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人民調解”制度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歷史考察 

——以 1940、1950年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為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何浩 

 

“人民調解”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革命歷史實踐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

司法制度。1“人民調解”制度中的“調解”二字，使得它區別於司法制度中的“訴訟”；

而“人民”二字，則使得這種在中國革命歷史實踐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調解制度既區別于中國

傳統調解方式，也區別於西方近十幾年中發展起來的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運動，以及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司法調解制度。2那首先的問題除了應瞭解“調解”

的歷史發展概況，更重要的是，如何來理解這個“人民調解”中“人民”的特定歷史意涵？ 

“調解”制度在中國，尤其是在近現代史中，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它在中國社會中的

功能和展開程度也隨著整個司法結構及其歷史變遷而發生巨大變化。比如在清代的社會系統

中，一個州縣政府官員，他負責的可能是一個人口多達數十萬的廣大地區的一切事務。他必

須應付公共秩序的維護、全程司法（包括對罪犯的偵查、逮捕、判決和懲罰）、徵稅、人口

登記、公共事業與福利管理、促進教育和文化、主持公共儀式以及眾多其他職責。法律不允

許官員是所在轄區的本地人，他的任期通常為一年或兩年，所以，他往往不熟悉當地的方言

和習俗。在這種情境下，官員必須倚助大量的助手、書記員、差役、私人秘書和僕人。3在

某些歷史時期，這種社會運轉系統能夠以極少量的行政人員管理極大面積的疆域。可一旦這

種運轉系統中的結構性因素出現變動，比如晚清時期由於人口劇增、白銀波動、經濟衝擊等

等，這些大量的行政下屬便會因各種原因構成程度不同的貪婪、腐敗和蠻橫的“衙門”機

構，使得訴訟不但成本極為高昂，而且冤情重重。即便當原告成功獲得有利判決之後，他往

往發現法律給予他的救濟過於有限，或只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因為判決的執行取決於官府長

官的屬下。所以人們常說，“換了縣官不換衙役，換了衙役不換官司”、“贏了官司賠了

錢”。再加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無訟”觀念，更讓人們倚重以“調解”方式來處理撕裂日

常生活秩序的各種糾紛爭執。但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倚重“調解”，也即相當於倚重維繫日

常倫理生活的“禮法”秩序。 

可是，當某些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狀況發生變化，尤其是當中國近代遭遇歷史巨變時，

這個“禮法”秩序及其“教化”方式也必須調整，否則它很難有效構建人際鄰里關係。按照

中國傳統觀念，保證禮樂順利發揮它們各自的作用的途徑是“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而最

有效的辦法是“教”。通過教化使人有所感悟。4傳統調解就極大依賴這種禮法的教化作用。

但這種思考方式沒有考慮“禮法”施行的歷史條件。“禮法”秩序本身並不能憑空存在，它

                                                        
1 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以“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到了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北方军阀制定了新的民事诉

讼规则，其中并没有法院调解。国民党政府的《民事诉讼法》（1930-1931）引入了法院调解规则，但把它

限定为仅适用于较小的民事案件。只是到了 1940 年代，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才开始重视“人民调解”。

参加彭文浩：《中国调解制度的复兴：法院调解》，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352-353 页；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5 年。 
2 “调解”与“诉讼”在司法中的功能划分本身也是一种特定文化分类体系标准。本文暂且这样描述，后

文将逐渐阐述“调解”，尤其是“人民调解”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形成中的特殊历史内涵。 
3 柯恩：《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

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101 页。 
4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06 页。 



必須依賴一個特定的歷史結構關係來體現自身，必須通過某種具體形態的歷史媒介來施展自

身的力量。禮法教化一旦脫歷史，不但很難積極有效調解糾紛，而且易於變為強制，或根本

無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施加影響。我們可以中國現代法學大師吳經熊( 1899——1986)的一生

法學實踐為例。吳經熊是浙江寧波人，1920 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學院，同年留學美國密西

根大學法學院，1921年即獲法律博士學位。後赴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和哈佛大學遊學，對西

方法學可說是嫺熟於心。1924 年春回國後，他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後任東吳大學法學

院院長，1929 年任上海臨時法院院長，1933年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席，公佈了著名的“吳

氏憲草”，1949 年後長期客居美國，1966 年定居臺灣。他一生對西方現代法學、天主教法

學和中國傳統法學都有精湛研究，並與蔣介石父子交往密切。當他1966年（大陸正值文化大

革命時期）回到臺灣，他已經從早年的反叛傳統轉變為向傳統回歸，從自然法哲學角度重新

論證了儒家的禮法秩序和三民主義的正當性，並對國民黨政權寄予厚望。但他晚年在臺灣的

法理學和哲學思考，完全脫離臺灣1970-1980年代的現實狀況，並沒在臺灣社會結構的歷史

形成中打上烙印。5
 

當中國社會結構陷入某種特定歷史境況時，禮法所依賴的這個“教”如何能在這種歷史

結構下發揮作用？本文此處簡要回顧吳經熊的經歷，是想說明若要使禮法之“教”能夠發揮

作用，就必須對現實狀況保持充分的感知，調整我們自身的認知構架和感覺方式，調整“教

化”有效進入現實的途徑和方式。一旦歷史條件和歷史結構狀況出現新的變動，這個“教”

的方式也必須隨之而變。脫歷史化地固守禮法之教，無視歷史現實的新挑戰，不在認識論、

方法論上調整自身的認知結構，“教化”作用的發揮就極其有限。 

脫歷史化同樣是“人民調解”制度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於“人民調

解”中“人民”歷史內涵的把握，從而也會影響對“人民調解”制度複雜性的把握。“人民

調解”制度是中共革命在 1940-1950 年代的歷史實踐中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糾紛解決方

式，它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有一個生髮演變的過程。只有將“人民調解”制度放置到具體歷史

條件以及歷史條件的變動之中，我們才能準確把握這種糾紛解決方式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不

同社會功能，以及它在不同歷史時期構建出的不同社會結構關係，從而在“人民調解”制度

的具體歷史形態與社會結構因素的連帶關係中觀察它的思想含量和開放可能，避免立場先行

或抽象化的概念辨析，避免陷入為了抽象理論而徵用歷史材料的險境。而這一點，正是學術

界在考察“人民調解”制度時的最大困境。 

以法學界“人民調解”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陸思禮、傅華伶、彭文浩、季衛東、強世功

等為例。表面看來，學術界一般也把“人民調解”制度放置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來考察，一

個是延安時期，一個是 1949年的毛澤東時期，一個是 1979年之後的後毛澤東時期。但學術

界這種歷史視野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非歷史化的預設，他們往往將中國革命在現當代歷史

實踐中逐步發展出來的“調解”方式割裂地理解為某種固定模式，或某種模式的幾個孤立形

態。而不是將“人民調解”理解為在歷史結構動態演變中不斷消長盈虛的持續過程。無論是

文化解釋、社會功能分析、還是權力技術分析6，這些分析視角都具有一定的解析力，都在

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調解”制度的不同面向和特徵。但它們也都將“人民調解”分別割

裂或抽象為某種模型。雖然有的研究者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僅僅將它作為一種制度展開抽象描

述分析，而是轉向對調解過程的具體分析，但他們對“過程”的重視，也只限於對調解糾紛

過程的描述和分析，而不是將“調解”制度本身當做一個在不同歷史條件下不斷消長演變的

整體歷史過程。這就導致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在有的歷史階段，“人民調解”制度能夠發揮

高效率的歷史作用，而在有的歷史時期，“人民調解”則會變成單向度的政治化運作，也很

                                                        
5 吴经熊生平及学术资料参见曾建元：《跨越东与西——吴经熊的人与法律思想素描》，《清华法学》，第四

辑。 
6 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 



難解釋是什麼歷史條件和結構因素導致了這樣一些連帶變化。簡單來說，我們需要同時建立

結構分析和歷史分析的雙軸動態方式。一旦缺乏從整個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深層歷史結構來把

握“人民調解”的整體歷史視角，我們往往會陷入漫無邊際的歷史枝節；而一旦缺乏對歷史

縱深感的細緻體察和把握，我們同樣會陷入對“人民調解”制度的脫歷史化脫中國化的抽象

解讀，從而對於“調解”制度歷史演變的邏輯關係缺乏深度認識。下面我們分析一下陸思禮

的“調解”研究，來具體把握這一問題。 

陸思禮的“調解”研究格外值得重視，首先在於他獨特的討論方式。陸思禮的文章寫於

1960 年代。與其他研究者往往將“人民調解”孤立地作為一種司法制度展開考察不同，陸

思禮的論述方式突出地將“人民調解”放置在整個社會結構之中來處理。陸思禮認為，“人

民調解”首先是作用於一個已經被中國共產黨重組之後的中國社會7，這個被重組後的社會

與傳統調解制度所運行的傳統社會在組織結構、經濟方式、精神狀況方面都大為不同。所以，

他首先討論了這個重組後的社會在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方面的特徵，討論“動員”、“黨組

織”、“群眾路線”、“幹部和積極分子”、“矛盾論”、“居委會”等認識論、組織論、

哲學問題，他也具體討論群組織內調解和街道調解的區別等等。陸思禮對“人民調解”的研

究是將它放在一個社會結構關係中來討論，這就大大超出了一般將“調解”作為司法制度來

研究的論述範圍。既然是在一個社會結構關係中來討論“調解”，那對“調解”的界定和理

解，就不能局限在司法制度的層面來考察，而必須根據社會結構關係狀況來重新分析其在歷

史中的具體形態。 

不過，他的這種結構化方式相當程度上受制於世界冷戰格局的意識形態思維。在冷戰格

局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陸思禮相當政治化的把結構關係理解為：新中國社會

中的組織方式、觀念意識是直接控制和支配“調解”運作的社會結構。他沒有分析二者更為

複雜的歷史關係。他依據冷戰二元思維邏輯將新中國不同時期以及新舊中國前後不同社會結

構狀態中的“調解”抽象為某種固定的運作模式。即，在一個被重組的新中國社會裡，“人

民調解”在解決糾紛時的日常運轉機制為：調解+組織（強制性）；或調解+宣傳（政治化）。 

在他看來，“人民調解”所運轉於其間的新中國社會是一個被國家組織機構強行打造後

的社會，是一個必須配合中共政治化宣傳的社會結構。而他所認為的中國傳統社會中“調

解”相對於國家政權的自主性，現在在新中國社會中，已經被國家政治權力徹底穿透。在冷

戰格局下，陸思禮這一研究模式的背後其實是以資本主義自由世界所構想的社會結構圖景來

衡量新中國的社會運轉。他全文一直側重考察的正是新中國社會中個人空間與強權政治之間

對峙與侵消關係、中國傳統社會與新中國社會在個人與國家關係上的此消彼長。也正因此，

陸思禮認為：調解“政治化的後果是使糾紛‘解決’（更準確地來講）與其說是意味著具體

糾紛的解決，不如說是將其過於簡單地歸於抽象的政治。……因而，法官將虐待妻子的丈夫

定性為‘封建’；與兒媳發生口角的婆婆被告知分歧起於‘舊思想’；不能協調婚姻生活與

工作日程的年輕新婚夫婦被告知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房東被告知為了國家利益應該幫

助房客而不是向他收租金；妻子首先被告知她不能和丈夫離婚且必須在政治上‘教育’他，

然後被告知她可因他的‘不良政治立場’而與他離婚。每個案件中，爭議者的私人委屈為更

大的政治政策問題所超越和壓制。”8在陸思禮對“人民調解”的分析結構中，他過於以個

人與政治強權的對立關係穿透所有歷史階段，他也就把糾紛中的非政治化因素抽象化地理解

為與政治的對立關係，缺乏對非政治化因素與政治因素關係的歷史化視角。似乎這二者之間

是超歷史地、無條件地永恆對立著。 

比如他談到這樣一個案件。1959 年，一個企業工人從一個海外華人房產的國內負責人

                                                        
7 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

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145 页。 
8 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

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183 页。 



處租了一間每月 10元租金的房子。工人家庭成員來後，住了這套房的另一間，並答應，這

位負責人任何時候要使用這第二間房，他都會退出來。但由於工人實際上住了兩間房，負責

人要求將房租提高到每月 20元。街道辦事處讓一位叫“張大姐”的調解員來處理。張大姐

認為，工人住了兩間，只付一間房的房租是不對的；而負責人由於雙方意見不同就要求他們

都搬走也不對。“她認為雙方都讓一點達成和解就最好了。”在陸思禮的分析中，他認為，

這個張大姐在這場調解中僅僅是“企圖達成協議而沒有考慮任何政治因素。而且，當她建議

雙方都‘讓一點’以了結糾紛時，她表達意見的方式更符合傳統的而不是共產主義的解紛方

式。”9
 

在陸思禮這裡，是傳統的，就不能是共產主義的。陸思禮的結構性考察過於受制于冷戰

政治思維，他把傳統調解方式與中國革命的調解方式脫歷史化地絕對對立起來，而沒有看

到，在不同歷史結構狀況中，傳統調解方式中的“禮讓”與中共調解方式的政治化之間存在

著複雜糾纏的歷史關係。在不同歷史階段，“禮讓”的傳統調解與中共的政治化調解之間彼

此的結構關係，是會受到不同歷史時期各種因素的影響和決定的。這二者之間，是一個更複

雜的歷史實踐過程。如果真如陸思禮所說，傳統調解方式必定與中共調解方式對立，隨之而

來的一個問題是，中國革命既然與中國傳統如此勢不兩立，那它如何能內在於中國社會的結

構脈絡和感覺邏輯來做出調整和翻轉，它對中國社會的重組又如何能取得成功？僅僅靠外來

的共產主義思想就能對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爭執糾紛做出調解與縫合嗎？ 

陸思禮沒能歷史化地處理不同歷史時期調解制度的運作情況，而將中國革命從 1940年

代的延安時期、1949年新中國建國初期、1958年大躍進時期以及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的

不同歷史變化和歷史實踐看做是一個整體，這就導致他在處理材料和分析案件時，往往是抽

象來討論這些案件的意涵，似乎調解方式中的傳統因素就必然是非政治的、“無原則的”，

而調解中的政治化傾向，就必然是反傳統的。這種脫歷史化的考察，就很難解釋究竟是在什

麼樣的社會歷史的結構條件下，傳統調解方式會與中共政治化調解方式對立？如果我們歷史

化地考察“人民調解”制度，針對這個案例，我們至少應該追問，革命內部的這種“禮讓”

的調解方式所對應的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和歷史經驗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在 1959年這個大

躍進的政治激進時期，街道辦事處的調解人員會有“禮讓”的調解意識？從這種調解意識的

歷史經驗入手，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中共革命的內在結構到底包含什麼樣的具體歷史形態？

這種內在結構對於革命者、積極分子以及普通群眾的思想情感要求又是什麼？ 

其次，我們指出“人民調解”的歷史複雜性，並不等於否認陸思禮觀察到的個人與政治

強權在中國社會中呈現的某種具體形態。陸思禮在採訪移居香港者時已經提到，在一些離婚

案件中，階級出身比丈夫好的潑辣的妻子，就可能利用階級出身這一政治化因素積極尋求實

際上基於其他原因的離婚。因為“小資產階級”丈夫有“封建”行為的話，離婚就極為容

易。所以，喜歡另一個男人的妻子就會通過提出政治上的而不是更基本的原因來試圖結束這

段婚姻。而另一方面，的確，如陸思禮所說，“糾紛的政治化意味著個人認為是私人的、關

於小問題的衝突會被調解者看做是大不相同的問題。……調解者可能將更多的時間和努力花

在形成一個政治決定（改變爭議者的‘思想’或‘立場’）上而不是花在解決糾紛涉及的小

問題上。”再有，當調解中的政治化邏輯在歷史實踐中逐漸變得過於強勢，在調解糾紛時，

的確就會出現陸思禮繼續觀察到的，調解者運用“抽象原則，強調為了國家團結、集體生活

和提高生產而無爭，並相互協助，而雙方當事人的爭議淹沒於其中。……結果是雙方不能就

他們的最初爭議獲得有意義的處理。糾紛完結後原有的問題可能繼續存在，所以這是壓制糾

紛而不是解決糾紛。”10更進一步，當陸思禮所說的這種調解政治化的邏輯發展到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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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實踐中，就會發展為他說的諸種制裁：“包括小會大會上的批判，包括在他從未見過

的個人檔案中的記過，包括取消福利，或者是更正式的刑法措施。”11但“人民調解”制度

的所有這些具體形態，都必須被放置在具體的歷史階段和歷史條件之下來理解和闡釋，不能

脫歷史地直接被抽繹為個人與政治強權在理論上的經驗證明。這並非是要否認陸思禮所觀察

到的“人民調解”在歷史實踐中的形態，而是要建立起更多的分析層次，才能準確理解和把

握“人民調解”制度是在怎樣的歷史狀況下逐漸變成這樣強勢的政治化的。也只有通過多層

次的歷史結構分析，才能真正把“人民調解”制度打開，使之成為一個開放性的思想源點。

這一點我們後文還會討論到。 

再者，陸思禮將“人民調解”放置在一個被重組後的社會結構關係中來觀察。可既然是

一個“被重組”的社會結構，那必然將涉及到中國社會內部非常多層面和層次之間衝突、破

裂、尋找、嘗試、失敗以及重建的過程，它是一個充滿皺褶的歷史實踐，不是一個光滑如鏡

的物理轉變，不是一個一次完成或一蹴而就的過程。在這一歷史實踐過程中，“人民調解”

也不是一個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法寶，它是在中國革命歷史實踐中與中國近現代以來形成的

特定社會結構各因素間反復纏鬥中，逐漸進入其歷史脈絡和內在理路，形成有效的糾紛解決

方式和動員方式。它是伴隨著這一歷史實踐而產生和發展的，同時它自身也在這一實踐中逐

漸與中國社會各因素間構成新的結構性關係，並在新的結構性邏輯關係中進一步演變。陸思

禮凍結了這一充滿曲折顯隱的歷史過程，將“人民調解”直接理解為一個個人與政治強權非

此即彼的博弈過程。他原本可以在傳統到現代這樣變動分化重組的歷史結構關係中打開“人

民調解”的多樣性和豐富層次。可他將“人民調解”結構化的同時，卻脫歷史化地處理了原

本複雜得多、思想含量豐富得多的社會結構。他從冷戰結構思維出發把社會“重組”理解為

一個單純的、靜態的個人與政治強權之間的二元對立結構。正是出於這樣的思路，陸思禮區

分了新中國“人民調解”中組織內的調解和社區中的調解。這一區分的著眼點即在於政治權

力對於私人空間的滲透和控制程度。組織由於掌握了糾紛者的所有資源，也就手握絕對權

力。在組織內的調解中，個人也就毫無還手之力，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機會。而對個人而言，

社區由於並不掌握糾紛者的各種資源，它的調解的強制性就會相對鬆弛一些。可如此一來，

陸思禮就很難解釋，這樣高度控制性的組織結構，如何能成功翻轉和重組自近現代以來就問

題重重的中國社會？這樣高度政治化的調解制度，如何能在革命歷史過程中有效處理社會糾

紛？尤其是在 1940年代，中共的軍事控制力還僅限於陝甘寧邊區和一些地方根據地。當 1939

年全國抗戰局勢發生變化，全國各種力量開始湧入延安時，很難想像這種高度單一化和政治

化的調解方式能夠有效處理延安地區複雜而多變的日常糾紛。 

從這樣的歷史化視角進入“人民調解”，我們就可以把陸思禮二元對立的分析方式進一

步相對化。個人與政治強權的對立並非是中國革命中“人民調解”制度解不開的死結，而是

中國革命重組社會後多重邏輯運轉到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結構性症狀。它在某種程度上的確

是真實的，但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超歷史的。正是在這個歷史化前提之下，我們可以繼續

追問，中國革命在 1940年代是如何重組中國社會的？這個被中共重組起來的社會，其在不

同歷史時期的運轉邏輯有哪些形態上的不同？作為獨創性的“人民調解”制度在中國革命

的這些實踐摸索中又到底處於什麼樣的思想地位？它在新社會的這些不同邏輯結構之中，又

是如何被打造和做出調整？在這些調整與變動之中，“人民調解”制度的基本原則又是如何

在不同歷史結構關係中形成不同具體形態？ 

由此，陸思禮在論及中共調解與傳統調解方式之間的區別時，他所極力區分的兩種“調

解”方式對於“和解”的不同態度，也需要進一步加以歷史考察。他認為，傳統調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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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是和解，而共產黨反對和解，黨斥之為“無原則的調解”。“共產黨基本的矛盾論和通

過鬥爭解決矛盾的需要要求運用面對面的衝突，誘導‘自我批評’而不是避免衝突。這比儒

家之修身的強度更激烈，其目標在於更積極的政治結果。”其表現之一則是“共產黨企圖壓

制諸如對群體和朋友的忠誠、以及與個人對社會的義務相乖違的私人偏好之類的價值觀。為

了儘量改變價值觀、改變維持這些價值觀的權力關係，共產黨已經嘗試以反映國家價值觀和

利益的解紛方式代替調解中的討價還價。”12如果從歷史化的視角來描述這個被重組的新社

會，我們需要建立起更多層次的歷史結構，才能更好地對這個“和解”展開更加複雜的描

述，否則很難對問題展開進一步思考。在本文後半部分我們還會更清晰看到，在延安時期的

陝甘寧邊區，糾紛中民眾的討價還價並不能打開他們所深陷於其中的結構性困境，討價還價

可能只是使他們反復糾纏於小農意識和自私利益之中。中共對傳統“和事老”式和解的批

評，背後有著對中國近現代以來深層結構困境的積極回應。中國革命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

社會結構關係中和層次位置上，對“和解”、“鬥爭”的把握方式和認知感覺都相當不同，

這一點必須給予歷史化的描述，才能解開凝固在“人民調解”中的重重枷鎖。 

通過討論陸思禮的調解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對“人民調解”展開結構化的同時，還必

須對之進行歷史化的描述和整理。目前學術界對“人民調解”制度的研究同樣普遍存在脫歷

史化的傾向。這種脫歷史化存在於兩個層面。第一個是不對歷史實踐基本過程展開基礎性考

察，第二個是對這一歷史實踐過程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脈絡缺乏深入理解和反思。在冷戰格局

之下，陸思禮以資本主義世界對於個人與政治關係的理解來切割中國革命重組社會的多重歷

史實踐，建構起他對中國革命“人民調解”的結構化和非歷史化思考。他的思考雖然很出色

地將調解放在結構關係中考察其社會功能，但他受限於冷戰格局的政治視野，缺乏對中共重

組社會這一歷史實踐內在過程的基本描述和邏輯整理，他對新中國社會結構和組織方式的把

握便會相當依賴于冷戰思維和中共自身的一些觀念表述。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他直接將新中

國這個被中國革命重組後的社會結構的運轉機制等同於中共表述中的“黨組織”、“共產主

義”等等社會形態。可一旦冷戰思維和中共自身的表述與整理並不能完整有效把握中共在革

命實踐中所開展出來的豐富經驗，一旦中共對自身革命經驗的整理也是一個不斷遺漏、遮蔽

和抽象的過程，那陸思禮對中共理論表述的依賴就會極大限制他對中國革命以及“人民調

解”的理解。從冷戰格局的結構視野來理解中國革命的“共產主義制度”，而不是建立多層

次的分析構架來內在地把握中國革命，這導致陸思禮所建立起來的結構關係就會相當隔膜和

外在於中國革命。他對“人民調解”的理解和認知也就很難內在於中國革命的邏輯結構來觀

察這場革命，以及這場革命在應對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困境時所極力發展出來的“人民調解”

制度其真正社會功能的意旨與內涵。 

雖然到 1990年代冷戰在外部形式上已經結束，但冷戰時期自由與專制式二元對立的世

界理解模式卻轉化和擴散為新的二元結構模式，重組了學術界對“人民調解”的描述和整

理，“人民調解”研究中的脫歷史化問題仍然存在。在 2001年出版的頗有影響的一本調解

制度研究論文集裡，編者以“現代性”為核心試圖重新描述“調解”與“法制”之間的關

係。如編者所言：“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所謂的理論路徑甚至理論範式不過是為了更好

地理解問題而採取的方法或者策略，重要的還是問題本身：中國的調解制度和實踐在近代以

來面臨現代性問題挑戰所展現的獨特形態。因此，對調解制度的理解實際上並不是理解一種

普遍性的糾紛解決機制，而是理解現代性問題在中國展開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特殊的問題，

儘管這種特殊的問題依然具有普遍的意義。”13在這個以現代性為核心的整理方式中，“調

解”首先被放置在一個特殊與普遍對立的結構框架中。在這個構架中，“人民調解”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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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出的問題是，這種在中國革命歷史實踐中發展出來的解決糾紛的特殊方式與普遍性的現

代性進程之間是什麼關係？對特殊經驗的強調，有利於學術界對“人民調解”制度整個歷史

發展和運作機制的梳理。這本文集中收錄的一些文章在這方面做了初步的工作。14文章中提

出的一些歷史問題也相當具有啟發性。比如“調解制度為什麼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瑞金時期

而是在延安時期才發展起來？”“如果我們僅僅從單純的司法成本來計算，為什麼共產黨在

鼓勵民間調解的同時，不採取‘坐堂辦案’、‘就法律適用法律’這種理性化的司法方式，

來節約司法的成本呢？為什麼共產黨在司法力量極其有限的處境中，反而要反復批判‘坐堂

辦案’，強調費時、費人、費事的司法調解呢？15
 

在這本論文集中，編者把“人民調解”放置在“現代性”的構架中展開。不過更重要的

是，編者如何來理解和界定這個“現代性”？他認為，現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國家政權如

何伸入農村，或者說現代國家如何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建立起合法性並同時實現對傳統社會

的改造。”16中國近現代史上傳統向現代轉換的多層次多面向歷史過程，被編者進一步壓縮

和界定為一個“國家政權改造傳統社會”的過程（我們能夠看到冷戰時期的“個人與政治”

關係被替換為了“國家與社會”）。可這個“現代性”闡釋構架中的任何一個要素，其實都

需要被放置在歷史進程中重新結構化，而不能過快地用“國家/社會”二元結構預先封閉了

歷史實踐中未定型的、有待構成的多層次內容。比如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這裡的“國家政

權”和“鄉村社會”都是深受中國深層結構性困境的鉗制之下，有待被重組的未完成物。這

二者的結構關係並非是兩個實體之間的空間交往關係，而是共同處於一個不斷交疊打造、邊

界尚不清晰的空間之中。比如這個“國家政權”，它的具體歷史形態並不清晰，它有賴於不

同政治力量在歷史實踐中的不斷摸索和嘗試。晚清政權、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都在展

開各自的政權建設。這些不同的政權建設形態則會影響其不同的政權運行方式。如果不對中

國近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具體形態展開歷史考察，便會如編者那樣抽象地以“權力技

術”將這些具體而多樣的形態掩蓋。 

就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政權建設而言，在歷史實踐過程中，它所面臨的不是一個按照抽象

理論設置的場景，可以依照理論模型按部就班地對陝甘寧邊區依次展開“治安、財政、教育、

文化、習俗”17等等國家建設。若按照這一脫歷史化的設計方案，“人民調解”就只能是無

數國家建設手段之一。在這個意義上，國家也就成了不受任何歷史實踐影響的鋼鐵蒼穹，不

受任何人類實踐控制的絕對意志。這種敘述方式以一種後設視角強行切割、重構歷史。這種

脫歷史化的敘述，恰恰是在最根本意義上對編者所一再強調的靈活多變的、有血有肉的“具

體的人”的無視。這些特殊人群的特殊實踐也就喪失了作為建構普遍性的本體意義，而作為

普遍性的國家建設也就在根本意義上被抽空、被單一化了。這個普遍性就成為一個已完成的

普遍性，它不會真正遭遇特殊性的挑戰，從而將特殊實踐的特殊性納入進來，豐富自己。這

個普遍性是缺乏活力的死水。在這種脫歷史化的認知方式中，我們就無法把握晚清政府、辛

亥革命、袁世凱、北洋軍閥、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之間在意識內涵、組織形態、內部結構等

方面的具體區別，同時，也就無法區分這些不同政權形態在改造鄉村社會時的具體權力運作

方式，無法區分為什麼中共革命可以大力推進“人民調解”制度，而國民黨雖然也保留了

“調解”這一傳統方式，但始終無法將之有效推進到社會各個層面，甚至在感知結構中根本

                                                        
14 尤其是强世功的文章：《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专门讨论了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

“人民调解”制度初期的一些问题。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

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204-263 页。 
15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206，236 页。 
16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210 页。 
17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210 页。 



不會建立起“調解”的重要性。這一點我們從吳經熊那裡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將這個“國家政權”歷史化和相對化，將之放回到特定歷史時期的

特定歷史結構之中，在歷史實踐過程中來考察它的運作機制和構成邏輯。在 1940年代的中

國革命時期，中共面臨的是一個有著特定歷史結構和困境的中國偏遠地域。這一處境與 1930

年代瑞金土地革命時期不同，中共所面對國內局勢和國際局勢也不同；與 1920年代建黨初

期各方面都處於摸索階段也不同。中共自身也在與中國現實的應對和挫折中不斷總結並改造

自身的認知結構和內部構成。 

要在陝甘寧地區展開有效的政治建設，就必須首先要處理這個地區政治社會面臨的結構

性困境。中國近現代以來，鄉村社會或地方社會並非處於運作良好的太平盛世，而是也處於

失衡與失序的困境，面臨 18世紀以來由於內外衝擊而陷入特定歷史結構性困境之中。自清

中葉以降，由於人口和貿易的極大發展，引發了中國社會運轉結構的極大不平衡，移民和遊

民的大量增加，衝擊著依靠地主和自耕農為基礎的禮法秩序所維繫的中國傳統社會。貿易的

巨大變化也引發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危機。鄉村社會普遍面臨土豪劣紳、兵匪惡霸、缺乏組織

等等問題。就當時陝甘寧邊區而言，它是近代中國經濟最為落後的地區，移民又大量湧入，

社會秩序潰敗。18杜贊奇的“內卷化”其實談到了這一結構性危機呈現出的一些普遍症狀。 

要翻轉這一結構性困境，需要統治精英調整自身的認知方式和意識感覺，充分面對已然

發生巨大變化的中國現實。其中一個必修課則是重建現實感以及改造進入現實的認識論和方

法論。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以及知識青年又恰恰陷入“脫中國化”的認知方式之中。國民黨

雖然早于中共開始現代國家建設，但它在北伐之後，由於無法將大量有志之士轉換為自身所

需的積極向上的政治力量，迅速被吸收進來的腐化的北洋軍閥時期行政人員拖入泥潭。蔣介

石以及不少國民黨內精英雖然也曾多次努力展開各方面的國家建設，也曾希望調動諸多傳統

倫理道德資源，但他們在如何處理現實結構困境的認識論等方面創造性不足。中共在經過北

伐戰爭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之後，逐漸積累經驗，探索翻轉中國現實困境的各種途徑。到延

安時期，中共已經在努力翻轉中國近現代結構性困境的革命實踐挫折中積累起相當豐富的經

驗，並以知識形態整理出對中國現實的認識理解，以及進入現實的方法論。這一點從毛澤東

1920 至 1930 年代的一系列文本就很清楚。而在 1939 年前後，抗戰局勢發生變化，大量知

識青年和社會人士湧入延安，中共本身的黨員數量也大幅增加，如何將這些人轉化到中共自

身所希望的方向上，這成為重組社會的重要課題。“群眾路線”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步成為

中國革命極為核心的認識論和組織論。19
 

建立起這樣的歷史結構語境，我們才能理解，在延安時期不利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中

共會大力提倡以“人民調解”為代表的群眾路線實踐方式。比如 1941年 8月，綏德分區專

員王震等就向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報告說：這裡司法工作基礎較弱，案件複雜且多，如比之

                                                        
18 在建立根据地之前，陕甘宁边区的现代工业几乎为零。如边区首府延安，1936 年底仅有工商和服务业

168 户，从业人员 456 人。加之地处西北，自然环境也十分恶劣，十年九旱，到上个世纪初传统的农业经

济也已基本破产，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财政收入几乎为零。文化教育更是落后，全边区文盲率高达 99%，

盐池县的 1670 多人中，有中学生 21 人，连小学在内识字率不到 2%。在生存的压力下，整个社会支离破

碎，社会内部原有的血缘、伦理等联系纽带已荡然无存，因而纠纷极易产生。这一点通过现存的边区诉讼

案卷看得极为清楚。在案卷中叔侄之间、兄弟之间、母子之间的诉讼占了相当的比重，远远高于同期的江

南等地；加之民风剽悍，使盗贼、土匪亦较多。据统计 1937 年前延安市共有人口 3000，其中吸食鸦片、

好吃懒做、坑蒙拐骗、小偷小摸的二流子就有 500 人之多，占总人口的 16%。据统计仅 1943 年，全边区

就吸引外来难民 8021 户，计 29030 人，加之远道而来的数万中央红军和为围剿红军同样远道而来的数十

万国民党军队，外来人口数量短期之内呈爆炸般的增长。移民的增多进一步加大了普通民众生存上的压力，

新旧人之间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也极易在彼此之间引发纠纷。 
19 贺照田对于中国近现代以来面临的深层结构性困境的形成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建国探索有着非常出色的

分析。本文中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深层结构性困境的分析是借鉴他的研究。参见他的台湾东海大学的讲课

稿《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上海华东师大的讲演稿《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主题看中国现代

三次革命的发生与演变》。另请参见易劳逸：《毁灭的种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费正清主

编：《中华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延市法院，從幹部數量能力和案件單純來比，則複雜幾倍不止。尤其此地環境特殊，在民事

方面，如婚姻、土地、債務糾紛極多，且多數有關“施政綱領”的政策問題，因幹部經驗差，

在處理上亦多未盡適當，又因人少事多，案件頗有積壓，而人民對政策要求高，解決稍遲，

立刻有反映，請派得力司法人員，以便加強司法工作。更嚴重的情況還在延續。從 1942年

起，邊區還開展了精兵簡政運動，進一步減少了政府人員。邊區高等法院在精兵簡政運動中，

全院人員就從原有的 153人減少為 86人，其中真正從事審判的又不足 10人。在這樣的現實

狀況下，陝甘寧邊區政府還“一方面力圖通過鼓勵調解來節省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國家法又

通過調解來投入巨大的成本。如果我們僅僅從單純的司法成本來計算，為什麼共產黨在鼓勵

民間調解的同時，不採取‘坐堂辦案’、‘就法律適用法律’這種理性化的司法方式，來節

約司法的成本呢？為什麼共產黨在司法力量極其有限的處境中，反而要反復批判‘坐堂辦

案’，強調費時、費人、費事的司法調解呢？”20對強世功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的回答，不能

僅從意識形態或權力技術角度來分析，而需要建立更深層的中國社會內在歷史困境的結構性

框架，才能解釋作為群眾路線被理解和界定的“人民調解”的歷史內涵，才能理解中共通過

群眾路線，希望促使廣大幹部和抗戰後湧入延安地區的知識份子去直接觸碰中國現實，從而

迫使他們的知識構架在現實面前被打開，重新思考如何將這些現實問題納入知識構架之中，

在與現實困境的纏鬥中重建主體意識結構。 

不過，歷史的曲折和複雜性還在於，“人民調解”的實施並非一蹴而就。當一個民間禮

法秩序已然鬆懈，而外在政治力量又不能積極對這一民間社會結構所面臨的困境做出調整和

引導，允許民間調解，在事實上也就等於承認民間社會對於糾紛可以按照既有的方式來處

理。可任憑已然面臨困境的民間社會自治的後果是，中共所希望的人民調解就會被既有的社

會結構滲透和腐蝕：老百性中誰也解決不了誰的問題，誰也不聽誰的話，真正解決問題的還

是區鄉政府，村裡還是村主任來調解。而且經常會出現從鄉到區，區到縣，再從縣到區，三

番五次的調解。為了達到調解的成立，有的司法人員強迫調解，硬調解或者向當事人央告乞

憐說好話。總之，合理不合理不管，但求調解的成立。不僅如此，“人民調解”對“民眾滿

意”的過分追求，還向民眾發出了一種錯誤的消息，即司法機關沒有原則或是害怕民眾，從

而使糾紛中原本有過錯的一方借機拖延，反倒加大了執行的難度，也就加大了真正解決糾紛

的難度。有了這種認識之後，從 1946 年起，邊區政府開始對調解的政策進行調整。儘管仍

然強調調解在解決民間糾紛方面的作用，但同時又對調解進行必要的降溫，一是明確規定，

此後政府不再從事調解工作，將調解主要限制在民間的範圍之內；即便是民間調解也不再以

政府的名義加以發動。另一方面，在對上述問題的嚴重性有了清醒的認識之後，邊區政府領

導人便果斷地採取了措施，試圖克服民眾的“小農理性”或“眼前利益”，使其服務於黨和

邊區政府的目標或利益。 

人民調解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推行，關鍵在於鄉村社會是否存在有效的權威人物和組

織，因為調解作為糾紛解決的機制總是和權威人物和機構聯繫在一起的。問題關鍵在於，地

方精英或村莊原來的權威組織又是如何可能聽從共產黨的指導呢？又是如何可能自覺地按

照共產黨的調解原則來進行調解呢？因此，如何在共產黨和地方精英之間建立有效的互動關

係，並不斷能在群眾中轉換生成積極分子和地方精英，這成為人民調解是否按照共產黨的要

求來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這就需要一個“發動群眾”的動力轉換機制。可是，怎麼才能“發

動群眾”？單憑“意識形態教化”就可以做到嗎？國民黨同樣也做過大量“教化”的工

作，可為什麼無法見效？“新生活運動”、“三青團”、“藍衣社”等等，都是國民黨嘗試

的各種方式，但沒有一個能挽回人心。反而是蔣經國在贛南地區的諸多實踐，積累了可貴經

驗。 

                                                        
20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236 页。 



從這一段曲折歷史中，我們看到，不能割裂或誇大任何歷史時期的意涵，而必須將之放

在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邏輯之中來考察。中共在延安時期或者說在陝甘寧邊區建設中所建立

起來的社會組織模式和調解模式，並不能充分打開“人民調解”、“群眾路線”對於重組中

國社會的思想內涵。這在延安時期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人民調解”模式上就能

看到。當“人民調解”作為司法模式得以推廣後，其實仍然面臨一個如何才能發動群眾的問

題。如何使生產隊長成長為“積極分子”，舊式精英轉變為“調解英雄”，家庭主婦轉變為

“婦女主任”？這樣，他們既是內在於村莊的公認領袖，又是黨的一員。如何建立起互助組、

農業合作社、生產隊、民兵組織、調解組織、貧農協會、婦女協會、兒童團等組織體系，通

過這些組織，建立起村莊和國家的溝通？邊區的初步經驗是，調解工作必須與革命的群眾運

動相結合；與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結合；與生產相結合；與改造二流子相結合。而要具體

闡述這一動力機制的歷史生成與展開，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了。不過我們從這些分析中可以

看到一點，法學界在討論“人民調解”的獨特內涵時，總是在“合意本位與強制本位（民間

自治與國家強制），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程式規範導向與實體規範導向，手續簡化與手

續嚴格化，情節重視與法條重視，常識偏向與專業偏向”這樣的範疇之間來分析。但這樣的

理解基礎，其實只是基於一段尚未充分在歷史中展開的特定情境而言的。我們需要將這些二

元對立放回到歷史邏輯的展開之中並使之相對化，才能打破思維中的僵局。 

還有一個問題應該提到。正如柯恩和陸思禮等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人民調解”中所觀

察到的，“1958-1959 年大躍進期間，至少有半數以上的訴諸法院的糾紛是通過調解解決

的。”21但此時的人民調解，越來越強調“以高度概括的政策解決糾紛並教育雙方當事人和

旁觀者”。22“有一對新婚夫婦要求離婚，丈夫在工廠上白班，妻子上夜班。丈夫想在傍晚

與妻子發生性關係。妻子頻頻拒絕，因為她必須得去工作，丈夫氣憤之極經常打她。負責這

個案件的學生與夫妻雙方談婦女權利，談妻子正從事著幫助國家建設的有價值的工作，談雙

方需要妻子的收入。丈夫抗議說這些因素沒有一個與他的問題相關。學生們告訴他不准離

婚，雙方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這一問題。這一對夫婦就走了。”23在這些案例中，群眾路線

這個原本開放性極強的實踐方式越來越被封閉在高度政治化的政策結構之中（這個封閉過程

的歷史邏輯也需要進一步展開辨析），“人民調解”也越來越不對現實結構中的真正困境做

出反應。政治化的政策結構中也就會逐漸喪失對現實困境的感知，日益脫現實化地強行運

作。可以看出，在中共革命的歷史實踐過程中，群眾路線是疊加在中共革命的意識結構之中

的。群眾路線的有效途徑之一，是中共革命的意識結構能夠對群眾生活的現實狀況保持相當

的開放性，能夠不斷對現實狀況做出反應和調整。一旦中共的意識結構及其政治化的政策逐

漸緊縮，逐漸脫現實，它就會對生活中結構性困境的感知和回應不足，作為群眾路線之一的

“人民調解”也就會逐漸變成強制性的制裁、控制、壓抑與排斥。24因此，我們必須對“人

民調解”在中國革命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社會結構中的具體運作形態和具體社會效果展開

多層次的細緻辨析，才能緊貼著中共革命的內在脈絡和邏輯分析“人民調解”的真正內涵，

討論“人民調解”在歷史條件下參與社會組織建構的多種複雜性，以及這些複雜性對於中共

重組中國社會的重要思想意涵。否則，我們無法真正將“人民調解”這個在特殊歷史條件下

的實踐活動的思想意義打開，無法進一步思考，這種特殊歷史實踐對於新中國社會結構形態

的構成和演化到底有什麼重要意義。 

                                                        
21 柯恩：《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

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90 页。 
22 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

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166 页。 
23 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

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160 页。 
24 本文对群众路线和政治政策关系的分析，得益于贺照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分析。

请参见他在台湾东海大学的讲课稿《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当代文学》。 



的確，個人與政治強權、國家政權進入/改造鄉村社會的關係貌似都非常清晰，但在歷

史實踐中，它們各自卻並非是作為確定之物發生關係的，而是彼此同在尚未定型的歷史狀態

中遭遇。“國家政權”“改造”“鄉村社會”，這是一個涉及到非常多層次和層面的結構，

在這個結構框架的邏輯推進中，並非平滑的順承，而是存在多重轉換和斷裂，需要建立很多

步驟來分析每一個環節。而這正是本文一再強調“歷史化”的用意所在。通過這樣的歷史分

析，通過建立中國近現代史的深層結構性困境的視野，我們才能打開“人民調解”制度在歷

史實踐中對於重組中國社會的認識論和組織論內涵，才能闡釋“人民調解”這樣的歷史實踐

對於中共在重組社會展開國家建設時的社會學、法學和思想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