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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际上包含了多元主体对环境伦理的价值建构和对环境公共治理

实践活动的参与。 采用个案分析法论证我国社区环境公共治理范式对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
研究发现， 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制度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决策、 环境立法和环
境司法等民主协商活动提供了多元合作与协调的制度性建构渠道， 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开展的
环境公共治理运动则有效地整合了社区环保力量， 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协商的集体凝聚
力及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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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volves the practice of the axi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used case studies to argue the effe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creative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It
found that the ruling Party's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hannel for NGOs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corpor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legislature and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publ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vement in the local places integrates the community capital, improves public's group belonging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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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治学者丹尼尔.A.科尔曼指出， 环境

深植根于人类政治事务之中， 与权力的集中和民

危机的产生不仅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 而且深

主的削弱有密切的联系， 只有通过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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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落实民主的管理方式， 才能确保人类对环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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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绿色发展观的“传播运动”。 1973 年国家

的破坏进程发生逆转 。 我国环境公共治理机构
就是运用民主理论依托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精

建委下设环境保护办公室， 同时设立环保举报热
线， 开始接受群众举报环境污染事件， 鼓励群众

神来完善现存的环境管理制度[2]。 环境公共治理
理论将环境权的归属问题、 环境管理理念的革新
以及公民的环境参与权等问题作为基层民主制度

参与环境监督； 党的十八大在党章中将建设资源
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

运行的基本命题， 提出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匹
配的“
绿色治理” 观， 并强调将人与自然和谐共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本国策； 接着又在十九
大政治报告中提出“
建设美丽中国， 为人民创造
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并将努力“成为全球生态

生视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 运用民主协商
和民主参与方式对环境管理制度进行变革以实现

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 引领者”， 体
现了政府对环境民主治理中政府的角色与公民个

绿色社会的价值目标。
哈贝马斯被公认为是协商民主理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亦译为商谈民主或审

体责任的共识， 从而推进了对环境管理制度、 环
境保护法和政策进行调整与战略部署的顶级设
计， 以权威的形式规定了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议民主） 的大师[4]， 他认为， 民主协商就是通过对

环境公共治理原则和民主实施路径。

话达成共识的一种交往 （Communicative Action，
亦称为沟通） 行为， 是致力于相互理解的一种行

1 环境决策制定中的民主协商行动

动。 所谓协商， 是指由多元主体根据文化传统和
社会化程度， 在社会一体化层面上就价值追求和
行为规范进行互动、 达成共识， 在相互理解的基
础上协调各自的行为与计划， 以建立一种相互信
任的人际关系[3]。 哈贝马斯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协

公共治理以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
向， 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反映并实现社会多元主体
的合理期待。 协商式民主管理是实现环境公共治

商程序——
—“双轨式协商民主”， 将正式的决策机
制即以选举和议会为重心的宪政民主制与非正式

理目标的关键性环节， 有助于决策层达成环境政
策制定与选择上的价值理性。 党的三中全会报告
指出，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
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
的重要体现”， 要求各级党委“在全社会开展广

的市民社会及公共空间的政治论坛融合在一起。

泛协商，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他提出， 实行这种双轨制协商民主必须具备以下
结构要素和条件：
第一， 交往行动必须回到实际的生活世界中
去， 主体运用符号互动产生对日常生活的开放
性、 交互性来推动“生活世界” 的三重功能：

在环境公共治理中具体体现为“
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和基层民主” 的执政理念， 鼓动民间 （或半
官方） 环保组织“通过国家政权机关、 政协组
织、 党派团体、 基层组织、 社会组织的协商渠
道， 参与立法协商、 行政协商、 民主协商、 参政

“理解的功能——
—促进文化知识传统的更新及合
作化功能； 促进社会统一和联合的社会化功能；
促进个体间同一性的形成”。

协商和社会协商”[5]。 自此， 各类环境组织通过参
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民主协商活动， 在制定
决策的公共领域内自由地进行论辩、 对话、 交换

第二， 生活世界是一个结构整体， 由社会、
文化及个性三重因素连接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

意见、 不受约束地变换主题、 分享各种信息和话
语权， 实现对环境管理模式变革与制约的导向性

络。 只有同等地对待它们三者， 文化认同、 社会
整合、 “个人的社会化” 以及社会全面的理性化
才能实现交往双方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的协同。
第三， 排除任何强制条件下形成的共识， 交

文化建构。 同时也向公众传播国家环境治理思
路， 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决策的合法性认同与遵
从意愿。 更重要的是，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民主协
商模式是解决环境价值冲突、 满足公民环境诉求

往双方有同等机会说明、 解释、 反驳或对对方的
意见进行检讨或批评， 任何一方都不能独占发言

与环境参与欲望的最佳途径。
1.1 环境立法中的交往预设和沟通程序所实现

的机会， 以便排除只对单方面具有约束力的规范
和特权。
我国的环境公共治理思潮起源于环境决策层

的国家与公民意志的融合
瑞典环境政治学者俄瑞克 （Erik Hysing） 认
为， “通过改革民主政治体制来应对环境问题才

为应对环境危机而发起的对公民环境权、 环境价

是我们时代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挑战”[6]， 它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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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社区环保委员会、 公民陪审团 （或环境诉讼

执行、 指导、 协助公民的环保公益维权行为。 其

组织）、 专业协会等方式为公民授权， 让公民直
接参与到环境司法的过程， 以此作为督促公众参

接到公众对企业或个人
法律协商方式主要是在“
违法排污和环境侵权时， 首先派送专业技术人员

与环境监控行动的驱动力。 例如， 我国环境专业
组织参与环境监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引起争议

或环保专业机构进行前期调查， 通知污染企业或
个人， 分析污染行为， 评估其对生态、 环境的损
坏； 然后联系地方政府环保部门、 污染企业和个

的环境决策及其缺陷进行意见交换和科学论证，
引导国家环境政策和法规实现环境利益最大化的
基本价值定位。

人、 受害者等， 主持协商、 调解， 就遏制污染行
为、 索赔污染损失、 恢复环境和生态等民事责任

2012 年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的科研人员通
过考察， 发现农村某些地方土壤、 水资源和空气

达成协议， 监督协议的履行并实施”[8]。 环保组织
引导公众参与环保诉讼程序， 形成了一股对环境

被固体废弃物与重金属严重污染， 为此开启了对
农村环保政策的监督、 制定和参政、 议政等一系

资源垄断和污染主体的对抗性力量， 为公众实现
其环境权和健康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2 在环境公共治理中开辟公共话语空间

列民主协商活动。 该学会举办了“区域性重金属
污染与健康研讨会”， 会议以广东大宝山矿区的
重金属污染为核心论题， 使与会者获知该区严重
的重金属暴露水平及该区人群健康所遭受到的危
害， 并意识到解决电镀行业长期以来对环境造成
损害的问题刻不容缓。 为了引导电镀污染防治技
术的规范发展， 该学会与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就如
何遏制污染的问题进行对话和协商， 在达成共识
后， 参与了制定相关产业国家标准的决策活动。
之后， 通过与上级部门的辩论， 证明其决策的正
当性， 于次年 （2013 年） 牵头编写了国家环境
保护部 《电镀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最终形
成对重金属行业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 此

社区是实践环境公共治理的关键性机构， 在
探讨环境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 厘清环境管理制
度的变革逻辑并形成与之契合的环境民主协商机
制、 达到与环境公共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本
质性统一” 等方面， 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路径设
计。 鉴于代议制度下的政治精英无法对所有利益
群体负责， 投票式的民主决策过程难免出现“多
数人” 压倒“少数人” 的专制而产生歧视性政策
的状况，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设计了
社会协商” 的公共空间， 使民主参与的渠
一种“
道延伸至公民阶层。 她认为， 在现实中“公民们

个案显示， “
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既包括正式或
官方的决策论坛也包括延伸的次级社团”， 正是
这些基层社团的决策参与活动“为复杂社会中的
民主参与提供认识论的基准， 也提供了道德判断

很难聚在一起讨论决定与自己命运相关的问题，
因此， 需要在国家内部建立多元化的公共领域，
而建立“
社区委员会” 就是最合适的一种参与方
式。 委员会的规模以人们能够自由地协商、 讨论
为准， 组织形式包括邻里议事会、 职业协会、 工

的基础”[7]。
1.2 公民环保组织在变革环境治理模式， 实现
环境公共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的协商功能

厂委员会、 公寓团体等”[9]。 在这种广泛多元的底
层社会空间里， 一方面， 官方或民间环保组织通
过社会协商的交往形式传播和贯彻环境保护的道

我国非政府环保组织建立了与人大代表和环

德伦理、 法律规范和环保技能。 另一方面， 普通
公民以个人的身份就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直

境专家的长期联系， 通过参与立法协商， 或者通
过人大代表的提案传达其环保建议， 也通过法律
咨询部门， 为公众提供环境公益诉讼服务。 由于
我国 《民事诉讼法》 将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限制
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公众必须依

日、 信访等）， 或通过大众媒介、 网络平台直接
面向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公众发表个人的意见和
建议、 申诉自己的遭遇或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

靠正式的环保组织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环
境侵权案件中的执法行为进行协助和商议。 例

也可以通过自愿加入的自治性公民组织， 或推举
自己的公民代表等方式就某些共同关心的、 具有

如， 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专门设立了环境公益
维权法律服务中心， 并成立了首个环境公益维权
专项基金。 该基金会计划在广东省环保部门、 司

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公众进
行协商对话。
2.1 以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为基点， 建构由基

法部门的指导下， 作为环保公益组织负责发起、

层政府、 公民社会和环保精英组成的互动空间

接与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进行对话 （如政府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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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正在兴起一场乡村环境振兴运

性。 其次， 乡政府设置了专门的乡风文明评议委

动， 基层政府借助协商民主的交往沟通模式， 动
员号召公民就与自己生存环境相关的问题进行理

员会， 每个月举行乡、 村两级乡风文明的评议和
垃圾分类打分， 为配合此项活动， 各村开展“花

性协商和沟通， 成功地完成了一场“
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 以浙江省缙云县方溪乡为例， 该

样农家” 活动， 表彰在房前屋后种植四季花草植
物的农户。 绿化成绩优异的村民将获得一整套当

乡过去曾一度因依赖矿山开发而受到生活污染、
工业污染、 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的
困扰， 村民健康生存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

季花卉作为奖励， 还能登上村里的光荣榜， 脏、
乱、 差的典型也将登上村里的“曝光台”。 这项
活动的“
善治效应” 是将村民个人的利益观和荣

极大危害。 乡村干部正是通过协商、 对话等合理
化程序制定乡村环境整治政策， “运用互动方式

誉感转化为对维护其共有环境资源的使命感和价
值认同， 使得个体对社区管理制度的理性认知

推动了日常生活的开放性和交互性”。
首先， 乡委会推行民主定事方案， 为制定村
规民约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如举行“垃圾分类、

“升华” 为自觉地忠于职守、 各尽其责、 尊重自
然的道德自律。
从协商民主的参与角度来看， “
乡村委员会”

水源保护” 的启动仪式， 在全体村民参与的乡村

疏通了社会的协商渠道， 使普通公众与基层政府

环境振兴动员大会上收集和倾听群众的意见， 并

形成了一种“
权力依存、 相互合作”， 能够增进公

在全乡范围内开展环境整治大讨论。 其次， 乡干
部紧扣村未来发展规划、 环境综合整治、 旅游发
展等目标， 提出制定村规民约的方案， 并与村民

共生活的价值及政治论坛中公民间的相互理解和

们一起对水资源的保护和监督措施及具体的垃圾
管理制度进行表决、 达成共识。 再次， 请村民对
新批地建设承诺污水达标、 党员干部参加村庄洁
净日活动并对禁渔等工作进行监督评估， 培养村
民们“
保护水资源、 人人有责” 的环境意识。 最

3 环境公共治理营建的社会交往网络
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多元利益相关者
对环境管理制度的共识和遵从； 对立法活动、 政
策制定、 政策条例的实施及公共财政等信息的公
开与分享； 对环境保护组织、 个人或具体职位所

后， 借力“专家权威”， 邀请县农办的专家， 为

承当的职责与其对应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其履行

每家每户传授“高尚卫生习惯”， 如生活污染物
治理技术与花卉种植养育相结合的方法， 并将
“农家绿化” 活动与各户垃圾分类工作挂钩进行
打分和评奖。 这种“
民主对话” 方式奠定了公共
话语空间的认知意义， 利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主

该职责的绩效评估与后续的依法奖惩措施进行明
确的规定； 并对组织成员的投诉与信息报告设置
有效的回应机制， 更重要的是， 环境公共治理通
过对社会资源的整合， 使社会成员分享共同的环
境价值观、 生态伦理规范和环保行为准则。

题和理由对各类环境信息进行筛选和传播， 使决
策者和公众之间达成的共识“顺利地” 成为两者
共有的信念和统一行动的驱动力。

3.1 环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形成的社会整合效益
我国甘肃省文县李子坝村内具有“大熊猫、
羚牛、 金丝猴、 雉鹑、 珙桐、 香果树、 南方红豆

2.2 乡村环境公共治理的互动与对话在培育公
民的环境伦理意识与公益品质等方面的实践意义

杉等珍贵动植物。” 但长期以来管理主体缺位，
基层组织缺少环境管理知识， “
无序开发、 砍树

乡村环境振兴运动的核心是实行垃圾分类。
为了构建长效的、 由村民自治的垃圾管理机制，
并获得村民的认同、 配合与合作。 首先， 乡村主
要领导主动承担街长、 路长、 河长、 弄长和垃圾

盗卖、 满山烧炭的状况”， 使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严重时， 每天有上百立方米的木料被砍伐或贩
卖[10]。 村民之间缺少互动， 眼看这块山清水秀的
宝地变成满目疮痍的穷山恶水而成为“沉默的大

分类工作组长职责， 由其亲自示范、 亲自推广各
项环境整治活动。 各类“长” 分工明确、 承担不

多数”。 2008 年 12 月， 在“保护国际” 组织的
支持下，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以下简称管

同责任， 实行与公众“零距离” 的对话与沟通。
如乡党委书记亲自下河道清理垃圾， 以实际行动
唤醒村民不再往溪水中乱扔垃圾的自觉性， 同时

理局） 与李子坝村签订了保护协议， 管理局与村
委会和村民共同协商制定了资源管理制度和相应
的生态补偿配套政策， 使社区通过协议保护在生

也激励其他基层干部参与护河与垃圾管理的积极

态产品、 生态旅游， 教育、 医疗等公共利益方面

政治认同， 从而实现公共领域中主体间无强制的
平等对话和维护公民表达权的民主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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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同步发展。
在进入协议保护模式后，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为了加深整个社区对森林再生的可变性及森林复
制“
时空限制” 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组织兰州大
学“
社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的专家组
对协议保护地进行实地考察。 在系统、 密集的实
地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组协助李子坝
村委会编制了各种动植物的识别手册和具体的保
护规划， 并通过对保护过程的定期监测、 评估及
其结果的推广， 为社区提供及时的森林保护技术
咨询和社区环保能力建设方面的指导， 如定期举
办生态知识和环保技术培训班， 制作项目宣传品
及开展社区环境教育活动等等， 使得社区内部系
统对动植物保护的科学性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和统
一的行动方向。
3.2

社区环保组织推进的“个体社会化” 历程
在协议保护模式下开创的环境知识宣传、 生

4 结语
环境民主协商制度的运行推进了现代政府环
境治理理念的变迁， 环境管理部门在与社会组织
的民主协商中， 有效回应了多元主体对生态价值
社会认同的某些核心思想及政府与公民间的对话
渠道问题。 从环境专家学者进行的环境价值传播
和对环境监测技能的培育， 到环境保护组织对环
境立法、 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的参与； 从环境媒
体动员公民通过对环境事件的关注、 参与， 到个
体走向聚合、 凝聚成“绿色公共治理队伍”， 到
环境管理机构利用政策条例强化社区主体环保社
会责任， 维护公共利益和环境资源的公平分享等
等现代政治实践活动， 无一不体现了协商民主理
念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正在走向规范化、 制
度化的治理进程， 彰显了政府在引领整体社会走
向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方向的公
共治理能力的提升。

态伦理道德教育、 社会咨询以及技能培训有效地
整合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社区居民、 民间组
织及学术科研单位等各方的资源， 促进了公民对
社区环境保护目标的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 环境
学术研究组织在与社区公民直接交流的过程中，
不仅创新了学术单位与环保组织及公众之间的交
往、 互助模式， 也为我国基层社会环境保护运动
培育了一支集科学性与组织纪律性为一体的群众
性环保队伍， 构筑了环境公共治理的群众基础。
李子坝村民经过与保护区管理局、 环境专家
的多次互动后， 提高了对区内生态资源实行自治
管理的能力， 在签订“降低或消除社区内外部对
协议保护地珍稀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威胁和对
重要水源地的威胁， 恢复及保持该地森林生态系
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 协议基础上， 建立了协
议保护地自然资源的巡逻队， 社区村民不仅从
“沉默的大多数” 转变为自觉承担保护自然资源
和水源的监督工作， 也不断地为自然保护区资源
管理提供新的理念、 经验和操作方法， 降低了森
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 也提高生物多样性长
远保护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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