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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
□

王亚华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公共池塘资源（ 例如森林、渔业以及灌溉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在实践中呈现出高度的复

往下依次分解。

ＳＥＳ 框架是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升级而来

杂性。 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普遍认为公

的，并特别适用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可谓是综合

共池塘资源的用户们不能通过自主治理来有效管理

奥斯特罗姆一生公共事物研究的集大成理论之作。

资源，采用政府管理或者市场管理才是防止资源过

在综合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用这个

度消耗的必要手段。

框架识别出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可能性的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学者们才逐渐认识到应

１０ 个关键变量：包括资源系统的规模、系统的生产

最终奥斯特罗姆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 公共事物的

性、用户数量、领导力、社会资本、知识、资源对用户

该进一步研究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制度的多样性。

率、系统动态变化的可预见性、 资源单位的可流动

治理之道》 一书中提出：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用户们

的重要性和集体选择的规则。 在此基础上，波蒂特、

可以实现成功的自主治理。 然而，为什么实践中一

詹森和奥斯特罗姆对此框架进行了升级，纳入了通

些团体通过自主治理成功管理了当地资源，而有些
却失败了？ 经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许多因素

过实证研究识别出的 １２ 个影响用户自主治理的最

常见变量；梅森－迪克通过对灌溉系统的专门研究，

会对用户们的集体行动选择产生影响。 例如，奥斯

揭示了影响农民参与灌溉管理的重要变量，包括水

特罗姆认为八项设计原则是公共池塘资源实现持续

资源稀缺性、用水户协会的规模、用户的社会经济异

良好自主治理的关键；阿格拉沃尔则总结了超过 ３０

个变量，认为它们都可能影响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
治理与用户的集体行动。
然而，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

质性、领导力、社会资本、与市场的距离及政府政策。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

的关键变量，是利用 ＳＥＳ 框架对自己一生发展的自

主治理理论的集成，是奥斯特罗姆学术思想的精华。

都只是或然性的而非确定性的。 尽管八项原则明确

本文尝试运用此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

了自主治理成功运作的主要条件，但仍难以成为研

行动问题。 为此本文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

究复杂社会生态系统问题的诊断工具。 而影响公共

现象，即中国古代灌溉管理经过漫长的演化，到了晚

池塘资源集体行动的变量如此之多，显然增加了诊

期特别是 清 朝 中 后 期， 自 主 治 理 的 制 度 形 式 大 量

断社会生态系统问题的复杂性。 因此，诊断复杂的

涌现。

社会生态系统问题，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论。 为此奥
斯特罗姆发展出一套新的系统诊断方法：多层次嵌

套性框架，即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简称 ＳＥＳ） 。 在该

运用 ＳＥＳ 框架诊断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

种新的方法论。 波蒂特、詹森和奥斯特罗姆对这一
方法论的基础曾经做过如下解释：“ 在分析实证案

框架中，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行动者（ 早

例时，研究者或政策分析者必须判断：如果用户们继

期版本为用户） 这四个构件属于第一层级变量。 它

续旧规则或者尝试去改变它们，上述因素如何影响

们共同影响着在一个特定行动情景中的交互作用和

用户们在一个特定情景下所面对的预期的或潜在的

互动结果，并且也受这些交互作用和互动结果的直

收益和成本。 研究者或政策分析者可以从列出的变

接影响。 上述变量，还被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政

量开始，分析这些变量可能对这些用户们的成本与

治和生态环境背景变量影响。 因此，ＳＥＳ 框架的第

收益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 在特定案例中，其他的

一层次一共有八个构件。 其中所显示的一级变量，

变量也可能进入诊断分析。”

其中任何部分都可以被分解为二级变量，并且可以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以及历史资料，在 ＳＥＳ 框架

１０９

ＣＵＡＡ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３５

ＳＵＭ．２０４

历史学研究
ＨＩＳＴＯＲＹ

指引下识别影响灌溉系统自主治理的潜在变量，以

１．解释灌溉自主治理的兴起。 在建立 ＳＥＳ 二级

探索影响灌溉管理制度演进的关键因素及内在机制

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把这些变量联系在一起来

的解释。

解释中国清朝基层灌溉自主治理模式的涌现。 这是

中国古代从秦汉至明清的灌溉管理演变揭示了
灌溉管理模式的变迁趋势。 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
权，从官方力量主导到地方自治兴起，这一过程伴随
着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和灌溉管理绩效的提高。 经过
千年的不断演化，至古代中国的晚期，灌溉自主治理
在基层灌溉事务中大规模涌现。 特别是在清朝的中

后期（１８、１９ 世纪）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灌溉自主治
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基层管理模式。

一幅因果联系图，它揭示了 ＳＥＳ 系统中关键变量间
的相互作用。 第一，自治程度变量的作用。 这是使
灌溉自主治理成为可能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中央集
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尤为重要。 从 １０ 世纪的唐朝开
始，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的自
治权。 到明清时期，这种乡村层面的自治权得到进
一步扩展。 特别是在清朝，政府通过赋予宗族和乡
绅合法权力来支持他们的权威，同时支持乡规民约，

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

即由宗族长老和乡绅根据当地情况在官方意识形态

制，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何自主治理的灌溉组织

的指导下制定的民间规则。 这些政策塑造了乡村自

在古代中国的晚期特别是清朝中后期大量涌现呢？

治并推动了民间灌溉组织的发展。 第二，领导者变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灌溉管理中的这一重大变革？ 对

量的影响。 它为当地自治程度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此，本文引入奥斯特罗姆提出的 ＳＥＳ 框架和自主治

如上所言，在清朝，宗族权力和乡绅的出现是引人瞩

理理论来做诊断和回答。 本文认为，清朝中后期自

目的，这可以归因于利户社会经济属性的变化。 村

主治理在基层灌溉管理中的大规模涌现，并非是一

民们异质性的增强可以进一步归因于经济的发展，

个偶然现象，而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 通过考察中

而经济的发展是背景设定中的一个变量。 第三，社

国古代灌溉管理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自主治理的
发展其实是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结果。

会规范 ／ 社会资本和当地自治程度相互作用并构成

了清朝灌溉自主治理模式的核心部分。 清朝时期，

中国地域广阔，制度安排具有区域多样性，即使

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变得强大，不仅是因

在清朝，各地的灌溉管理也各有区别。 本文选择山

为政府政策支持了民间规则推动了当地自治程度的

西省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原因是古代自主治理在中

发展，还因为其他变量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对社会

国北方发展水平最高，而山西省尤为典型。 但这并

生态系统的认知。 例如，清朝时当地百姓对灌区的

不意味着山西省是一个特例，自主治理作为一种治

物理知识和规则体系已经拥有丰富的知识。 另一个

理模式，在清朝时期很多地区的基层灌溉管理中有

变量是资源利用历史能够增强社会资本，并且能巩

一定普遍性，而其他地区与山西相比，只是在自主治

固集体社会规范。 在清朝晚期，中国北方的很多灌

理的程度或具体样式上有所不同。

溉系统已拥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有

下文将对显著影响自主治理的变量进行检查，

并遵循 ＳＥＳ 框架的变量列表对这些变量在历史中

的演变，特别是在清朝的具体情况进行对照分析。
限于篇幅，本文将 ＳＥＳ 框架中的变量检查集中于奥

助于当地民众积累知识并塑造稳定的社会规范。 同
时，对灌溉的依赖性变量也很重要。 清朝时，灌溉水
源的重要性与有关灌溉管理的规范和规则之间存在
紧密的因果联系，灌溉水源重要性的增长为当地民

斯特罗姆（２００９） 指出的影响自主治理的关键变量，

众发展有关灌溉的知识提供了更多激励。

不意味着其他变量没有变化，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

因素，以理解在复杂的因果关系链中灌溉依赖性变

个变量在历史上都可能是不断演变的。

量的变化。 一个因素是农户人数的剧烈增长，这可

对 ＳＥＳ 框架中的其他变量不再逐一介绍。 但这并

自主治理在清朝中后期的基层灌溉管理中已经

非常盛行，可以将其视为 １９ 世纪中国基层灌溉管理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进一步甄别出其他影响

以进一步归因于人口趋势这一背景变量。 另外一个
因素是稀缺性的增加，这也增强了水资源的重要性。

的一种普遍类型，而山西省可以视为当时的一个典

最后，背景设定和资源子系统中变量的变化为自主

型代表。 这一部分将结合中国的历史资料，逐一考

治理提供了驱动力。 在社会、经济、政治的背景设定

察 ＳＥＳ 框架中与自主治理可能相关的第二级变量：
（１） 灌溉系统规模；（ ２） 稀缺性；（ ３） 系统动态可预
测性；（４） 当地的自治程度；（ ５） 行动者的数量；（ ６）

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７） 资源利用历史；（ ８） 领
导力 ／ 企业家精神；（９） 社会规范 ／ 社会资本；（ １０） 社
会生态系统的认知；（ １１） 对灌溉的依赖性。 ＳＥＳ 框
架中关键变量的相互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１１０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５ 卷 总第 ２０４ 期

中，经济发展、人口趋势和政府政策的变量可以看作
是影响治理子系统和行动者子系统中的变量的外生
变量。 对于资源子系统来说，稀缺性是影响其他子
系统的外生变量。

２．解释资源系统的变化。 如上文分析，资源子

系统的变化可能会冲击治理子系统和行动者子系
统。 然而，资源子系统的变化不应该被视为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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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演变，而应理解为与其他子系统的变量相互作

响变量的确富有解释力。 在此之外的其他一些变

用的结果。 一个初始变量是背景设定中的人口趋

量，比如资源利用历史，对自主治理的影响也不可忽

势。 清朝人口的剧烈增长导致了土地开垦和水资源

视。 更值得关注的是，ＳＥＳ 框架中的经济、社会和政

开发因素的变化，而它们又共同导致了水生态系统

治的背景设定，可能比既有的认知更为重要。 它们

的退化。 水资源稀缺是由生态退化造成的系统生产

可以为自主治理的发展提供初始动力或支持性环

力下降的结果。 在清朝，人口增长所诱发的水资源

境。 在这些变量中，如政府政策等背景设定，已经由

开发极大地刺激了对水利基础设施的需求，这种需

梅森－迪克提出，但是本文研究发现人口趋势、全球

求催生了许多小型水利工程和小型灌溉系统，并且

化和技术进步等变量也非常重要，这些变量在以往

经济发展这一背景变量为新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

文献中很少被提及。 这说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

而新的水利工程又将提高系统动态的可预测性。

理的影响因素，并非是完全确定性的，而是具有或然

３．解释人口趋势。 根据上述分析，人口趋势变

量很可能是导致清朝社会生态系统发生巨大改变的

性和状态依存性的特征。

运用 ＳＥＳ 框架的诊断分析，为灌溉自主治理在

关键因素。 正如之前引用的数据，清朝时期人口增

中国古代晚期涌现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解释：１６ 世纪

长了四倍，这也是中国古代最显著的人口增长时期。

大航海时代推动的全球化，使美洲的甘薯、玉米和土

于是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清朝时期出现

豆等新农作物品传入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伴随

了如此剧烈的人口增长？ 背景设定中变量的相互作

着长期的政治稳定和“ 摊丁入亩” 的税制改革，推动

用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 从 １７ 世纪中叶清

朝初期开始，出现了长达 ２００ 年的政治稳定，这直接

清朝时期人口增长了四倍；由此推动了灌溉农户数
量的激增，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强度迅速增加，

导致了人口倍增。 同时，经济发展也显著促进了人

水生态系统的退化进一步增加了水资源的稀缺性；

口增长。 尽管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古代多个朝代都发

应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及自然生态系统变化带来

生过，但较其他朝代清朝保持稳定的时间要长得多。

的冲击，社会系统做出了响应，特别是大量水利工程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且为历史学家所熟知的因

的兴建和更为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农户在漫长历史

素就是政府政策和农业技术的改进。 １７１２ 年，康熙

中积累了丰富的灌溉管理知识，形成了围绕灌溉用

推行“ 摊丁入亩” 的财政改革，取消了根据人口征收

水分配的乡规民约，随着清朝宗族势力和士绅阶层

的人头税，将其改为根据丈量的土地面积进行征税。

的崛起和乡里制度的发达，最终导致灌溉自主治理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这项政策大大刺激了人口增

在清朝大规模的涌现。 清朝灌溉自主治理的发展，

长。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明末时期，也就是 １６ 世

有效地提高了灌溉管理绩效，支撑了农业产出和激

纪的世界大航海时代，甘薯、玉米和土豆等新农作物

增的人口。 因此，清朝灌溉自主治理的大规模涌现，

品种被引进中国。 由于这些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产

本质上是社会系统面对各种外部冲击，所做出的适

量大，且适于在旱地和山地种植，因此在清朝时期被

应性调整，以达到社会生态系统的调适稳定和持续

广泛种植，适合耕作的土地也因为这些新作物的引

发展的目的。

进大为扩张，也直接导致中国可供养人口数量的激

本文分析展示了社会生态系统中变量之间复杂

增。 因此，大航海时代伴随的全球化这一背景变量，

的相互关系，这正是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的困

使得美洲的农作物种植技术传播到中国，引发了中

难所在。 鉴于社会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大量因素及其

国农业技术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全球化及

之间的复杂联系，传统的经验分析难于胜任识别关

其驱动的技术进步，似乎为整个系统的变革提供了

键影响变量的任务，更难以建立这些变量之间因果

初始动力。 换言之，在解释清朝灌溉自主治理兴起

联系的系统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ＳＥＳ 框架代表

的漫长复杂的因果链条中，１６ 世纪的全球化有可能

了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即提供全局性的认

是肇始因素！

知框架和系统的变量检查，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复

如何诊断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变迁，是社

会科学家面临的持久挑战，奥斯特罗姆提出的 ＳＥＳ

框架，是近年来在这个方向上取得的重要进展。 本
文运用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框架及自主治理理论，对
古代中国灌溉自主治理的涌现提供了一种多变量组
合的系统解释，展示了 ＳＥＳ 框架在诊断社会生态系
统复杂性方面的适用性。

运用 ＳＥＳ 框架对中国古代灌溉管理制度演进

的分析表明，奥斯特罗姆所识别的自主治理关键影

杂性提供科学的指引。 本文分析展示了这种方法论
的应用示例，尽管还比较粗糙，但其代表的方法论值
得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 展望未来，在
ＳＥＳ 框架或者更好的改进框架的指引下，社会科学
工作者可以发展出更好的理论，不断增进社会生态
系统治理的知识积累，实现对社会生态系统更为精
致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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