制:持证者 110 人,外地人 600 人;采集日期:

情况、结合本土知识确定采集日期、要求使用 5 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对采集的具体技术有相关
定的铲子和回填土地;牧民感知到虫草产量

要求;Y 村虫草总产量未下降、挖虫草不会造成草场

未显著下降、采挖对草场无显著影响

情况退化

村民大会的出席率、发言率、投票率;各类采

出席率超过 85% ,发言率 33% 左右,投票率 95% 以

集者均有遵守规则的激励

上;本村人遵守村规民约、持证者受基层政府制约、
外地人与 Y 村村民多次博弈

本地采集者达成相互监督,并在采集中监督其他采
监督

采集者达成相互监督,无违规者

集者的行为;基层政府监督违规进入的采集者;无违
规者

分级制裁
冲突解决机制
对组织权最低程度的认可
多层次的治理机制

制裁方案至少有两级治理者参与

基层政府与派出所、村长、社长一起制度制裁方案

社区内部冲突、内外部治理者冲突均有相应

村民大会少数服从多数;基层政府处理村民与村集

的解决途径

体、内外部采集者之间的冲突

正式制度对产区组织权的认可

“ 属地化管理冶 原则认可产区组织权

正式制度促进社区规则的供给;基层政府的
干预没有破坏社区内的集体行动

正式制度要求基层政府监督村民大会开展;社区内
的集体行动仍能达成

四、基层政府的作用及行为逻辑
从上述对 Y 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基层政府在虫草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三方面:参与采集规则的制度供给过程,即村民大会;对于虫草采集过程的监督与制裁;除此之
外,基层政府提供了冲突解决的主要平台。
第一次村民大会由村民投票形成虫草采集方案,这时要求驻村干部和负责民警必须到场进行
监督。 基层政府在村里有了方案后再直接介入,表现在方案的正式生效必须经过乡政府的批准,并
且在第二次村民大会上由乡领导进行宣布、强调注意事项等。 总之,村民大会是制度供给的重要载
体,基层政府对村民大会中的介入体现在按照正式制度的要求监督村民大会的召开、维持村民大会
的秩序、切实保障村民的投票权利,并赋予村民大会通过的方案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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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达成集体行动,成员之间进行相互监督,同时也对外部采集者的采集行为进行监督。 而基
层政府的监督主要是针对没有采集权的外部人员。 在虫草季,90% 的乡镇政府公职人员会参与到
虫草采集监督中。 其中,虫草工作小组驻守在村中,其他公职人员轮班进入检查站。 在 Y 村,由于
存在外地人进入的情况,检查站工作人员面对不熟悉的外地人还需要与村干部、社长进行随时的沟
通确认。 基层政府有效保障了许可证制度的运行,禁止非法进入。 在制裁方面,对于违规的外部采

集者和“ 非法采集者冶 ,内部采集者的监督虽然可以发现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对他们采取制裁措施。
这时,基层政府和派出所具有权威性,将对违规的外部采集者和“ 非法采集者冶 进行处罚。 因此,基
层政府协助社区进行监督与制裁,其目的是保障正式制度“ 区分产区内外群众、明确虫草权属冶 的
落实。
在冲突解决机制方面,在玉树州“ 县统筹、乡协调、村管理冶 的多层管理体系下,协调有关虫草
采集的冲突是基层乡政府的重要工作。 基层政府作为外部治理者利用其权威处理内外部采集者之
间的冲突,同时调解村民对村集体的意见。
基于上述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具体作用和过程中,我们试图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行为逻辑。
我们发现,作为上级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一个连接纽带,乡政府对于上级政府政策在某些方面坚持原
则的同时,也会视具体实际情况对一些具体规则在执行中采取弹性的策略。
首先,基层政府坚守的原则就是对于虫草集体采挖原则的坚持。 访谈过程中,多名访谈对象多

次强调政府不允许虫草采集权私有化。 驻村干部说:“ 即使超过 70% 的牧户希望虫草采集权私有
化,( 私有化) 也不可能通过。冶 乡政府要求必须集体挖,因为分户采集政府没法管理。 这里“ 没法管
理冶 也正是基层政府直接介入虫草采集治理的原因,由于像虫草这类市场价格高的资源,如分开采
集,防止和避免引发激烈社会冲突的管理成本过高。 而这也是从之前玉树州虫草资源丰富的产区
杂多县及囊谦县频繁发生恶性冲突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政府需要将每家每户合在一起,作
为一个群体进行管理。 乡长说“ 我们肯定不能按每个社的想法走,而是要统筹各个村、各个社的情
况做全盘考虑。 乡上是分层管理,乡管村,村管社,社管户。冶 由此可见,基层政府坚持将“ 集体采
集冶 视为不能改变的原则,并不是从 CPR 资源本身的特点或是从产权的有效配置角度出发,而是为
了避免虫草采集过程出现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

然而,在坚持集体采挖不变的原则下,乡政府在具体规则的制定和监督执行过程中,也具有相

当的弹性。 如前所述,Y 村可以通过收取草皮费的方式允许不多于 600 的外地人进入,显然并没有
严格遵守玉树州政府的虫草采挖“ 外禁冶 这样的正式制度。 而之所以在“ 外禁冶 政策上对 Y 村网开
一面,是因为 Y 村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势险峻且交通不便,外人进入该村仅一条通道,因此便于监
督。 也正因为此,Y 村的虫草资源虽然也很丰富,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方才陆续有村外人员进

入,且人数也不多,没有像杂多、囊谦那样爆发采集冲突。 乡长说:“ 在玉树地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我们执行规定的时候,不能太教条。 在达到稳定的前提下,我们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冶
由此可见,虽然在行政上基层政府是正式制度的执行者,但维持虫草季的稳定是正式制度制定的初
衷和本质要求,同时维稳本身也是当地基层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在保障安全和稳定的前提
下,基层政府没有对 Y 村允许进入的“ 外地人冶 的做法进行强制干预。 同时,在维持社会稳定的目
标下,基层政府积极协助社区管理“ 外地人冶 ,表现为在检查站对“ 外地人冶 身份的严格识别和确
认等。

综上,基层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执行者,在规则制定、监督与制裁、以及协调冲突方面发挥作
用;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坚持“ 集体采挖冶 不变的原则,同时对不威胁该原则
的村内自治规则弹性地采取默认的态度。 在 Y 村能够有效管理“ 外地人冶 的前提下,基层政府将
“ 是否允许外地人进入冶 的决定权下移至社区,并协助社区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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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Y 村案例展示了基层政府介入社区资源治理的一种 CPR 治理模式。 本文通过八项原则对该

治理模式进行有效性评价,认为社区与基层政府相结合的 Y 村治理模式是有效的。 基层政府的作
用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介入制度供给,表现为基层政府对村民大会的监督和对虫草采集方案的赋
权,但不干预社区成员的意见表达意见。 二是对违规进入的采集者进行监督与制裁。 三是解决内
外部采集者、村民与村集体的冲突。 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坚持“ 集体采挖冶
不变的原则,同时对不威胁该原则的村内自治规则弹性地采取默认的态度。

CPR 理论一直以来关注的是社区内部治理的有效性和优势。 社区有着良好的社会资本,具有

信息优势,并且激励充分,资源使用者对制度变化也有良好的回应。 但是基于社区的自我管理往往
只能在封闭、稳定的范围内实现,因为内部成员潜在的多次互惠博弈过程是构建社会资本达成信息
优势的前提。 对于社区之外的治理者,相关研究通常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作为外部变量,不考虑其
影响力甚至作用机制。 而对外部治理者的直接介入,往往被视为瓦解社区治理格局的 “ 洪水猛
兽冶 [21]481 - 484 。 但本文展示了一个不同的情景:既有外部治理者的介入,又保持社区对资源的自我
治理。 在这个案例中,基层政府具有正式制度的执行者的“ 外部冶 治理者和直接介入社区治理的
“内部冶 治理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其行为逻辑是复杂的。 本案例将基层政府从笼统的所谓“ 外部治
理者冶 群体中剥离出来,对其在社区资源治理中的行动及行为逻辑进行专门研究。 研究发现,一方
面,基层政府严格执行正式制度的原则,落实正式制度要求;另一方面,对社区自然资源治理的规
则,即使有违于正式制度的具体规定,但是在不触碰到正式制度原则和要求的前提下,基层政府选
择不强制干预。 在 Y 村,基层政府的弹性干预与社区自治相结合,共同实现了有效地虫草采集治
理。 因此,针对共有资源治理的研究,有必要在理论构建和实例分析中关注外部治理者的角色和内
在行动逻辑,既不能将其忽略,也不能将其脸谱化。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 CPR 治理理论一直将边界清晰视为必要条件,但随着交通和经济的发展,

地域边界逐渐模糊、人员流动性加强,面对这一现实,CPR 治理理论是否仍具解释力也受到挑战。
尤其是对于具有巨大经济价值和处于重要生态区的自然资源,一旦外部的资源采集者只选择进行
单次博弈,将会打破原有的社会资本,社区的自我治理面临危机,对生态也将造成重要打击。 如前
所述,本案例 Y 村实际上面临两类外部采集者的冲击,但是不同的应对方式为 CPR 管理提供了成
功经验。 对于持采集证的本乡外村人,实际是基层政府在社区层面以上的尺度在管理,包括颁布正
式制度文本,制度的执行以及监督等;而对于直接向 Y 村支付“ 草皮费冶 的“ 外地人冶 ,本案例也证明
了在基层政府的协助下,村集体内部可以通过自治的方式建立应对外地人的规则,以集体行动的形
式与外地人进行长期的、多次的博弈。 这意味着 CPR 理论一直强调的“ 资源使用者边界清晰冶 是社
区治理成功的条件,或许不是一个强约束条件。

对于治理机制的探索,奥特特罗姆夫妇同期基于对大城市治理性质的描述提出了多中心理
论

[22]

。 与 CPR 理论多层次分析框架相同,多中心理论构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IAD) 同样包括

宪法选择—集体选择—操作层次三重结构,强调具体的操作行动对宪法选择、集体选择的反馈。 正
式制度与自然环境以及社群特点相适应的思想是多中心理论中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IAD) 的核
心 [23]10 。 但作为行政分析框架,多中心理论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制对其他治理机制的包容,最终达
成包括政府—市场—社区在内的多种中心“ 协作生产冶 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机制。 具体而言,多
中心理论是以政府为“ 多中心冶 的“ 中心冶 ,虽然也强调政府与社区的相互作用,但是通常将社区作
为一种协助政府管理的手段。 政府需要使得管理制度与社群特点相适应,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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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纳入传统的社区治理机制。 而 CPR 治理理论是以社区治理为核心,即将“ 社区冶 作为“ 多中
心冶 的“ 中心冶 。 具体而言,在本文讨论的虫草采集治理变迁中,是以社区为主体探究与政府的相互
作用机制,考虑的是基层政府如何配合传统的社区治理机制。

从更长的尺度看,案例地的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利于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 Y 村在部落制时

期实行共有制,大集体时期也保持了自然资源的共用,虽然草场资源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外部正
式制度干预实行承包到户,但对于虫草资源则一直保持共用。 案例地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区,在过去

30 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因此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还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 同时,当地村
民受到宗教的影响,而藏传佛教中包含了对生态的敬畏,使得当地村民的生态意识比较强。 这些都
有利于当地社区自然资源治理中集体行动的达成。 本文作为个案研究,所得结构是否适用于其他
地区,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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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鄄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 Case of Caterpillar Fungus Collection in Y Village, Yushu of Qinghai Province
HE Dingling摇 LI Wenjun
Abstract摇 The theory of common鄄pool resources ( CPR) governance takes the different level governments outside the com鄄

munity as a whole and treats it as an external variable, and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how governments
function in CPR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the local government which is the interlinkage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the for鄄

mal institution makers in the upper鄄level governments. In the Y village of Yushu of Qinghai Province, the community鄄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till works in the caterpillar fungus collec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directly intervening.

Whether the governance mode of the Y village was effective or not? What was the function and behavior logic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when it involved in the community CPR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we firstly evaluated the effec鄄
tiveness of the CPR governance mode of the Y Village by applying the eight principles for successful CPR management pro鄄

posed by Ostrom; then we presented the functioning roles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when intervened the community CPR
management; finally, we analyzed the behavior logic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e found that it蒺s effective gov鄄

ernance by the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y governmen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
supply, supervision, sanctions, as well as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conflict. The logic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as that, insisting the caterpillar fungus must be kept as the commons in the village level to sustain the social stable, under
this unshakable principle the county government took flexible strategies to support and facilitate the community蒺s self鄄man鄄

agement. Theoretically, our study highlights that the outside government is not just an external variabl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needs to be explored further to develop the CPR theory.

Keywords摇 Common pool resource; Community鄄based nature resource management; Local government; Caterpillar fungus
collection; Qinghai鄄tibetan plate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