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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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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倡导联盟框架是对进步主义、利益组织竞争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三种政策模型的发展;

它主要集中对信念体系的分析, 把政策信念系统作为政策共同体内在的稳定的参数, 强调政策僵

局是发生政策学习的一个重要条件。政府管理政策僵局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开、理性和经常性的对

话机制, 从而促进政策学习与政策妥协。倡导联盟分析框架对于分析和理解近年来我国有关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变迁, 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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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政策学者萨巴蒂尔和简金斯- 史密斯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倡导联盟框架( ACF)以

来,在短短的十几年中,这个框架先后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学者广泛地运用, 并且在

大多数的政策领域获得了成功,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领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一

倡导联盟框架整合了三种政策分析理论。尼尔森把政策分析理论分为三大类型:进步主义模

型、利益组织竞争模型以及意识形态冲突模型。[ 1]

所谓进步主义模型就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所信奉的科学主义观念。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

意图就是把科学与理性引入到政府的政策过程中,并运用科学与理性来理解政策过程,从而实现专

家治国的理念。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 只有在研究政策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性的科学精神,悬置所

有价值先见和利益立场, 才能获得客观性的知识。政策过程就是各种政策知识比较与鉴别的过程,

决策者能在各种政策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正确的方案。因此,政策分析与政策过程都是一种追

求科学的知识过程。一方面, 政策分析者为决策者的正确决策提供科学的政策知识,并帮助政府更

有效地执行决策提供知识;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根据政策研究者所提供的知识选择最合理、最科

学的方案。实际上, 伍德 威尔逊关于政治 行政分离论以及美国第一代智库的产生都是进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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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产物,也是坚持进步主义政策分析模型的典范。
[ 2]

进步主义模型盛行了近半个世纪, 直到二战结束后,西方知识分子目睹了科学被广泛运用于战

争并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这一残酷的事实,他们开始对进步主义固有的唯科学主义的崇拜、纯粹

价值中立的可行性以及科学给人类带来福祉等观念进行反思。一些政治学学者逐渐放弃进步主义

有关政治过程的价值中立观念和科学理性可以代替政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的思想,开始转向利益

组织模型。该模型认为政治过程是不同组织之间利益相角逐的过程, 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组织试

图对政府决策机构施加影响,从而使政策服务于他们的物质利益, 因此, 政府决策机构被视为物质

利益的代理人。政策分析就是为了澄清政策目标,并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提供最好的政策工具或

手段。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 政策研究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可以支持他们政策偏好的信息、工具和知

识。可见,这种强调政策研究的政策倡导做法与进步主义所强调的客观中立的旨趣形成了对比。

二战后至 60年代美国所诞生的第二代智库 政府合同型研究机构基本上就是遵循利益组

织竞争模型的理念。一方面, 科学知识服务于政府决策机构;另一方面, 把政策研究看成是经济理

性的精确计算, 并依赖于经济学知识。实际上,兰德公司为美国国防部所开发的规划、计划和预算

系统( PPBS)完全贯彻了利益组织竞争模型研究纲领。曾为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者、著名的经济学

家查理 舒尔茨 60年代主持美国联盟预算局工作时,把 PPBS广泛运用到美国联邦许多民用机构。

舒尔茨曾明确反对进步主义有关政治与科学知识相分离的观念,强调知识服务于政治目标、物质利

益和公众利益。

正如尼尔森所指出的,当代政策科学学者已经意识到进步主义把主观性的政治价值观排除在

政治过程之外是十分困难的, 而利益组织竞争模型所强调的知识服务于公众利益也存在问题。所

谓的公众利益本身就是十分抽象的,它在经验观察中很难得到经验支持,因为利益总是个人或某些

组织的具体利益。因此, 政策科学学者开始关注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比利益更容易得到

实证研究的支持。意识形态冲突模型把意识形态理解为: 基于人们内心的信念形成的基本认知假

设和价值观,从而构成了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一种基本的思考方式。[ 3]对于意识形态冲突模型来

说,政治过程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过程。对于政策分析者来说,政策研究不是为了抽象的

公共利益,而是捍卫他心中的意识形态。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至 80年代末兴起的美国第三代

智库 政策倡导型智库,主要以意识形态冲突模型作为其政策研究范式,实际上, 倡导型智库已

不是强烈的求知欲驱使着进行学术研究,相反,它们的最重要动机是为了政策倡导。[ 4]

倡导联盟框架就是综合了上述三种政策分析模式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政策分析模型。

二

所谓倡导联盟是指具有某种共同信念体系的政策行动者群体或政策共同体。他们由于共享一

套基本价值观、因果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问题的认知体系, 因而能进行长期的深度协调与合

作。[ 5]因此,倡导联盟最重要的整合力量不是相同的利益而是相同的信念体系。实际上, 倡导联盟

框架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是倡导联盟的信念体系 , [ 6]它 之所以选择信念体系,而不是

利益 ,是因为信念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和可验证性 。
[ 7]
虽然利益常表现为直观的实际利益,但在政

策过程中,它最终要被观念化为人们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常常在某种理论

体系中才能清楚地被界定, 而这种包含一系列因果关系认知的理论体系又是基于背后的信念体

系。[ 8]

倡导联盟框架把联盟的信念体系理解为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观念体系,它具有三个层次。

第一, 内核信念体系。这是一套有关根本规范性和哲学本体论的公理信念体系。这是个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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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逐渐形成的一套人生哲学信念。例如有关人类本性善恶的信念, 有关自由、安全、权力、知

识、健康、爱、美等基本价值的相对优先性,分配正义的基本标准等。

第二,政策核心信念体系是指为了实现内核信念体系的基本策略和根本政策立场,如对重要因

果关系的认知和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它可区分为两个方面: 基本规范性认知体系和有关实际经验

成分的认知体系。前者包括基本价值的优先性取向,如那些福利是关注全体还是某些社会集团。

后者包括全部问题的重要性、权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理分配、权威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理

分配以及各种政策手段的优先性, 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 次要方面 体系是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工具性决定, 以及为实现其政策核心信念所进行

的必要的信息搜寻。它包括特殊情景下某个问题具体方面的重要性, 不同空间和时间中各种因果

关联的重要性, 大多数有关行政规则、预算分配、个案处理、法规解释,甚至法规修改方面的决定。[ 9]

当人们对某个重要政策议题加以关注时,就会形成一个有关该问题的政策亚系统。在这个政

策亚系统中,存在着多个倡导联盟。这些不同的倡导联盟由于信念体系不同,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

策目标也不同。 各种倡导联盟就是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 ,
[ 10]
而公共政策主要

反映了处于主导地位联盟的信念体系。

当政策亚系统中的倡导联盟信念体系影响力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在政策僵

局中,不同的倡导联盟总是竭力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他们要借助各种论坛平台与竞争对手

进行对话和辩论。在这对话过程中, 一方面, 倡导联盟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内核信念体系的价

值,抵制竞争性的内核信念体系;另一方面,面对竞争对手诉诸于新经验、新信息和科技知识所提出

来的替代性的识见和批判,联盟成员会对自己的信念体系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吸收竞争对手某些

合理的因素。这种吸收竞争对手信念体系某些因素就是政策学习或政策取向学习过程。 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 正是由于价值观的冲突才产生了政策学习。[ 11]政策学习是政策僵局的产儿,正是

政策僵局的存在,才会引导政策学习,从而为政策改善和政策和解创造条件。

这种源于政策僵局引发的政策亚系统内部的跨联盟学习属于认知性原因。因为这主要是竞争

性联盟之间的开放的公众论坛或相对封闭的专业论坛展开辩论的结果。政策僵局所产生的跨联盟

的政策学习,仅对自己信念体系中的 次要方面 进行调整, 而保护自己的内核信念体系不受质疑。

三

下面, 我们以美国政策学者约翰 芒罗的加利福尼亚(以下简称加州)水资源政策变迁案例,进

一步阐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特征。

芒罗选取了 20世纪 60年中期代到 80年代末加州水资源政策变迁作为案例来验证倡导联盟

框架。在这近 20年的历史时段中,加州政府历经了三届州长, 分别是里根、布朗和杜梅金。

众所周知, 北加州与南加州全年降雨量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差异很大。加州境内水资源分布

不均衡,北多南少,大约有 2/ 3水资源分布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北地区。不仅如此, 南北水资

源使用量存在严重不均衡,加州北部人口相对稀少, 南部地区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同时, 南部农业

资源丰富,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仅农业浇灌用水量就占到全州用水量的 83%。

为解决南加州日益严峻的水资源供需矛盾, 自 20世纪初, 美国联邦政府、加州政府、加州地方

政府和民间机构,兴建了多项规模不同的北水南调工程。这些调水工程缓解了加州南部工农业用

水的紧张状况, 也为加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保证。同时,这些北水南调工程对南部

的萨克拉门托 圣华金三角洲地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北水南调工程大量调水降低了南部三角洲

河口处淡水的入流量,造成了河口海水倒灌现象, 使得旧金山湾地区的土地盐碱化,直接影响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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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们生产和生活, 也破坏了野生生物和相关的栖息地,对旧金山湾的水质和鱼类资源产生了不利

影响。因此,加州南北居民围绕北水南调工程及有关水资源政策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并引发了

一系列水资源政策变迁。

通过实证研究, 芒罗把加州水资源政策亚系统分为两个倡导联盟:经济发展主义联盟与保护主

义联盟。经济发展主义联盟成员 主要来自加州水资源部、联邦垦务局人员、农业利益组织以及除

萨克拉门托 圣华金三角洲地区的农场主、加州中部与南部水资源机构人员、加州商会、大多数中

部与南部立法机构人员、参议院水资源和农业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加州政府水资源机构联合会、

州政府水资源工程承包商。里根任期以及杜梅金任期时的加州政府中部分高级行政官员也是发展

主义倡导联盟成员。[ 12]

环境保护主义者倡导联盟主要由各种环境组织、政府官员、立法人员、农场主组织。它 包括塞

拉俱乐、环境防御基金会、地球之友、加州鳟鱼协会,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与加州鱼类与野生

动物部中大部分官员、加州北部市区的立法人员、布朗任期内的政府高官以及萨克拉门托 圣华金

三角洲地区的农场主 。[ 13]

经济发展主义倡导联盟与环境保护主义者倡导联盟的信念系统如表 1- 3:
[ 14]

表 1 内核信念系统或规范性的核心信念

经济发展主义联盟 环境保护主义联盟

人与自然关系的假设 人类应统治和控制自然。 人类是自然一部分,而不是高于自然。

价值优先性
经济增长、经济安全与物质生活水平具

有价值优先性。

美学价值与生态价值应该与经济增长价

值具有同等价值。

分配正义的基本标准 人类福利必须优先非人类的权利。
个人行为必须受到公信力的价值与代际

平等的约束。

表 2 政策核心信念系统

经济发展主义联盟 环境保护主义联盟

对问题的定义
水源短缺是因为放弃了大规模水资源发

展工程。

破坏了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自然资

源;现有水资源的低效使用。

政府与私人活动的适当

范围

政府作用仅限于确保水资源发展能够最

大限度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要求。

保护自然环境也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应

鼓励水资源市场的发展。

基本政策机制
政府要大规模增加对水资源发展项目的

投资。

政府对水资源发展项目进行规制; 取消

阻碍水资源市场制度性的壁垒。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权威

的适当分配

水资源项目应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来承

担;用水量应由地方水利机构与地方供

水区来决定。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水资源, 应该加强州

政府规制权; 水资源的公共控制应该取

代水资源的个人所有权。

理想的决策参与
决策权应该限于传统水资源发展的利益

组织之内。

公众与环境组织在水资源决定过程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在倡导联盟框架看来,当经济发展主义信念系统占上风时, 政府就采取兴建水利工程, 当环境

保护主义信念占上风时, 新建水利工程方案很难被通过。实际上,无论 60年代美国联邦垦务局建

成的中央河谷工程( CVP)还是 1960年政府开始兴建的州水利工程( SWP) ,都是因为在这期间的经

济发展主义信念体系占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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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次要方面的信念体系或工具性的政策信念体系

经济发展主义联盟 环境保护主义联盟

发展新水利项目的成本

收益比率

水资源发展项目的收益远远超过特定的

环境成本与经济成本。
新修水利工程,其成本将大于收益。

新水利项目停止的影响
对于中央河谷的农业是灾难; 直接威胁

着加州南部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方式。

新建水利项目根本不必要, 因为现有州

储水量过剩, 并且大量闲置的联邦政府

水利系统还没有利用。

农业用水

农业用水是一个高效的水资源使用者。

进一步的自然保护会降低农业产量, 且

对于提高用水效率没有任何意义。

农业浇灌存在大量水资源的浪费; 通过

减少水资源储存、运输过程的泄漏以及

植物根系区的深层渗流就可以获得巨大

的水资源供给量。

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水资源保护与提高用水效率对加州不断

增长的水量收支影响微乎其微; 严格的

保护水资源规制对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

提高构成了威胁。

加强水资源保护与提高用水效率将大大

增加水资源存量, 同时可以促进新的经

济增长。

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加州现有的水资源供给与配给系统运营

十分有效。

加州现有的水资源法与制度太陈旧了;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 需

要对现在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环保的充分性

对河流内在价值的保护十分充分; 水资

源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放松对三角洲和

北海岸众河流的现有保护标准。

对河流内在价值的保护不足; 许多自然

环境处于被破坏的危险境地;三角州,北

海岸众河流、旧金山海湾、莫诺湖都需要

特别保护。

在布朗政府期间,环保运动受到许多知识精英的支持, 已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环保主

义信念的不断扩散, 从而促使人们发生政策学习。这种政策学习集中体现在阻止直接从萨克拉门

托河取水的外围渠道工程的方案。无论是里根政府的动议还是布朗政府的调停以及杜梅金的再次

努力,这个方案最终没有被通过。

布朗政府于 1977年建立了水资源权利审察委员会, 其任务是对加州水资源问题进行客观、公

正的科学研究。这就是ACF 所强调的专业论坛。人们可以利用这个专业论坛就水资源问题进行

公开的辩论、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了政策学习的平台。

杜梅金政府赞成经济发展主义信念体系, 因此, 该政府试图再次推动外围渠道工程议案。然

而,由于经济发展主义信念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环保主义信念影响不断增强,因而杜梅金政府的努

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不过,正是在这种政策僵局中发生了政策学习。1989年初,帝王谷灌区( IID)与大都市供水区

(MWD)签署了一项节约用水的协议。前者负责通过灌溉节水与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减少科罗拉多

河的取水量,后者购买帝王谷灌区节约下来的水资源, 这笔水权交易费用作为农业灌区节约水资源

的回报。IID- MWD协议体现了经济发展主义对环保主义信念的学习。然而, 经济发展主义联盟

的内核信念系统,甚至于政策核心系统并没有发生改变。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是要发展新的水利工

程来增加对南加州的淡水供给量, IID- MWD协议仅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 有关外围渠道

问题一直是加州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在 2008 年加州州长竞选中, 这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策

议题。

政策倡导联盟框架的主要特色在于把目光集中在信念体系的分析上,认为政策冲突和政策僵

局与其说是根源于利益的得失,不如说是源于信念系统的差异。政府不是杜绝政策僵局,而是如何

善于管理和调停政策僵局。政府管理政策僵局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开、理性的和经常性的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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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专业性的论坛, 去帮助竞争性联盟通过理性的对话方式实现相互的政策学习和相互成长,从而

促进政策改善、政策和解与政策妥协。目前, 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那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观念越来越失去影响力。倡导联盟框架对于分析和理解近年来我国各地所

发生的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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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olicy Research: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YU Zhang-bao

( Insitute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 ACF) was proposed by Sabatier and Jenkins- Smith, two American scholars in pol-i

cy research. It was developed from three models, i. e. the progressive model, the interes-t group competition model and the ideo-

logical conflict model. ACF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 viewing policy belief systems as policy commu-

nity and stable parameters inherent in the policy community. It emphasizes that policy stalemat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policy

learning. To manage a policy stalema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n open, rational and regular dialogue mechanism to en-

courage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compromise. ACF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of Chinese polic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advocacy coalition, belief system, polic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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