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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治理理论
及其对我国林业改革的启示
谢 晨 张 坤 王佳男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714）
摘 要：文章在简要梳理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一般原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她及其团队对
林业和森林治理问题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奥斯特罗姆的林业和森林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和实践，对发展中
国家的林业政策和森林使用者的生计产生广泛影响。在我国，不仅在传统森林经营中，如毛泽东在《寻乌调
查》中所记录的山林制度，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相契合，在当前集体林权改革深入进展的情况下，尽
管绝大多数集体林地分给农户经营，但我国仍存在各种形式的公共池塘森林资源。借鉴奥氏理论，对于衔接
传统森林经营与集体林权改革，提高我国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和效率具有借鉴意义。同时，研究我国林业
政策和制度的形成机制，探索我国森林治理的一般规律，
也是林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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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m’s Common-Pool Resources Governance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Forestry Reform in China
Xie Chen Zhang Kun Wang Jianan
(China National Forestry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714)
Abstract: The paper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ommon pool resources（CPR）governance theory, then highlighted
their research on forest resources self- governanc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t was
found that Ostrom’s forest resources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ha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forestry livelihood. In China, traditional forestry management regulation,
like the forest management regulation in Mao Zedong’s“Xunwu Survey Report”, was in line with CPR self-gov⁃
ernance. There are still many type of CPR forest management regime existed in China, even under the collective
forestry tenure reform. The theory of CPR self-governance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ese forestry sector to facilitate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by connecting tradi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with current collective forestry tenure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study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forestry policy and system, exploring the
general law of Chinese forest governance are also major issues of fores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on pool resources self-governance, Elinor Ostrom, forestry reform, sustainable forestry manage⁃
ment

一个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从 1992 年开始在 15
个国家建立林业研究组织，采取严格的技术手段，

林业研究成果。
2009 年，为奖励其对经济治理的贡献，具有政

对北美、南亚和东南亚、非洲以及南美洲的 10 多个

治学背景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

国家的温带、山地和热带森林资源的自主治理进行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

了长达 20 多年的研究。她为什么要开展林业研

经济学奖的女性。她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在企业理

究？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得出来什么样的研究结

论（科斯）和国家理论（诺斯）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

果？对我国林业改革与发展有什么借鉴？为回答

治理（Self-governance）理论；在市场理论（亚当·斯

这些问题，我们研究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

密）和主权理论（托马斯·霍布斯）的基础上开发了

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跟踪分析了她及其团队的

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的公共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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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过对水资源、森林及气候等公共池塘资源

源（张克中，
2009）。

（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s）的 制 度 结 构 研

（2）资源系统和资源单位。奥斯特罗姆认为要

究，在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基础上开展的制

理解公共池塘资源，必须区分资源系统和资源单

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奥斯特罗姆

位。资源系统是资源的存量，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

创建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

源系统中占用或使用的量，如森林采伐量。资源系

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学派之一（张克中，2009）。

统可以由多于一个的人或企业联合提供和或生产，

与其他理论学者不同，奥斯特罗姆走进大自然

但资源单位不能共同使用或占用。例如，浇灌在一

进行大量的田野试验，从大自然吸取养分，从中产

个农民土地上的水不可能同时浇灌在其他人的土

生“田野灵感”，依赖于田野研究和实验室的行为试

地上，资源单位不是共同使用的，但资源系统常常

验，深入剖析人的行为与生态系统的反应。奥斯特

共同使用（奥斯特罗姆，2000）。

罗姆的工作是完全从实地开始的，建立了一个能支
持整体经济行为的基石（张克中，
2009）。

（3）公共池塘资源与公共物品的区别与联系。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的应用要注意区别公共池

奥斯特罗姆对林业和森林资源自主治理的研

塘资源与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认为拥挤效应

究结果不仅为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提供依据，而

（Crowding effects）和过度使用问题在公共池塘资源

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林业政策和森林使用者的生计

中长期存在，在纯粹公共物品中不存在。如一个人

产生广泛影响。在我国，不仅传统森林经营中，如

使用天气预报并不减少其他人使用天气预报的可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记录的山林制度，与奥斯

能性，但对于公共森林资源而言，一个人采伐下来

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相契合，在当

的木材，其他人就得不到了；提供纯粹公共物品的

前国有林和集体林权改革深入进展的情况下，奥氏

人并不真正在乎谁使用产品或何时使用产品，只要

理论对于衔接传统森林经营与集体林权改革、促进

有足够的人承担产品供给的成本就行，提供公共池

森林可持续经营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塘资源的人很在乎有多少人使用，以及何时使用，

1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

即使其他所有人都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供给有贡献
（奥斯特罗姆，2000）；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4）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内

针对“公共事物的治理这个世界性难题”提出的理

涵。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用政治学的逻辑推导

论模式。自提出以来，该理论一直在世界各地的各

出了可持续经营的概念。奥斯特罗姆指出，资源单

种公共资源领域被关注、验证和争论。

位的可分性导致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有超过其资

1.1 公共池塘资源的基本概念
理解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需要先了解几个

源使用量极限的可能（采伐量超过生长量），如果公

基本概念。

单位的极限不仅会产生短期的拥挤效应，而且可能

共池塘资源是生物资源，如森林资源，则逼近资源

（1）公共池塘资源。在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

会摧毁资源本身继续生产资源的能力；确定了资源

资源理论中，公共池塘资源有着严格的定义，其原

存量和资源单位的收获量，就可以确定资源的补充

意是“一个自然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到

率，只要资源的平均提取率不超过平均补充率，可

足以使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益的潜在收益者的成

再 生 资 源 就 得 以 长 期 维 持 下 去（奥 斯 特 罗 姆 ，

本很高”
（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池塘资源是一

2000）。

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而分别享用资源收
益的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如

1.2 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的起源及核心
制度如何形成、规则怎样有效地实施一直是奥

地下水、近海渔场、较小的牧场、灌溉系统以及公共

斯特罗姆孜孜不倦寻求的问题。公共池塘资源自

森林等，从物品的属性界定，公共池塘资源就像一

主治理问题的提出是源于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

个向任何人开放的池塘中的水，谁都可以去取，但

的难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

水一旦为谁所取得，就变成为私人拥有、私人享用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

的物品，这种水就是奥斯特罗姆所指的公共池塘资

顾的事物，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却忽视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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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奥斯特罗姆，2000）。自生物学家哈丁之后，
“公

大问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
“可信承诺问题”及

共地悲剧”
（Tragedy of Commons）就成为刻画资源

“相互监督问题”。她认为制度可以扩大理性人的

和环境退化的一个重要术语，成为分析环境和资源

福利，这个制度能使人们不再单独行动，而是为达

问题的主要框架。针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传

到一个均衡的结局协调他们的活动。
“ 制度可以界

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公共地悲剧”
“囚徒困境”

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它通常用来决定谁有资格在

“集体行动困境”是难以避免的。经济学家提出的

某个领域制定决策，应该允许或限制何种行动，应

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私有化就是政府的国有化。

该使用何种综合规则，遵循何种程序，必须提供或

但是市场追逐自利的原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政府

不提供何种信息，以及如何根据个人的行动给予回

管理又往往会出现信息不对称、效率低下等问题。

报”。这种制度应当是众所周知的，即“每一个参与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奥斯特罗姆从研究 5000 多个

者都知道这些规则，知道其他人知道这些规则，知

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案例出发，应用制度分析与经

道其他人知道他知道这些规则”。而要保证这些制

验分析的方法，证明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

度和规则得到长期有效的遵守，就必须解决后两个

路的存在，即公共池塘资源的共享者们可通过“自

问题，即“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外部

组织”有效地自主治理（张克中，2009）。

强制常常被用来作为解决承诺问题的方案，但问题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机制产生的理论过程

是一个自主组织群体必须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

是：当多种类型的占用者依赖于某一公共池塘资源

下解决承诺问题，所以就必须存在着相互监督。没

进行经济活动时，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会对他们

有监督，不可能有可信承诺，没有可信承诺，就没有

产生共同的影响，每一个人在评价个人选择时，必

提出新规则的理由。

须考虑其他人的选择。在处理与产生稀缺资源单
位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关系时，如果占用者独立行

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是自主治理面
临的三个难题。

动，所获得的净收益总和通常会低于如果以某种方

第一个难题是制度供给难题。制度不是天然

式协调他们的策略所获得的收益，独立决策进行的

存在的，而是一种公益物品，一旦一种对各方都有

资源占用活动甚至可能摧毁公共池塘资源本身。

利的制度被产生出来，受其规范的任何人都会从中

因此，奥斯特罗姆认为，
“ 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公共

受益，但制度的供给者却得不到额外的收益，因此，

池塘资源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如

人们就不会有动力去主动供给制度，这就是制度供

何把占用者独立行动的情形改变为占用者采用协

给难题（张振华，2010）。自主组织理论是怎样解决

调策略以获得较高收益或减少共同损失的情形”，

制度供给难题的呢？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公共池塘

而非令人悲观的“利维坦”方案或彻底的私有化。

资源系统中，只要人们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交往，

因而，在“公有”和“私有”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治理模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知道谁是值得信任的，他们的行

式，也就是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

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

因此，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中居住时间长了，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

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

事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困

自主治理，从而能够使所有人面对搭便车、规避责

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通过建立信任和

任或者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

社群观念，在拥有了这些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来解决

的共同利益（奥斯特罗姆，2000），解决的途径是在

新制度供给的问题（张克中，2009）。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利用资源使用者之间的社会

第二个难题是可信承诺问题。制度是一种使

资本，赋予治理组织充分的自主权，通过“自筹资金

人受益于此，又受制于此的规则体系。理性人利益

的合约”实施博弈，以此摆脱集体选择的困境（张镇

最大化的行为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让其他人遵守规

华，2010）。

则，承担成本，自己则选择投机。在一个共同体中，

1.3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原则及其三个难题
如何实现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有效的、成功的

如果采取投机行为的参与者足够多的话，那么整个

自组织行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需要解决三

2010）。在制度供给得到圆满地解决后，如何规避

规则体系就会崩溃，这就是可信承诺难题（张振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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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搭便车、逃避责任和各种机会

主化使治理更容易成功，例如,当大多数用户可以参

主义诱惑呢？这就涉及到可信承诺的问题。奥斯

与对规则修改时,更容易治理公共资源；
（7）对组织

特罗姆摈弃了经常用到的外部强制作为解决承诺

最低限度的认可，用户自我组织的权利应该得到外

问题的方法，让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通过自我激励

界权力机关的明确承认（张克中，
2010）。

去监督人们的活动，实施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

2 奥斯特罗姆的林业研究和林业治理思想

（张克中，2009）。
第三个难题是相互监督的问题。对投机行为

由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特点，为了

的惩罚是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有效制度得以维系

验证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也为了给社区林

的保障。但是在外部强制力不存在的情况下，对投

业提供理论框架，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在联合国粮

机行为的惩罚措施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东西。

农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森林治理制度研究的国际

一旦一种有效的惩罚由某个人产生出来，良好的秩

团队，其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林业发展产生了

序得以维系，任何人都会从中受益，但是实施者的

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

成本得不到额外的补偿，因此，惩罚措施如同制度
一样不会被主动产生出来，这就是相互监督难题。

2.1 奥斯特罗姆的林业研究历程
1992 年，为给评估和提高社区森林管理提供实

奥斯特罗姆认为，只要人们对遵守规则做出了权变

证基础，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支持下，埃莉诺·奥斯

的策略承诺，即“如果你遵守承诺，我就遵守承诺”，

特罗姆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

或“如果你违背承诺，我就违背承诺”，就会产生监

析研讨会为基础，领衔成立了国际森林资源与制度

督他人的动机，以使自己确信大多数人都是遵守规

（International Forest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IF⁃

则的。自主治理的成功案例表明，许多自治组织设

RI）。从 1993 年开始，IFRI 开始在玻利维亚、柬埔

计的治理规则既增强了组织成员进行相互监督的

寨、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尼泊尔、坦赞

积极性，又降低了监督成本。而且，监督一组规则

尼亚、不丹、越南、泰国、乌干达、厄瓜多尔、巴西和

实施情况的成本和收益，并不独立于所采用的这组

马里以及美国等 10 多个国家开展研究，并持续至

特定的规则本身。监督成了人们实施规则、进行自

今。IFRI 由 10 个研究团队组成，最初的研究团队由

主治理的副产品，因此，不必付出太多其他额外成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森林、树木和人”网络以及奥斯

本。所有这些，使自主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得到增

特罗姆的团队组成，以后发展成合作研究中心（col⁃

强，而相互监督的增强又提高了人们对规则承诺的

laborating research center, CRC）。

可信度，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张克中，2009）。

1992~1993 年，以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团队的制

因此，自主治理理论适合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

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

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

opment ,IAD）为基础，IFRI 制定了其研究方法。该

治理，如：一个自然村里的森林资源，不适合个人彼

方法以 700 个问题为基础，编制了 10 张表格，涵盖

此间独立行动，缺乏沟通并且个人改变现有结构需

林区、森林、森林测绘、聚落、使用者、森林合作组

要高成本的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如：雾霾

织、森林—使用者关系、森林产品、森林管理以及组

治理。

织目录和跨组织关系等 10 个方面的内容，用于指导

在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自

实地调查。IFRI 的研究区域由不同种类的森林和

主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提出了成功

制度组成，在美国研究温带森林，在喜马拉雅山脉

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若干原则。
（1）清晰界定边界，

地区研究山地森林，热带森林的研究在非洲、亚洲

明确规定谁拥有什么权利；
（2）适当的冲突解决机

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开展，森林的面积从乌干达的

制；
（3）个体按照收益比率分担相应的维护资源的

1hm2 疏林到玻利维亚 45000 hm2 的保护区森林不

责任；
（4）监督和制裁应该是由资源占用者本人或

等，许多森林属于国家所有，体现出国家控制自然

者是对占用者负责任的人来进行的；
（5）制裁应是

资源的历史偏好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也有不少林地

累进制的、分级的，对首次违反者处以较轻的惩罚，

是私人所有（Poteete, et al, 2004）。到 2006 年，IFRI

对再次违反者惩罚应相对较重；
（6）决策过程的民

的研究区域覆盖了 350 个社区的 9000 块林地（W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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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berg, et al, 2007）。

区的森林密度与其他各种类型森林的森林密度没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地方森林管理机制研

显著区别。同时，
他们还发现如果给予适当的林权和

究成为世界林业研究热点，1997 年，为了探讨地方

时间，
林农愿意承担监督职责，
而且，
地方监督机制与

林业管理机制和社区林业对改善农户生计和促进

提高森林密度非常相关。如果给予地方使用者林木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影响，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en⁃

采伐权，
森林会更持续经营。基于这些结果，
奥斯特

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CIFOR）和由

罗姆对 REDD 机制提出质疑，
像国有保护区那样，
政

奥斯特罗姆领导的 IFRI 共同召开了“森林治理的地

府的一些看起来很好的政策不一定导致可持续的森

方机制：怎样使研究带来变化和不同”的研讨会。

林经营，
有时还会帮倒忙。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地

通过此次研讨会，与会者开始探讨地方森林管理机

方使用者和土著人群不被认可、
没有清晰的权利，
那

制的理论基础。于是，由奥斯特罗姆领导的公共池

么 REDD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毁林。奥斯特罗姆还指

塘自主治理理论被作为社区林业机制研究最相关、

出，
世界上还有大量干劲十足的企业家在寻找各种廉

最有影响的理论体系，与会者认为对于社区的集体

价的方式砍伐森林营造人工林，
如果他们的目标得以

行动，奥斯特罗姆的团队研发了一套判定集体行动

实现，
那么，
其结果是更少的生物多样性、
更少的森林

是否有效的理论工具，这些工具是：
（1）一组既针对

和更多的人工林（Ostrom,2009），
REDD的结果堪忧。

资源又针对资源使用者的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帮助
社区建立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同时，建立机制的

2.2 奥斯特罗姆的森林治理思想
虽然自 1992 年起，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就开始

成本对社区人群来讲也不高；
（2）一组建立这些机

了森林治理制度的研究，但由于其工作重点是为公

制的设计原则。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充分讨论了那

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提供实证依据，他们虽然掌握

些最初用来研究公共池塘资源的概念和理论是否

了大量的森林治理相关资料，但一直没有真正开展

可以应用到森林管理的研究中的问题，也探讨了奥

对林业的系统研究，没有找到森林治理本身的规

斯特罗姆的理论对政策制定者、发展机构等应用的

律。尽管如此，以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为基

可能性。通过讨论，他们认为森林将产生大量不同

础，奥斯特罗姆的林业研究仍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

的产品和服务，森林使用者的兴趣多样且相互竞

结论。

争，森林产权也可能相互叠加和矛盾，森林管理的

（1）森林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一方

环境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存

面，森林资源的使用和消费具有非排他性，而阻止

在，都使地方森林管理者的任务异常复杂，在极端

其他人使用森林资源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资源

的情况下，无论是采用公共产权机制或实施严格的

单位的消费（如林木、林产品等的数量）却是竞争性

地方自主治理，有些地方的森林资源都不能得到有

的，即森林资源会随着人们的使用而减少。在这样

效的管理（Ostrom，1999）。在这次研讨会后，奥斯

的条件下，正如集体行动的 3 个悲观模型——公共

特罗姆在 CIFOR 发表了题为“自主治理与森林资

地的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逻辑所指出

源”的论文，被 CIFOR 认为是专门针对森林管理撰

的那样，个人在自利的理性驱使下可能会过度滥用

写的重要的理论篇章。

森林这种公共池塘资源，从而导致森林资源急剧减

2009 年 12 月，即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的当年，
她参加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大会，
并在

少、退化甚至灭绝（王浦劬，2015）。
（2）提出“森林公共产品”和“森林利用者小组”

大会的森林日发表了演讲。演讲中，
她表示关注并支

等概念。森林公共物品（forest commons）是指镶嵌

持REDD（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带来的碳排放）机制，

在异质景观中的林地，这些林地有清晰的产权边

但她同时强调，
REDD 机制需要非常小心地执行，
确

界，由一组成员共同使用，这些成员拥有从这些林

保不要因此加速毁林和森林退化，
因为她和同事们在

地获得收益的产权（Persha, et.al, 2010）。森林公共

IFRI 的基地上对 163 片森林做了森林密度随机调查，

物品是指由大量不同使用者共同使用的森林，这些

这 163 片森林中有 76 片是国有保护区，其他 87 片森

森林的资源边界、使用者的识别以及从森林资源中

林包括从事采伐的国有林、
私有林、
社区林等各种森

收 益 的 产 权 都 得 到 很 好 的 界 定（Chhatre, et.al,

林，
通过林地地块随机抽样调查，
他们发现国有保护

2008）；为了找到理想的森林治理集体行动的单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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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森林公共物品的基础上，他们又提出了严苛

哪些局限性？能给中国的林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的“森林使用者小组”概念，它是指一组对森林有同

和借鉴？

样权利和责任的人，这些人对他们所拥有的森林权

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在中国有较大的应用

利和责任的理解是一致的；这些人不一定以任何方

空间。农村是我国公共池塘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域，

式组织起来，或者甚至不一定认识小组的所有人，

农民群体是我国拥有社会资本最多的群体。在经

因此，
“森林使用者小组”是潜在的集体行动的单位

济转型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各种基层

（Poteete, et al, 2004）。

自主组织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构筑起对个

（3）森林自主治理制度产生的条件。传统森林

人权利的保护层，又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

资源管理理论认为森林利用者本身不具有克服过

管理的能力。这些基层社区的自主治理有助于发

量采伐森林的组织能力，但是，大量研究证明，森林

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也可以限制政

使用者可以制定规则来规范他们的森林采伐方式，

府权力，矫正政府失灵。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确保森林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奥斯特罗姆的

国需要在“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中嵌入社区自主

团队发现，在 4 种情况下，森林利用者将会制定规则

治理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这有利于处理好中

有效地管理森林资源。①当森林资源开始退化但

央与地方之间集权与分权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尚未大面积消失的时候；②当一些森林产品对森林

状况提供警示信息的时候；③当森林产品是可预见

的时候；④当森林面积小、使用者可以完全掌握森
林的确切情况的时候。

（4）森林使用者自主治理的条件。在 5 种情况
下，森林利用者将自我组织起来管理森林。①森林
资源对于利用者非常重要；②当森林利用者对他们
面临的问题有共同的理解；③当森林利用者的折现

形成政府与社区协同的治理框架（张克中，2009）。
3.1 公共池塘自主治理对中国林业的适应性
1997 年夏，奥斯特罗姆夫妇应邀来中国进行学
术访问，对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很感兴趣，认为它
将为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基础，从而为
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贺东航，2009）。
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使中国成
为应用奥斯特罗姆理论的理想国度。正如张振华

率低；④他们相互信任；⑤他们有制定他们自己的

（2012）指出，对中国而言，自主治理理论的应用还

（5）强调地方参与决策和自主组织在森林治理

公共池塘资源坐落在农村，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资

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与许多其他资源系统一

源：如林地、鱼塘实行的是集体产权，即学派所谓的

样，森林资源具有难以可持续、有效、平等治理和管

共有产权。如果学派的理论体系能够证明，集体产

理的特点，如果地方森林利用者或政府没有建立有

权制度相比于私有产权制度同样有效，甚至更有

效的治理机制，则公共森林资源最容易被破坏或退

效，那么它就足以对西方产权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

化。同时，当地方自主组织没有被政策制定者认

私有产权理念以及将私有化视为市场经济的核心

规则的自主权，他们有先前的组织经验。

可，森林使用者继续采取他们自己的森林利用方式

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中国的产权制度安排，多数的

（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

的自主性受到威胁的时候，森林管理就会出问题

对林业而言，森林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

（Ostrom,1999）。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地方森林

似乎是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的天然沃土，但是，

使用者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则森林系统将更可持续

我国实行自上而下的森林资源行政管理体系，即使

经营，如果他们不能参与政策制定，则森林系统经

是集体林改后森林分户经营，村集体和乡镇林业站

营将不可持续。同时，他们发现，林地面积和森林

也发挥着管理森林资源的主导作用，似乎又没有森

可以给农户提供商业性生计的程度也会影响森林

林资源自主治理的空间，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对

系统的可持续性（Persha, et.al, 2011）。

我国就不适用了吗？
2016 年，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广西罗城县

3 奥斯特罗姆的林业治理思想对中国林业改
革与发展的启示

以林为主的 2 个村 80%左右的林地仍实行 20 世纪 90

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它有

林产权，农户承包的林地面积 7 ~133 hm2 不等，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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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森林资源（林木）是勤劳致富的结果，其产权得

乌山林制度正是基于当地情况而设计。第三，在

到地方政府和农户的一致认可并严格维护，不仅乱

《寻乌调查》中提到“禁长”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每家

砍滥伐林木的现象基本绝迹，而且形成了森林抚

出一人讨论开山的规矩，可见集体对规则的制定修

育、木材采伐运输、林产品加工及林下经济等一系

改是有发言权的。第四，监督者，前文所提到的推

列以林为主的地方经济，培育经营杉木林是当地农

选出来的铁面无私的“禁长”要负责对山林进行监

户的生计来源。罗城县对“谁造谁有”林权的认同

督，如果发现有违规者要严厉处罚。第五，分级制，

和维护，是在国家政策的框架下当地政府和农户自

在文章描述中所举“南八区龙图乡禁长”的例子，说

主治理森林资源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奥斯特

明如果有违反规定私自开山的，是要受罚的，但分

罗姆的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只是治理主体中有

级受罚这点并没有体现。第六，冲突解决机制，在

基层的乡镇政府，而不单单是森林资源的使用者。

《寻乌调查》中“禁长”往往是冲突解决中的关键人

在四川省茂县永和乡道财村，林业管理人员引

物，当“禁长”控制不了局面时，就要采取“暖禁”的

入“社区林业”的概念，与当地村民充分协商，利用

措施。第七，对组织权的最低程度的认可。同姓人

村规民约，使村民自觉禁止在天然林内采集薪材和

设立“公禁公采”制度，没有官方治理，外部官方部

收集落叶，不仅减少国家对天然林进行保护的成

门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种制度（没有强制性的干

本，还提高了保护效果，促进了社区的发展，成为我

预）
（岳晓伟，2011）。第八，在相互监督方面，寻乌

国在自主治理方面的典型案例（李颖明，
2011）。

的公山一般是选举 3~10 个禁长，通过禁长对违反规

从更远的历史看，我国的传统森林经营也很好

则者进行处罚，这个体制使禁长本身受 2 个方面的

地验证了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的存在，毛泽东的

监督：一是禁长之间的相互监督，选多个禁长，可以

《寻乌调查》中所描述的寻乌县山林制度就是一

避免权利的集中化，使禁长之间形成监督制衡关

例。
《寻乌调查》是 1930 年毛泽东到达寻乌县所做的

系；二是村民群众的监督，由于采取选举制度，如果

一篇调查报告，全文 8 万余字，对寻乌县社会经济的

村民觉得禁长不能尽职，会选择其他人（岳晓伟，

各个方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分析，其中在第 4 章第 7

2011）。

节山林制度的记载中，提到一种“公禁公采”制度。

森林是复杂的自然资源，其产权难以隔断历

按照文章记载，寻乌山地分为“一姓公山”
“一乡公

史。有学者提出林业的第三类产权，即那些由于有

山”
“私山”及“荒山”4 种。其中“公山”是氏族先人

严重的产权纠纷、虽经两次林权改革也难以分到户

先占领了的山地，因为离人们起居的地方较近，所

的林地（张红等，2016），这些有严重产权纠纷的林

以比荒山具有一定生产力。这种“公山”有着很严

地应该既包含了历史上传统权属的林地，如村头的

格的管理制度，即“公禁公采”制度，
“ 公禁”是指除

风水林等，也包括了林业改革中形成的新林权如

了家中死人或者公益事业如修桥筑坝等，平日是绝

“谁造谁有”等。同时，即使是分到户经营的林地，

对禁止乱砍乱伐的，如想用木材，只能“公采”。
“公

在一定条件下，农户也有组织起来共同经营的要

采”是大家商议共同采木、共同分配的一种方式，要

求，如林业合作社。集体林权改革规定林产品的产

求各个姓氏的人共同推选出一名“禁长”，每个村依

权归农户所有，而林地在所有权保持集体所有的情

据大小选 3~10 个“禁长”不等，根据负责任程度来决

况下，把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给农户。这个方案基本

定任期。如果“禁长”不能维持局面的时候，就要

上解决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麦基恩提出的资源

“暖禁”，
唤起大家注意，恢复从前规矩。

系统和资源单位不同的产权归属问题。另一方面，

有学者认为寻乌山林制度符合公共池塘资源

林业合作社这一适合中国森林治理制度和文化背

自主治理的八项设计原则。第一，
“ 清晰的界定边

景的森林治理组织方式，又把分散的产权和分散经

界”。
《寻乌调查》中指出公山分为两种“一姓公山”

营的林业重新整合起来，进行规模化治理，这一政

和“一村公山”，可见这种产权的界定是建立在中国

策措施实际上又解决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

传统的家族姓氏基础上，各个山地由于历史原因边

小产权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王浦劬，2015）。

界相对清晰。第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林业改革与发

持一致，即规则的制定反映了特定资源的特征，寻

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公共池塘森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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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目前来看应该有 4 种：
（1）在林业改革和

例为主，这些案例大多存在于传统的自然资源经营

发展中形成的森林资源自主治理产权，如广西罗城

模式中，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变迁，这些

县的例子；
（2）传统的森林自主经营模式，如在很多

模式均在变迁历史、中断或消失，如寻乌调查中的

地方尤其是传统林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经营；

山林制度基本上不存在了。
（4）验证理论资源条件

（3）为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严格限制性。用于验证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

分户经营的农户在国家法律和政策框架下，自发形

论的资源条件也非常严格，例如，其设立的森林使

成的各种林业合作组织；
（4）自然保护区与周边农

用者小组，与现实森林经营偏差较大，这也是理论

村、国有林场和周边农村形成的公共池塘森林资源

发展陷于停止的原因之一。

管理模式。因此，尽管有局限性，公共池塘资源自
主治理理论在对我国的林业改革与发展仍有一定

3.3公共池塘治理理论对我国林业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森林资源具有难以可持续、有效和平等治理和

的指导意义。

管理的特点（Ostrom,1999）。在集体林权改革不断

3.2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在林业上应用的局
限性
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案例研究的目标是寻找

深入的情况下，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

自主治理最基本的规则，正如她所说，
“政策分析家

（1）在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指导下的社

的工具箱中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但还缺少‘一种具

区林业实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起

体明确的集体行动理论’。凭借这一理论，一群当

到了改善林农生计的作用，
具有广泛的发展意义。

主治理思想，可以丰富我国林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
和实践。

事人能够自愿地组织起来，以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

（2）在特定条件下，森林资源可以成为公共池

的剩余”。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大量的失败的案

塘资源，由资源使用者自主组织和管理，降低公共

例，虽然奥斯特罗姆近乎“疯狂”地寻找最基本的规

管理成本，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这是公共池塘资

则，但是，她发现有些规则对私有财产管理有效，有

源自主组织理论的现实价值所在。

些对公共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政府财产管理有

（3）以集体林权改革为主体，建立包括传统森

效，但却没有任何规则对这三种财产管理都有效

林、前期改革中形成的产权等多元林权体系，将更

（张克中，2009）。

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在林业改革

分析其形成条件及其在林业的应用，我们发现

与发展的实践中，我国也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公共池

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存在以下局限

塘森林资源。广西罗城县的例子说明，即使在自上

性。
（1）发展的局限性。公共池塘资源提出的年代

而下的林业行政管理体系下，在强有力的集体林改

尚未爆发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公共池塘资源的生态

政策下，由于难以隔断历史，也可以形成公共池塘

环境公共产品属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公共池塘

森林资源的自主治理模式。罗城县的例子在我国

资源的自主治理主要是针对其中的私有物品，如木

的其他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大量存在，在深入实施集

材，而不是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公共

体林权改革的过程中，能主动研究和了解这些具有

物品，后者应以政府为主提供，而不应依赖自主治

地方特色的森林产权和经营模式，将其与集体林权

理。
（2）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奥斯特罗姆制度设计

改革相结合，将会提高我国林业改革的效率，同时，

原则主要基于局地尺度的案例研究，且案例的选择

也将丰富公共池塘资源自治理论，为世界林业发展

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王羊等，2012）。虽然其林

做出贡献。

业研究的案例中包含了很多国有林地，但其 15 个案

（4）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总结中国特色森林治

例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没有触及像中国这样实行

理经验、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森林治理规律，也是

公有制和有自上而下行政体系的国家，也就无法了

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制度是如何

解像我国这样行政体系始终主导森林资源管理的

形成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奥斯特罗姆对水、森

情况下的，由于历史和改革等原因形成的公共池塘

林和牧场等在内的公共资源系统进行了 5000 多个

森林资源治理问题，如罗城的例子。
（3）历史的局限

案例的研究，并因此找到公共事物治理的第三条道

性。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提出主要以案

路。从林业“三定”、到退耕还林补偿机制的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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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再到目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对
推动我国林业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林业政策和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蕴含着什么样的一般规律？
用什么方法去总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
探索我国的林业改革与发展的规律，还可以推动中
国特色森林治理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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