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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内在矛盾与“黄马甲”运动 *

魏南枝

2018 年底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已经持续了近四个月。这一场轰轰烈烈

的全民性社会抗议，其口号与诉求也具有“全民性”：有的反对垄断金融资本

权力膨胀、有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有的反对精英政治、有的抗议媒体霸权，

有的提出摒弃选举制采用抽签制、有的提出废止代议制民主采用公投制，甚至

出现同属“黄马甲”运动抗议者的极左翼群体和极右翼群体相互斗殴等极端事

件……这些庞杂诉求背后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多种民主原则内部张力甚至冲突

的延续。并且，“黄马甲”运动的发展动态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正在遭

遇根本性危机——统一与平等这两大原则的现实基础正在趋于瓦解，令人不由

疑惑“法国大革命仍在持续”？

如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形容自己的法兰西民族所言，“这

个民族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

子”。[1] 的确，仅就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间，经历了第一至第五共和国、

第一和第二帝国以及大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和七月王朝，更有昙花一现但在人

类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巴黎公社等。这些制度绝非线性发展的简单过程 , 而

是充满了“革命 - 复辟 - 再革命 - 失衡 - 继续革命……”的曲折往复。为什

么法国会如此反复革命？为什么法国如此数百年充满革命激情？

在津津乐道“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口号之时，我们

往往忽略了，一如今天的“黄马甲”运动提出纷繁复杂的诉求，法国大革命

时期曾经涌现出来大量革命口号。与此同时，发表了被誉为法国大革命“圣经”

《什么是第三等级？》的西耶斯曾充满豪情地宣称：“如今，所有人都感到

有必要……建立社会统一体……”后来，罗桑瓦隆也认为，“统一与平等从革

命进程启动之时就被视作不可分割的两大原则。”正是因为对“统一”原则的

追求在实践中并未能将各种革命目标和口号真正实现“一致化”，追求“平等”

也就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乃至全民性不断革命的最好理由。于是，理解法国的革

命性与多变性，应当看到法国自身历史所描绘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国：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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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历史，强调中央集权传统、与人民主权的绝对化相联系；另一个是社会

的历史，充满了现实与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妥协和重组。[2] 探究不

同革命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妥协等，让人不由

得思考，是否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什么都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英国从有选择性的领地代表制（被代表的是财产或地位）转向

普遍性的个人代表制，是基于避免革命的目的以小步缓慢改良的渐进方式实现

的，因而英国的公民身份被 T.H. 马歇尔区分为三个阶段（18 世纪、19 世纪

和 20 世纪）和三种实现形式（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法国则是

以革命的形式试图实现“新”与“旧”的巨大断裂，在“第三等级就是一切”

的革命激情之下，实现个人政治平等是推翻专制主义、摧毁特权（基于身份）

的标志，也就是政治普选在原则上得到认可是经由革命一下子带入政治领域的，

1789 年的法国革命者们甚至期望一蹴而就地同时实现英国用三个世纪才逐步

实现的三种权利。

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可以摧毁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但这场

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胜利者曾经为之欢呼的理性的胜利，也并没有迅速建立起

革命理想所期待的理性政府。除旧却未能有效推新，这种巨大的断裂背后是法

国大革命的一对根本矛盾——指导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以统一和平等为原则）

与参与法国大革命的个人（以个体的自由自主为追求）之间的矛盾。

2018 年底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已经持续了近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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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一度牢牢掌握着西方世界的话语权。指导法国

大革命的思想大都源自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政治文化，它们基本针对法国的

旧制度而提出，反过来又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托克维尔认为

法国大革命所强调的平等主义实际上源于旧制度的“国王之下众生平等”的

概念。[3] 又如法国的共和理念将“国家”（Etat）视为“普遍利益”（interest 

général）的代表和维护者。“国家”这个词被冠之以大写字母以示其区别

于其他法语词汇的特殊地位，是 17 世纪的黎塞留（法国专制制度的奠基人）、

博须埃主教（“君权神授”与国王绝对统治权力宗教宣扬者）和路易十四（法

国专制王权的代表人物）等频繁使用的结果。“国家”由此变为一个在共同

统治者（专制君主）之下生活而且有统一情感的共同体，对国家的忠诚取代

了对教会或王朝的忠诚。[4] 而垄断了立法权的国王作为国家法律的唯一来源，

建立起“法国君主 - 主权 - 国家” 三位一体结构，是普遍利益的最高代表。

再如法国大革命所推崇的“大一统”原则也是实施绝对君主制的路易十四时

代“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个信仰”（un roi, une loi, une foi）一统局面

的衍生品。[5]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被奉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纲领和

《人权宣言》的重要思想来源，对法国打破旧制度、建立和发展共和政体等影

响深远。针对君主专制，卢梭提出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人民同自己结成的政治共

同体订立契约，社会契约的本性在于人民作为整体来说是主权者，主张建立基

于“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等。[6]

卢梭所描绘的这幅政治蓝图的前提是：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想象成为与君

主相对的“单数”形式的概念。基于革命的共识或以革命为名的个人诉求的表达，

人民可以共同推翻旧制度；但是，人民（people）本身是一个“复数”名词，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一度牢牢掌握着西方世界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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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数个人的集合体。法国大革命形式上打破了旧制度的等级制、结束了君权

神授的国王专制统治，但并未能按照统一与平等两大原则改变千差万别的个人 ,

更没有把他们有机组织成为整体；相反在《乌合之众》作者勒庞笔下，大量革

命人群陷入易于被统治者利用以建立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盲目”、“冲动”、

“狂热”、“轻信”的群体行为。[7]

所以，人民主权理想的提出和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都未能解决如下

问题。首先，如何以及由谁来将千差万别的个人结成政治共同体？这问题的实

质依旧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其次，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作为整体的

人民的意志？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又译作公意）如何区别于多

数人的意思表达（“大众意志”）——这就涉及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与生俱来的

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再次，如果共同意志可以形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而追求平等和统一的“人民主权”原则必然与追求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诉求之

间产生矛盾——这就既关乎平等与自由这两个最基本的革命追求之间的张力 ,

又关乎统一原则与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这又该如何协调？

因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方面是各种革命理想的不确定性、分歧和内部

张力，另一方面是肩负实现革命理想的革命者们的个人追求——二者的共同作

用使得突然在政治领域赢得至高无上地位的个人（主要指第三等级的个人），

尽管大体接受且“只能接受一个合法性源自法兰西人民与法兰西民族的共同意

志的政权”（认同“大一统”原则），[8] 但是并不都支持、理解甚至了解这些

革命理想背后的理性主义政治文化。相反，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和参与者们

都曾是旧制度下的个人，带着深刻的旧制度烙印，他们通过各种革命口号或目

标、抑或直接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名来表达自己对新制度的利益诉求。于是，建

立理性政府的革命理想与表达革命（或利益）诉求的个人激情之间的相互影响、

冲突（甚至暴力与血腥）与妥协等，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底色。

这样的底色使得法国“公民文化”和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几乎同时产

生，使得革命政治口号中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成为事实上的精英特权——选民

资格的获得需要满足严格的财产、性别、年龄和识字能力等标准，“积极公民”

与“消极公民”的划分之下后者不享有选举权，以及各种间接选举制等……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家

与革命者。虽然赋予了包括劳动阶级在内的法国人民以革命的权利与自由，但

事实上大革命的结果是资本所有者才是公民权利的真正享有者 , 一切公民权利

的基础来源是财产权而不是口号所示的人民性。这不仅让托克维尔在 1852 年

哀叹“（1789 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被改变”，而且使得

法国走上了不断革命的征程：法国人民要实现革命理想，但是，革命本身是旧

制度社会演进的结果、又试图与旧制度决裂。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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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未完成的民主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崇高宏大的革命理想超出了阶级和社会等级，经历了

制宪会议、立法议会、雅各宾专政、“热月政变”、左右摇摆的督政府等，大

革命被“雾月政变”结束，其结果是“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

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9] 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似乎大相径庭。但时

至今日，这些革命理想、《人权宣言》的基本诉求、特别是法国人民对于人民

主权的想象等，仍然是法国人民不断革命的理由——也是“黄马甲”运动的正

当性依据所在。这些理想、信条和赋予人民的想象等，反过来成为法国大革命

最经久实在的内容，因为历尽后来二百多年的各种革命、复辟和政体变迁，坚

持人民主权、坚持平等和统一相结合原则的共和主义传统已经渗透到法国社会

政治秩序的肌体之中。

于是，我们发现一组双重矛盾几乎贯穿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历

史。第一重矛盾是追求一致原则、实现共同意志的理想与法国的“分裂”现实

之间的矛盾。共同意志背后是对“人民拥有最终的权力”的认可，但是，谁是

人民？保皇派、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同

社会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回答。

第二重矛盾是追求平等原则、保护普遍利益的理想与社会的公平缺失现实

之间的矛盾，因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

夺”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人权宣言》

的重要内容，但《人权宣言》并未能回答如何平等地实现财产拥有者与无产

者之间的自由，也未能阐释资产阶级的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实现普遍利益之间

的关系。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仅是从道义出发的、并非经济

意义上的平等，所以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并没有因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减

少，反而在 19 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凸显，在 1830 年、1848 年，特别是

在 1871 年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不同阶级之间和同

一阶级内部的阶级冲突不断复杂化。

在这双重矛盾推动下，19 世纪以来的法国经历了拿破仑的崛起与第一帝

国的兴亡、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统治、经历了从第二

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嬗变、经历了战火中诞生的第三共和国和“19 世纪的最

后一次革命”巴黎公社、经历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最终确立之后的重重矛盾、经

历了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考验、经历了维希法国和抵抗的法国的对立、

经历了短暂的第四共和国、直至全民投票产生的第五共和国。即使是法兰西第

五共和国，也经历了从左右对立到左右共治到减少左右共治等的变化历程——

难怪布罗代尔的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的第一章以“法兰西以多样性命名”

作为标题！

这样充满多样性的法国现代史，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多种乌托邦理

想相继破灭、各种理想与现实冲撞之下不同群体不断较量和妥协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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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万能”乌托邦的破灭。18 世纪商业社会的发展催

生了市场观念，希望在市场制度之下整个社会实行自我调节——即市场中的个

人应当遵循个人责任原则并通过劳动获得财富，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

自发调节权力的非人格化。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

等动摇了这一乌托邦的根基，大多数法国人并未因为资本主义而享受富足，相

反 19 世纪末的法国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处于贫困之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市场神话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再度席卷法国，1960 年代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被迅速逆转，尽管在福利

国家政策之下最贫困人口没有变得更加贫困，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中产阶级生

活水准跌落，法国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稳定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法国

社会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2018 年《法国贫困报告》显示，以家庭收入仅为

国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困家庭的标准，1960 年代贫困家庭数量占比为

12%，而到了 2017 年增加到 30%。今天，中产阶级的阶层向下流动是促使

大量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参与“黄马甲”运动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政治普选权乌托邦的破灭。个人对自由的

追求使得政治平等是法国公民权斗争史的核心内容，法国人曾经认为只要实现

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就能够确保每个人可以独立

地拥有财产、获得安全，这甚至被视为开启将个人和法兰西民族打造成为一

个整体的“万能钥匙”。从 1789 年普选权在原则上得到法国大革命认可、到

1848 年创立普遍选举，再到 20 世纪中叶普选权获得真正推广，名义上的大

众民主建立起来。

但是，大众民主与精英政治、“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是天然存

在冲突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

选举本身的作用在相对化和庸俗化，如罗桑瓦隆所说，“选举只不过是证明选

定政府的方法的有效性”。[10] 法国革命理想激励下的公民权斗争的诉求具有

《人权宣言》代表了法国人对人民主权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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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但这些多元诉求被浓缩为形式意义上选举权的平等，并通过各种制度

设计保障精英政治的实质不发生改变。因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候选人

赢得选举，拥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无法对胜选者领导下的政策合理性进行先验性

证明，甚至有“黄马甲”运动抗议者提出“我们选出的代表投票做出的是反对

我们利益的决策”。“黄马甲”运动是一场“不分左右政治立场”的全民性街

头抗议运动，所提出的各种“超越左右”诉求的目的就在于用“精英 - 大众”

之间的对立或者隐喻的阶级对立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共同反对现行法国精

英统治体系和政权、资本与媒体等建制性权力。

再次是福利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破灭。法国工会曾经致力于政治权利斗争而

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福利政策是对为个人权利奋斗的革命精神的收买。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开始全面建立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不

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该制度设计的目标是建立“统一、一致与平等”

的制度体系，但实际上不同的福利制度碎片化地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事实

上已经成为各“碎片”制度背后的社会群体实现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经济乃

至政治工具。这种碎片化福利制度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大工会的实力、降低了不

同行业的工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团结机制的可能；另一方面，过度依赖通过福

利制度进行财富分配，反过来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这种负激励作用，给社会经济权利冠以“福利

陷阱”或“福利奶酪”的污名。

由此，法国的精英阶层将法国目前的债务危机归咎于过重的福利社会负担，

也就是对穷人补贴过重；而“黄马甲”运动参与者们和其他中低阶层的法国人，

大都将债务危机归咎于金融权力的膨胀，也就是法国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

权导致法国政府债台高筑。这种泾渭不同的理解背后是法国社会的精英与大众

之间分裂的进一步加剧——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初次分配制度的错？还是福利国

家制度所惹的祸？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正在撕裂法国社会。此时，人民主权在哪里 ?

在街头的抗议人群中，还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议会代表中 ? 或者

选举背后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中？或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国不断革命所力

图实现的人民主权，迄今仍是未完成的民主！

统一与平等：现实基础的瓦解

从 1789 年到 2019 年，二百多年来人民主权始终是法国未实现的革命理

想与未完成的民主目标。“黄马甲”运动中提出的许多激进口号，从不同角度

形成对统一与平等两大原则的否定，也昭示着这两大原则的现实基础在松动与

瓦解。

首先，法国的国家（Etat）能力与金融资本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

断激化，社会不公和社会分裂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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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团结”这一政治概念的诞生地，法国的共和理念将共同意志视

为最高权力、将国家视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这些充满理想化色彩的

基本政治理念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为了避免总统由间接选举或者议会产生、

避免总统有可能成为某个政治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表，1961 年法国公民投

票决定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由“一人一票”的直接普选产生，一人掌握着任

免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这被一些学者称为“总统君主制”。基于上述理念，法

国的国家（或者说国家元首即总统）有义务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强有力地确

保社会凝聚力和实现为所有人所共享的普遍利益。

20 世纪 70 年代，包括法国等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停

滞期，资本从这些国家市场获得的回报率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其结果是，一

方面，法国的金融资本从规模到权力快速增长并形成垄断，削弱了国家（Etat）

的地位，精英政治将削减福利制度视为增强国家能力的有效手段、将市场树立

为人们共同福利的缔造者。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使得资本收

益率下降，跨国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发

展中国家，将普遍性垄断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扩

张，法国深陷产业空心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等困境；跨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

摆脱包括法国政府在内的多国政府的监管，甚至“有力量将国际体系中的每一

个成员置于它自己的‘法律’（商业规则）约束之下”。[11]

法国的主权国家能力受到日益膨胀的跨国资本力量的约束，国家实力陷入

下滑趋势，这使得主权国家的权力追求和金融资本的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

盾不断激化。中下阶层民众对国家提供保障或救助的需求因“中产下流”而不

断膨胀，国家能力却因生产环节的外移和资本权力的膨胀而不断萎缩；并且，

精英政治掌控下的国家政策的制定日益采用“减少穷人福利、对富人减税”的

“不左不右”的政治家马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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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贫济富”方式。

当法国公民认为政策制定是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规则时，不平等的感觉尤

为强烈。这种不平等感正在将法国社会切成两个部分：认为被剥夺和遭遇不公

的人，由于有共同的愤怒而结为一体；而那些越来越富裕的精英们，则因共同

的利益而结为一体。这就促使前者基于法国社会深层的反抗精神传统而走上街

头，成为“黄马甲”运动的一员。“黄马甲”运动与法国现有的政党、议员、

工会等都没有直接关联，反过来印证了这是一场针对后者的全民性抗议运动，

正在将日益失衡的劳资关系、日益恶化的社会分裂、被长期掩盖和虚化的阶级

话语等再一次提上政治舞台。

其次，法国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和左右翼传统政党政治处于信任危机之中，

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政治体制与街头政治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有可能引发

法国宪政危机。

基于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坚持人民主权原则被视为现代政治秩序和代议

制民主政治的必要组织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原则却不断被削弱：

经济全球化的膨胀、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法律作用的增强、非选举性监管机构

权力的扩大、宪法委员会的更积极作用……上述发展变化正在共同破坏人民主

权原则以及与此相连的共同意志与普遍利益的既定目标和实现方式。[12]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法国民众对左翼和右翼传统政党都表示失望。

马克龙以自称“不左不右”政治新人的形象，突破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数十年

来左右建制派政党轮流执政传统，赢得了 2017 年法国总统选举。如果说马克龙

当选是法国精英政治利用“超越左右”的民众诉求和大众民主机制进行精英内

部的竞争，那么，“黄马甲”运动表明精英政治利用了民意，但并未真正解决

民意背后的矛盾与诉求。法国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难于修正日益尖锐的经济

与社会冲突，西方世界里极具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政治体制的躯壳仍在，但党

致力于实现社会团结的法国共和主义传统和合作主义精神已经逐渐被新自由主

义所侵蚀，当前法国的经济社会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冲突。

“黄马甲”运动对法国现政权和整个统治结构进行全面质疑，明确指出代

议制民主和其他建制性权力的虚伪性，直至目前，他们所试图采用的解决问题

的政治手段仍未超越代议制民主的范畴，既缺乏明确方向性，也没有通过既有

或者其他革命性政治手段实现诉求的路线图。但是，该运动的持续发展有可能

引发法国新一轮宪政危机，建立怎样的“法兰西第六共和国”正在成为法国社

会各界的热点议题之一。

法国追求一致和平等目标的现实基础正在趋于瓦解，但 1789 年的革命理

想仍在指引着法国人民不断革命，法国人民对人民主权的梦想仍然是未完成的

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对此的回答，不妨借用托克维尔

的一句话，“我们如此长久寻找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

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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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

004     金庸  严家炎  贾平凹           侠至绝顶金为峰

            冷成金等  张英整理                           

017     刘大先                                    路客与刀客

022     马笑泉                                    渐行渐远终同在

031     胡竹峰                                    文章送别

036     侯    磊                                    出路·身份·扭曲的人

040     陈培浩                                    金庸·鲁迅·莎士比亚

045     孟庆澍                                    独往人间竟独还

052     朱    个                                    无意思之意思

057     闫文盛                                    文学笔记

066     朱善杰                                    婚礼的狂欢与葬礼的娱乐

小说

072     李静睿                                    死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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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王新华                                 没有文学的伤痕

“人间草木”散文小辑

143     沙    爽                                 草木深

149     刘梅花                                 沙漠草木

155     刘学刚                                 茜草美好（外二篇）

民间语文

160     王振德                                 老船长口述史（2016）

165     郑    璐                                 给离世母亲的信（2012）

艺术

170     孙    歌                                 对话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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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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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抵抗和游戏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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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Article

The Logic of Ultra-Large Political Entity: “Empire” and World Order

Empire is an ultra-large political entity characterized by internal 

diversity and pursuits of universal value and order. From ancient 

regional empires to modern colonial empires, empires used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history. In spite of today’s predominant discourse of 

nation-state,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he logic of empire is still shaping 

world order profoundly.

Cover Stor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arty-Government Bureaucracy: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ance

Bureaucracy is often criticized as being inefficient, inflexible and 

dehumanizing. However,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 dubbed as the 

party-government bureaucracy by the author – has overcome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with lofty ideals, flexible organizations and 

high efficiency. This system is a contribu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an 

increasingly fluid (post)modern society.

Agent Structure in Governance System: A Xian-Level Perspectiv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agents and agent structure in Xian-

Leve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depicts a vivid picture of China’s grass-

roots political life. The micro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personal relation has eroded local governance, and it is critical to 

rebuild the credibility of local officers and to reestablish local political 

order.

Formalism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flection on Department 

Relations in Township Governments

The heavy workload of China’s township governments has led to 

increasing complaints and formalism. The problem resides in that the 

superior governments assign excessive amounts of obligatory political 

tasks to local governments, yet keep the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nd 

power to themselves, which mak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overburdened.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Poverty Relief System

China’s poverty relief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While successfully combining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ist 

centralism and the dynamism of market economy, the system also has 

the problem of shortsightedness and lengthy permit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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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Model
Logic of Post-Reform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al Risks in the 
New Period
Land finance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is model is coming to an end. The 

next period – urbanization 2.0 – requires the state to change financial 

policies and find more efficient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to create new 

engines for economic growth. For this purpos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ext 300 million potential citizens.

World View
The Inherent Ten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Yellow Vests 
Movement

Special: Zhang Jian and His Tim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lls for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
With lofty patriotic ideal, Zhang Jian’s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went 

beyond the profit-driven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aimed 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He started China’s tradi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

The Evolving Relation Between Modern Worker and Enterprise
While industrialization created enormous wealth, it also destroyed 

traditional social fabric and forced numerous peasants to give up 

their original way of life. Zhang Jian’s paternalistic model of labor 

management created a warm community among workers, which 

avoided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atomization.

Reinvent Confucian Entrepreneur: Zhang Jian’s Entrepreneurship
Zhang Jian was a revolutionary businessman in that he was both a 

successor of Confucian morality and a liberalist entrepreneur. Such 

paradox nature drove him to reinterpret certain Confucian values and 

to pursue his patriotic ideal through business.

Governanc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hina’s State Capacity

Focus
The Lost Holiness of Pasture: Ecological Crisis of Altai Mountain Pastoral 
Areas

Observe·Society
The Modern Revival of Fortune 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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