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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危机与出路：
恢复重建 ３０ 年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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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重塑中国公共管理

系，真正促进传统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而将与传统

学的独立地位和身份。 从国内讲，公共管理学要有

公共管理学缺乏实质交叉融合、作为独立二级学科

独立地位和身份，首先要处理和政治学的关系。 公

的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

共管理学可建立独立的系所甚至学院，亦可建立独

社会保障学、土地资源管理学划出公共管理学一级

立的学术共识和共同体，但必须意识到，政治学是公

学科，或让它们以二级学科身份各自回归传统一级

共管理学的最大母体，离开了政治学的滋养，离开了

学科或母体下（ 如医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

与政治学的对话和交流，公共管理学就会变成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的关系

学等） ，或在遵循学科特点和自然发展规律基础上，
形成其他独立一级学科。 这样不仅对公共管理学发

永远只能是相对独立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支

展有利，还有利于不同领域的子管理学的发展，但这

撑的关系。 离开了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将失

样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共管理学就不再研

去方向，缺乏深度；同样，离开了公共管理学，政治学

究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

的研究也会失之偏颇，流于表面。 不理解行政和公

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问题。 仍然要大力研究这些

共管理问题，政治和政治学就只能“ 在天上飘着” ；

问题，但这些研究应作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或其二

同样，不把政治问题搞清楚，也无法真正理解行政和

级学科下的具体方向来进行，而不再作为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问题。 而且，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间的界

的独立二级学科。 将来，在学科发展成熟的基础上，

限也总是模糊不清和变动不居的，不可能有固定不

这些研究也可重新形成自己在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

变和一劳永逸的明确划分。 因此，二者的界限和身

下相对独立的二级或三级学科地位，同时可加强和

份问题会永远存在，并会不断发生变动和调整，不可

医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学等在这些领域的

能有最终答案，但也恰是这种矛盾和张力，这种有关

相互交流和沟通。 在发展交流的基础上，随着社会

各自身份和界限的互动，有力推动了两个学科的各

需求和基础条件的成熟，认为有必要真正建立大公

自发展和相互促进。 公共管理学在处理好与政治学

共管理一级学科所设计的二级学科结构，也可将社

关系的基础上，也要处理好与管理学的关系。 公共

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等作为二级学科重新纳入

管理学固然是管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具有学科共识和共同体意识的大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对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也可学习其他管理学 （ 如
管理科学和工程、工商管理学、土地资源管理学等）

的理论和方法，但公共管理学首先必须是关注 “ 政
治” “ 公共” “ 政策” 等问题的管理学，这是将其与其

下，但这必须是学科自然发展的过程，不能是人为干
预的结果。 从国际讲，要建立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独
立地位和身份，就必须重塑其相对于国际公共管理
学和其他学术的独立地位和身份。 要实现这点，要

他管理学区分开的首要条件，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

做到两点：其一，要有清醒的独立意识，要有文化和

就不仅会模糊公共管理学和其他管理学间的界限，

理论自信，要努力钻研探索，并竭力保持相对于国际

还会在无形中消解其地位和价值。 正是在如上意义

的独立身份。 其二，要破除对西方理论、思想和学者

上，学界应重新界定公共管理学，让其回归包括行政

的简单迷信。 国外理论和思想有先进的、精华的，就

管理学、公共政策学、非营利和社会组织研究，甚至

该好好学习，但这种学习必须是批判性、独立性和发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环境政策、城市政策、社会政策、

展性的，不能盲目膜拜和相信。 可以学习外来的理

公共治理等诸多方向（ 或二级学科） 的传统公共管

论和思想，但要加以中国化、本土化，同时要有理论

理学，大力发展传统学科领域的各方向，理顺学科关

自觉，要有自己的东西。

５４
ＣＵＡＡ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７ 卷 总第 ２１４ 期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加强理论和思想创新，要敢于和勇于形成自

和不同观点间的逻辑联系，梳理不同的理论传统和

己的理论传统和思想体系。 第一，每个研究者要敢

思想体系。 为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思想基础，从

于和勇于进行理论和思想创新，而且创新的理论既

而形成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理论传统和思想体系，这

包括中层理论，也包括统一理论和微观理论。 由于

对公共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和主要关注“ 政治活动的中

３．加强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规范性和科学性，反

观和微观层次” ，即威尔逊所说的政府的执行、操作

对形式主义和唯方法主义。 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在

下都被定位为默顿所说的“ 中层理论” 。 但并不是

的语言、辞藻和形式来哗众取宠。 所谓唯方法主义，

和政府工作中的最显眼部分，其理论创新很多情况

说公共管理学就不能创造“ 统一理论” ，也不允许有
“ 微观理论” 。 没有微观理论的支撑，中层理论就是
不丰富饱满的，也将会成为干瘪的名词和条目；同时
多个中层理论的汇聚与整合，也能形成具有相当一
致性的统一理论。 由于“ 政治” 和“ 行政” 事实上不
可分，也使得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事实上不可能

研究过程中，摈弃实际理论和思想创造，用故作高深
就是把方法看得高于一切，认为有了方法就等于有
了一切，文章甚至可以没有观点、理论和思想，只要
有方法，就是好文章。 公共管理学是研究关于 “ 国
家的治理” 的大学问，立志于“ 创造人类文明，是人
类文明的基石，为人类文明提供舞台” 。 因此，没有
对社会的深刻理解、系统把握，没有深厚的政治学素

完全独立，这就使公共管理学的很多理论的纵深发

养，没有管理学、法学、哲学、心理学、 社会学、 经济

展，势必会衍生到政治学的核心领域；同时由于公共

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交叉知识，就不可能研究好公

管理学的多学科交叉性质，又使得其理论可同时与

共管理学，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突出的贡献。 而且，公

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理论对话、融

共管理学研究的很多问题都非常宏大且复杂，很难

合、相通和统一。 所有这些都为立足于公共管理而

进行简单量化和模型化。

发展具有相当一致性的统一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

４．加强价值研究，形成学科特有的价值体系，提

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要鼓励学者敢于和勇于进

高其社会价值。 加强对价值的研究，可从四个方面

行经典理论和思想的创新和冒险。 因为学术和理论

考虑：一是从实践和改革的实际出发，明确公共管理

的发展始终是“ 经典传承” 的，也只有经典理论和思

改革的方向，明确其对学科的需求，从此确定学科应

想，才最终能对人类整体理论、思想和知识大厦的构

坚持和把握的基本价值。 二是直接就一些核心价值

建大有贡献；而且，也只有拥有了经典理论、思想和

展开研究。 三是通过研究或强调不同的价值，形成

观点的学科，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传统，拥有自己的

不同的理论、思想，乃至范式或学派。 四是将价值研

家园，才能代代相续、薪火相传，获得可持续性发展。

究作为其他具体问题研究的指导。 提高公共管理学

第三，学界要形成鼓励理论和思想创新的氛围，要努

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社会和公共管理实践的社会

力促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首先，要鼓励青

价值，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学科要贡献真东

年学者和学生大胆创新，不能迷信西方和国内已有

西。 其二是研究者要增强对社会和中国公共管理实

的经典理论和思想，只有超越了对已有经典的一味

践的强烈责任感。

崇拜和尊崇，才能敢于创新。 其次，要对中国本土创

５．创造一切条件，积极主动推动学科发展。 积

新给予充分关注和研究，不但要宽容，而且要支持、

极推动学科发展的路径很多，但在当下，有四点尤其

表扬、推广。 最后，要鼓励真正的创新，还必须改变

重要。 首先，尊重学科科研规律和学界自主自治，减

学界普遍存在的唯发表论、唯档次论、唯引用论、唯

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 其次，积极塑造富有学术献

奖项论、唯资历论、唯头衔论等。 第四，社会要为理

身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学术氛围。 由于公共管理

论和思想创新提供宽松、 宽容和自由的社会环境。

问题的复杂性，没有深厚的基础和坚持不懈的探索，

没有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就不可能有学术繁荣。

就很难有大的贡献。 再次，积极培养宽基础、懂方

要认识到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特殊性及相对

法、有理想、能坚持的青年人才队伍。 由于公共管理

中立性和客观性，要尽量给其更多的发展空间；要认

学科的特殊性，其青年人才队伍必须具有多学科交

识到没有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繁荣，中国治理和公共

叉的宽厚知识基础，除了必须对政治学有深入了解

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大受影响。 第五，要敢于形

以外，还必须对法学、一般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成自己的理论传统和思想体系。 公共管理学经过三

心理学等有所了解。 而在这些知识中，最为重要的

十余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

还是政治学的训练和知识积累，因为必须有一大批

学概念，诸如“ 压力型体制、锦标赛模式与行政逐级

同时懂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的人，才能真正把握学科

发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分级制政策实验、公推公选

的总体方向。 最后，积极理顺院系体制，培育院系学

与准行政竞争等” 。 需要对过去三十余年的学科发

展史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归纳整理，了解发展轨迹

术共同体，同时提高学界学术共同体意识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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