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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牧民公民叔和政治叔的人类学考察
——以那曲牧区村落社会为例
赵书彬２

郎维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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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民主改革后藏北牧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在藏北牧区的村
落社会中，村民自治是牧民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一个重要生活场景，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村
民自治组织的权威性，村落社会成员的社会规范，从人类学的视野考察这三者互动所构成的村
民政治生活图景，正是牧民公民权和政治权在微观层面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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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泛指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唐古拉山

因此没有公民概念，倍受役属的广大牧民更

与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之间，习称“羌

无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可言。民主改革废除

塘”高原。生活在藏北广袤草原上的居民自

了旧西藏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封建领主

称“卓巴”，意为牧民。本论文涉及的藏北牧

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

民公民权和政治权是以村落社会…的牧民

按照新中国的宪法，西藏民众同全国各族人

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实证的层面选择了那曲

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

县那曲镇的达嘎多村和香茂乡的宗热格村作

一切政治权利，这正是西藏人权状况改善的

为考察点，以人类学的视角对牧民公民权与

开端。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藏牧民的公

政治权的历史与现实状态进行一番考察。在

民与政治权利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当下藏北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由于人们的权利

牧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状况又是如何？本文

和义务以及社会地位是按社会等级来划分，

试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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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北牧民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嬗变
藏北牧民获得公民权和政治权不只体现
在新中国政治制度自上而下的赋予，牧民的
权利诉求与国家制度的良性互动也在不断地
推进牧区的人权事业，而这种良性互动局面
的出现，真正表现出现代西藏社会的平等、自
由和民主之处。
（一）民主改革前藏北牧民的人权状况
平等与自由是近代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压
迫所追求的核心政治目标，资产阶级思想家
认为：“人们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把任何人置于何种状态
之外，使他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旧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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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的２０％左右。三大寺共占有牧场２６个、
牲畜１１万头、牧奴共４万多人。【３ ｏ在民主改
革以前，对只拥有权利的三大领主来说是一
种“美妙”的人权享有，而对只拥有义务的广
大牧民来说各项权利却是想都不敢想，想也
想不到。
民主改革前，对草场和其他资源的控制
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它导致了极
度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出现。１９４３年在藏
北承担噶厦政府差役的阿巴部落又被封赐给
当时的摄政达扎活佛，这样噶厦政府的外差
没有减免，又加上了达扎的内差，对这种每个
牧民要接受两个领主剥削的状况，牧民将其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

比喻为“一匹马配上了两副鞍子”。Ｍ１噶厦政

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

府、寺庙、藏北总管、部落头人等领主拥有对

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

牧民人身的役使权，数量繁多、不同名目而且

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随着人权思想的兴

及其不固定的差税迫使牧民形成对领主的人

起，人们开始以对人的关怀与尊重来看待、评

身依附关系。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藏那曲桑

价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人权思想相关的价值

雄阿巴部落的调查显示：１９５８年各类差户共

观开始指导人们的改革行动。不得不说的

有３５项实物、劳役或货币等形式的差税名

是，１９５９年以前，在《世界人权宣言》已经颁

目，而历史上曾支过的差税项目也有２２项。

布的１０年时间内，西藏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

其中以牛为单位进行支差的牧户是部落中负

存在，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农奴阶级的人身权

担差税的主体，仅１９５８年支差项目就达２８

利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一是政治上，他们作

项，按低标准折合成藏银，平均一头牛差负担

为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是经济上，他们

２３５．６两藏银。¨ｏ旧西藏以沉重的差税进行

作为人的生存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西藏牧

社会管理，而这只是领主占有人身的一个方

区，主要生产资料的草场、牧场的大部分被三

面，除了对人身的役使，对牧民的迁徙也有严

大领主所占有。在藏北牧区，西藏噶厦政府

格限制。人要离开所在部落，牲畜这一财产

甚至可以将部落使用的草场任意没收并封赐

必须留在部落支差，如果是到邻近部落租草

给领主或头人。三大领主还占有既是生产资

放牧，也必须支应本部落的差税，如果携畜逃

料，又是生活资料的牲畜总量的２５％～

跑一旦被部落抓回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如罚

３０％，其余７０％一７５％的牲畜则由牧主和牧

没全部财产。出嫁或人赘其他部落必须征求

民所有。牧民占牧区人口的９５％，占有牲畜

两方部落领主的同意，同意后要向本部落领

的５０％左右；牧主只占人口的１％，却占有牲

主交一定费用。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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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宗官大人，百姓献给他的是肉和

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解脱”，随着

酥油，他给百姓的责令与训话”，“石头虽小

旧社会各种差役、封建特权、旧有司法和人身

能砸破陶器，官虽小能害百姓”，∞１这些当时

依附关系的废除，牧民群众从旧制度的束缚

流传下来的谚语说明藏北官治下的人身不平

中解脱出来，人身自由、平等、人格尊严与生

等关系。民主改革前藏北部落内的小案件和

命权等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第二是“享有”，

纠纷由头人处理，大的案件进行审判，但惩治

乡级政权的建立，国家的各种法规、政策得以

牧民的刑法严峻，责骂、罚物、鞭打、关押、挖

深人牧民群众之中，牧民成为享有国家宪法

眼睛、剁手脚等惩罚严重侵犯人身。藏北的

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第三就是

法律规范并不是人人平等，有着十分明显的

“行使”，乡级政权的建立为牧民群众提供了

社会等级差别，并且以政代法，充满浓厚的人

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有利条件，通过民主

治特点。民主改革前藏北牧民的人权状况，

选举等政治实践，牧民获得了选举权７、被选举

如果以国际公认的人权公约中的各种精神和

权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条款来衡量，几乎没有一处是符合的。
（二）民主改革后藏北牧民公民权、政治
权的实现

无疑民主改革时期藏北牧民公民权与政
治权的享有与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
过程，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与自上而下的权

藏北牧民人权的享有是在民主改革后，

利赋予和保护构成了牧民权利实现的两种重

公民权和政治权是牧民获得的基本权利之

要途径和方式，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

一。从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９年约十年间，

是牧民权利享有的主要内容，同时在权利享

藏北牧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建立各级政权，开

有的程度上不仅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当家作

展民主普选，成立互助组等社会变革。川通

主，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所带来的各方面权

过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破旧立新，废除了

利，应该说这个时期牧民的权利享有是在高

三大领主在牧区的一切封建特权和各种剥削

起点上起步的。

形式，废除了名目繁多的乌拉差役，废除了一
切残酷的人身迫害刑法，广大牧民获得了新

（三）村民自治与藏北牧民的公民权和
政治权

生，他们拥有了生产、生活资料，摆脱了对农

民主改革结束后不久，牧区逐渐被纳入

奴主的人身依附，获得了自由，享有了自己管

到公有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中，虽然每个牧

理生产和生活的权利。与此同时，平叛保畜

民的政治地位平等，不再有过去的社会等级

委员会、牧民协会和乡人民政府等牧区基层

区分。但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每个成员

组织相继建立，基层普选展开，应该说，这时

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从而忽视了社会

藏北牧区基层自治局面的出现，表明广大牧

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没有从根本上唤起牧民

民开始享有了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权。

整体和个体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后，国

从公民权与政治权享有的角度来看，藏

家从牧民的微观经济管理中退出，基层自治

北社会旧有社会组织的废除到新的各级政权

的条件逐渐成熟，牧民从自治中实现公民权

在藏北的建立这一过程中牧民权利的变迁主

与政治权复归。在基层行政建设推进的过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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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政村和自然村的地域范围逐渐清晰，同

范，目的就是通过村委会这种组织和村民自

时牧业村的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也逐渐清晰

治这种形式，把牧民组织起来，依法由村民群

化，这标志着牧区行政村和自然村逐渐成型。

众办理自己的事，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

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为纽带的聚居

教育、自我服务，并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

点作为一种自然形成的组织在人民公社前期

来，把民主扩大到村落社会的牧民生活中，让

的队、组化中，有了更多的地缘性和行政性，

他们真正享有民主自治权利，自己管理好本

当国家退出微观管理后，由于牧业生产中草

村的各项事务。从落实责任制到村民自治的

场共有和放牧互助的需要，实行联产承包的

实施，藏北牧民先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

家庭虽然作为经济主体，但并不会各自为政，

了自主权，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奠定了人权发

于是基本成型的行政村和自然组成为了牧业

展的基础，如今藏北牧民的人权主体地位完

社会的一种组织遗产，这一遗产也被国家作

全确立，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因此

为一种基层组织形式固定下来ｄ

得到实现。

藏北地区的基层体制形成了乡一行政村
＿自然村的形式，牧民获得了牲畜的私人占

二、乡村治理与牧民公民权和政治权

有权，草场的所用权归村落集体所有，牧民享

行政村和自然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牧

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日常生活也更加宽松，

民群众来说已经不再陌生，行政村是国家嵌

由国家牧民转变为社会牧民，开始是自发的

入的一个基层组织，相对于自然村的地缘和

管理本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随后以

血缘性来说行政村是地缘基础上的行政关

村民自治为载体的牧民政治权利机制应运而

系。如今藏北，在政府的秩序中行政村都用

生，在村民自治中牧民依法享有了民主选举

数字来命名，而自然村都有确切的藏语名字，

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村民自治成为

由此可见行政村更加抽象。正由于这种区

牧民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一个重要生活场
旦

别，藏北的村民自治实际上有行政村和自然

村民自治是在一定法律框架下的民主活

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村民群众按照国家

动，［８１这正说明了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现

的法律和政策，实行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

代社会离开了人权，就不是真正的法治；离开

自己、自己服务自己。简单地说，就是在农村

了法治，人权不可能实现。”一１因此，要保障

社区内，村民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基层民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必须通过

进行自我管理。ｕ叫而在自然村这一范围内，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途径实现。

村民更多的是在民族传统法俗文化与现代管

乐。

村两种范围。按政府定义，村民自治就是在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

理机制并存的两种方式下实现村民自治。当

试行的形式通过《村委会组织法》，１９９２年

然行政村和自然村两个范围内的自治形式并

１２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不是截然二分，但确实在乡村治理中略有方

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获得通过，这些法律

式上的差别。

的公布实施对村民的自治实践加以确认和规

村民自治是牧民基本权利享有的一个重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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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活场景，同时村民委员会也负有保障牧

务公开颇为有序和规范，笔者将换届选举的

民民主权利、自由权利、人身权利、人格权利

田野调查情况描述于下。２００８年８月宗村

等责任。从那曲县达村和宗村可以窥其牧业

选举前要进行有关选举法律的宣传，并按照

社会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机制并存的情境

选举法律程序进行规范操作，宗村所在的香

下是如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茂乡在８月２８日完成了该乡１０个行政村的

与自我调适的全貌。

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村委会成员５８人，其

（一）宗热格村委会换届与藏北牧民的

中村委会主任１０人，副主任１８人，委员３０

民主选举实践

人。自从１９９３年底，西藏农牧区开始了村民

宗热格是香茂乡的第一行政村，辖有宗

委员会选举，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３年，其成

热格、布格罗、孔英、夏惹、孔卡５个自然村。

员可以连选连任。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选

与藏北牧区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同

举，在选举大会上具有选举资格的村民每人

步，２００８年是第六届宗村村委会选举，８至９

一票或自己委托他人写上自己满意的人选。

月是选举期。这期间宗村通过民主选举，产

根据香茂乡第一行政村即宗热格村选举时投

生了新一届的村委会成员，村民的选举和村

票、唱票的原始资料制成下表（见表１）：

表１：

香茂乡第一行政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唱票情况

候选人

其美次仁

昂托

索朗

格桑

扎西巴卓

南岗

票数

５２

４７

３７

３２

２７

２５

候选人

顿约

诺桑

约申

边巴

洛桑

多尼

票数

２３

２２

１６

４

３

３

候选人

尼色

扎达

拉达

果龙

坚多

票数

２

ｌ

１

ｌ

ｌ

这份记录候选人产生的资料，选举共投
出２９７票，占第一行政村享有选举权资格人

通过民主选举，第一行政村的新一届村
委会成员正式产生。

数的７５％，在藏北牧区居住分散、地域辽阔
的自然条件下，有比较高比例的选民参加投

表２：

第一行政村第六届村委会成员表

票，实际上已经表明广大牧民有参与村民自

人员

职务

自然村属

治的意愿。第一轮投票后，票数分散在１７个

其美次仁

主任

宗热格

候选人身上。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候选

昂托

副主任

布格罗

南岗

副主任

孔卡

格桑

委员

夏惹

扎西巴卓

委员

宗热格

索朗

委员

孔英

人要获得参加投票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始能
当选。经第二轮对票数居前的６人作为候选
人再次投票均过半数后，依得票高低其美次
仁当选村长，最终产生６位村委会成员（见表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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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茂乡第一村的５个自然村都有人被选

巴参加。在县乡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新一届

进了村委会，由于宗热格是一个大村，村委会

第一行政村村委会明确了职责分工，进行了

中有两人都是该村的，但每个自然村在村委

财物交接。

中都有一个代表。
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出来后，第一行政村
召开新一届村委会会议，交接村委会新老班

１、村委会成员由６人组成：主任１人：其
美次仁；副主任２人：昂托、南岗；委员３人：
扎西巴卓、格桑占堆、索朗。

子的工作，上一届村委会主任昂托代表老班

２、村委会分工为：其美次仁主持全面工

子向新一届交代了工作。这次工作交接也有

作，同时负责社会稳定、发展改革、文件管理、

文字记录，虽然简要，但对研究藏北牧民的自

组织管理等。昂托与扎西巴卓负责牧业发

治组织而言颇为珍贵。

展、财务、账务以及其他日常杂务。南岗与格

宗热格村委会工作交接会记录（２００８年
９月１０日）
１、村文化室共有２１３５９元，其中２０３１０
元用于购买各种物品．剩余１０４９元。

桑负责防灾减灾、保护自然环境与草场，以及
副业管理。索朗负责村妇女、青年等组织工
作，并负责公共草场的使用与管理。
３、２００５年村委结余３１６０．８４元，２００６到

２、村委会有６人，正副主任３人，委员３

２００８年收入４４６３元，两项共７６２３．８４元，

人。昂托负责全面工作，并管理财务。南岗

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支出４５１７．６元，结余

是村委秘书，负责账务等，其美次仁负责安全

３１０６．２４元。

事务，还有各类文件的管理。
３、低保、安居房的钱、村半年经费乡里要
按期拔给。

４、村委会文化活动室公共物品有２０件
（２０件物品也列有清单，包括办公桌椅、床
垫、电视等办公生活用品）。

４、３个小组的负责人和村民代表要遵守

在县乡工作人员的参与下，这些工作进

草场分配原则，乡里要派人来参与草场分配。

行得都比较规范，从文字记录可以看出财务

上一届班子把财务、村委构成及分工、草

管理和职责分工是村委会建设比较被重视的

场建设等事务交代完之后，新一届村委会就

两个方面。以前村主任掌管财务的习惯被取

开始着手村委会工作。近几年，村民委员会

消，财务与村主任职权分离、财务与账务分离

建设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２００８年的换届

的做法明显是为在制度上规范资金、资产管

选举中，香茂乡不仅在换届之前给各村统一

理，推进廉政建设，同时对村委会资金和资产

制作和发放了各项规章制度，还在选举后派

进行登记、公布，做到村务公开，依法保障村

工作人员帮助各村完善基层组织结构和督促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宗热

落实各项规章制度。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日，那

格村的稳定与发展、财务管理、防灾抗灾、草

曲县办事员桑白顿珠、巴桑罗布和香茂乡干

场保护与使用等村公共事务也都以明文确定

部强巴一行３人来到宗热格村对新一届村委

下来，并且村委会的分工和职责也更加细化

会工作进行专门指导，新一届村委会成员其

和明确，一切都做到有章可循。经过一个月

美次仁、昂托、南岗、格桑和村民代表顿约、边

左右的时间，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正式成型。
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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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织依托，除
这个组织外，村里还有党团、妇代会、民兵、村

（二）达村的组织、规范、行为与牧民权
利实现

民调节委员会、草场管理委员会以及防灾抗

藏北牧区村落的形成从外部来说是基层

灾领导小组等组织。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

行政区划和建设的不断推进使自然村的地

一项新生事物，宗热格村委会换届的平稳过

域、资源等边界逐渐清晰；从内部来说是聚居

渡、参与选举的热情、选举程序的规范透明以

的地缘关系、亲属网络的血缘关系、礼仪建构

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说明村委会选举制

的社会关系和村民自治等内部整合机制的不

度在藏北的民主化、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断生成，因此自然村具有了村落的整体性和

我们在宗热格和达嘎多两个自然村共

自主性特征。自治组织、社会规范和民众行

４８户调查的结果表明，４７户对村民自治制度

为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村落政治

满意，１户对村民自治制度非常满意，满意率

生活的基本内容。笔者从达村村民小组、村

达到１００％。从被调查村民的满意度来看，

规民约以及纠纷处理这三者互动所构成的村

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满足了藏北牧民

民政治生活图景来观察他们的公民权与政治

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直接表

权的表现方式。

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的权利诉求。广大牧民
如何当家作主，如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

达村是一个有２２户牧民的自然村落，现
属那曲镇２８村一组。

．

利？村民自治制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民主政

依据《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治基础。从村民对选举的程序调查可以看到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ｌｏ条规定：

民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比较熟悉，政治参与的

“村民委员会根据本村的规模、生产、生活的

热情强烈，对村民选举抱以极大的关注，说明

实际情况和村民的意愿设若干村民小组。村

牧民对村民民主权利的诉求达到了一定的水

民小组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选举产生。”该

平，但这种意愿、诉求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与

规定可以理解为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

全国的乡村选举存在一定的共性，村民选举

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的组成

与村的规模、家庭人口、亲缘关系、经济利益

部分，小组的自我管理是村民自治的具体体

以及乡政府有着很大关联。村民自治制度在

现。在村民自治制度之下，村小组负有积极

藏北牧区的实行的确为牧民提供了实现民主

向村民宣传方针政策、国家法律、地方政府的

权利的制度化途径，但村民自治制度在藏北

有关政策等；收集并向村民委员会反映本组

才有十几年的实践，“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

村民的意见、建议；向本组村民传达村民委员

都需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村民自治各

会的有关规定、精神；协助村委会做好本村的

项制度也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刈其

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等职责。国家确定村小

中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何理顺村里不同

组的自治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法律上对基层

利益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完善牧区基层自

原有的民主性加以确认，同时赋予村民小组

治，保障牧民的各项权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合法性，依

调查和改进。

法保障牧民的民主推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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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监督等公民和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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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人来说是莫大的惩罚。在藏北，规范的

村小组这一组织在村民自治制度下具

背后是一套价值观念，在调查中我们可以体

有一定的行政性，同时村小组也是由聚居

会到一些内容：尊敬长辈，邻里和睦，不能酗

点发展而来的自然形成的一级社会组织，

酒赌博，不能偷盗等。是否能遵守规范的行

具有生产上互助合作，生活上互相帮忙的

为，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调解机制，一旦有纠纷

社会功能。作为一级组织形态，藏北牧业

发生，如何协调好村内的各种纠纷，这往往需

社会的小组规模大小不等，居住也比较分

要调节者对两种知识的熟悉、社会威望和良

散，像达村这样有２０户左右又居住集中的

好的协调能力。

小组近些年在藏北逐渐增多。达村是自然

调查中，洛桑次仁向我们谈起了他如何

村组成的村民小组，现任村民小组组长是

处理纠纷的３个案例，从对这３起纠纷的处

７０岁的洛桑次仁，副组长旺扎５ １岁，他们

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用法律和“准

都是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自人民公社结

法规范”的民间法俗习惯来调解纠纷的。

束后洛桑次仁一直担任达村的组长，任该

案例一：草场纠纷

行政村的村长也有１０年的经历。达村的

２００５年，达村（当时属德吉办事处２０

自我管理主要通过村民小组、村民会议等

村）与原德吉办事处１９村再次因草场边界问

组织，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对草场资源、村

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村民冲突。为了彻底解

民纠纷、文化活动以及其他公共和公益事

决，洛桑次仁在安抚双方情绪后，请人起草了

务进行管理、组织，保障村民权利享有。

一份《关于要求尽快解决草场分界的报告》，

村民小组实际上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

报告原文内容如下：那曲县人民政府：德吉

区，作为自然村有村落社会的职能，作为村民

办事处二十村与十九村间的草场问题逐年增

小组有行政职能，所以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

多，由此产生的草场纠纷也更加突出。为此，

的村民小组具备社会和行政双重的性质，也

解决二十村与十九村间的草场分界问题已成

就决定了村小组必须是在现代国家规范与传

为二十村与十九村村民的一件非解决不可的

统法俗文化并存的情况下进行自治。因此达

大事。１、在人民公社时，当时德吉公社党支

村的社会规范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法律规定；

部书记多多、副乡长才旦和支部书记南朗在

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或成文或默然

职时，四生产队和五生产队（现德吉办事处

遵循的规矩。成文并被公开的村规在达村并

十九村和二十村）间的草场有了明确的界

不多，在２００７年时，达村村民经过讨论制定

限，即：道班地格（一座小山）以西和公路以

出草场使用的具体办法，规定：东卡尼草场为

北属五队草场，但是，当时，五队与四队放牧

奶牛专用，每户只能放人１０头，暖季多放一

不分你我。当时在交阿日扣（地名）以西和

头一天罚５元、冷季罚２元。而更多的社会

国曲河以北根本没有一户四队的牧民居住。

规范是被村民默然于心的，这些没有成文的

２、撤区并乡后，原德吉公社四队变成了德吉

规范更像是道德约束，一旦没有遵循就会受

乡九村（现十九村），五队变成了十村（现二

到村民舆论的批评，这种批评对处于熟人社

十村）。当时德吉乡党支部书记扎西顿珠、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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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斯曲和副乡长扎西在职时，十村与九村

甲抱着一个新生儿来到达村向村民乙索要抚

间的草场界限与人民公社时没有变化，十村

养费，村民乙言妇女甲另与其他男子有染，很

与九村间的草场界限是清楚的。后来九村与

难断定是自己之子，一时难以断定，于是找到

十村发生了草场纠纷后，由当时德吉乡党支

组长洛桑次仁调解。妇女甲找到村子里来，

部书记永宝、副书记昂江、乡长斯曲和副乡长

村民乙仍然如此推辞，洛桑次仁听明白纠纷

旺杰及十村村长贡布、九村村长次仁多吉进

的过程后，颇感棘手，这也不是能靠三言两语

行了调节草场纠纷，经过各方面协商同意，并

就能解决的事，对妇女甲说上一些安慰的话

再次明确了九村与十村间的草场界限，即：道

后，洛桑次仁提出建议，到地区医院进行亲子

班地格以西和公路以北属十村草场。但是后

鉴定，如果是本村村民乙的，一定主持公道。

来九村不服从乡党委、政府的草场分界决定，

鉴定结果出来后，果然是与村民乙所生，但抚

擅自在道班地格以西拉网围栏。３、在德吉办

养费如何支付，洛桑次仁并没有按传统的办

事处时，十九村不顾邻村利益，我二十村无知

法来调解，而是建议两人经过法院来裁定。

的牲畜过公路时，他们强行骑摩托车赶跑我

在调查中与洛桑次仁谈起男孩和女孩哪

村牲畜。由于他们这种举动，迫使我村在本

个好的时候，洛桑次仁说男的长大了不听话

村草场上拉网围栏，我村围栏不久，那曲镇人

惹事生非，而女孩好一些，大不了就带个私生

民政府决定七日内让我村所围的网围栏拆

子回来，由此可见私生子问题在藏北牧区的

除，我村服从上级决定，及时拆除了网围栏

价值观念中并不是很严重的事情，重要的是

后，十九村把他们的牲畜赶到我村草场。所

男方要敢做敢当，因此洛桑次仁建议这次的

以，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件，我村迫切要求那

私生子纠纷应由法院处理，也是想借此好好

曲县人民政府尽快解决我村与十九村间的草

教训一下青年人。

场分界问题。
德吉办事处二十村全体干部群众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

案例三：家庭纠纷
村民甲家夫妻因小事吵架，被打了的妻
子一时受不了这口气，找到洛桑次仁诉苦，都

该报告从达村的角度把两村草场纠纷的

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洛桑次仁却把这起家

来龙去脉说清楚。接到报告后，那曲镇派人

庭纠纷处理得非常得当。洛桑次仁先听甲家

对纠纷进行了最终调解。洛桑次仁告诉笔

妻子的哭诉，闲聊中把自己家和睦相处的经

者，调解结果本村吃了一点亏，吃一点亏可

历和道理点拨过去，稳定了甲家妻子的情绪。

以，吃亏多了不行，动武也不行，要好好商量、

然后把被打妻子的丈夫叫来，单独听他如何

调解。

讲，自然也加以教育。听完两边的说法，各教

案例二：私生子纠纷

育一番后，心里也有了数，洛桑次仁就把夫妻

在藏北牧区，私生子不是个别现象，出现

俩叫道一起，狠狠地说了丈夫一顿，妻子气消

私生子的问题后，民主改革前有的是由生父

了，这个矛盾自然就解决了。

给生母几只羊或一头牛或一些钱财作抚养

三个案例的调节和处理中，村民组长洛

费，个别的则不了了之。［１２１某一天未婚妇女

桑次仁以他的威望和娴熟的能力，利用各种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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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纠纷的途径——政府的、科技的、法律的

本差别：在自治主体上，传统的自治主体是具

以及传统道德等，教育人情、入理，传统与法

有特权的头人阶层，广大牧民处于被压迫的

相结合来调节村民纠纷，履行村民自治组织

状态；现代的西藏牧区自治主体是广大牧民

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维护村民的合法利益。

自身，主体呈主动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在自

从草场之争的吃亏和让村民乙受法律的裁定

治方式上，传统的自治是在严酷而且有等级

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权利的实现并不是一

区分的偏重于习惯法下的人治，残暴而随意；

种最大化的追求，而是在为村民争取权益的

现代的自治则是在现代民主、法律秩序下的

同时权衡各种利弊以求村民权利实现的最佳

因俗而治，即尊重牧民权利又严格遵循程序。

化。

在自治的内容上，传统的自治以收敛差税为
村民推选出来的人民调解员得到基层

主；现代的自治则是改善牧民生产生活，保障

政府的授权，采用诉讼和非诉讼方式化解

牧民各种权利享有。总之，在村民自治下的

民间矛盾，达村的洛桑次仁和宗村的其美

牧民人权享有是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干部

次仁都有这个身份。从国家司法的角度

组织村民在国家制度和地方法俗文化并存下

看，人民调解制度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协调好这两者关系，对外适应，对内整合，自

避免矛盾激化的一种司法辅助制度，是一

主管理村里各种事务，力求村民公民权、政治

种人民民主自治制度，是人民群众自己解

权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各种权利享

决纠纷的法律制度。而这一兼具民间法俗

有的最佳化。

文化传统和村民自治的民主调解制度满足
了藏族牧民群众的要求。在调查中，就
“如果遇到困难或纠纷时，愿意找谁来解

三、牧民对公民权、政治权的描述、
认识和评价

决”这一问题进行问卷，４８户中４１户回答

民主改革后的５０余年，藏北牧民获得国

找村干部，４户回答找亲友，３户回答没有

家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是仅从法律角

困难和纠纷。８５．４％的牧民选择找村干

度对各项权利分门别类的一般性分析，并不

部，这是对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而村干

能获得藏北牧民全貌的、整体的、微观的人权

部兼有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坚持平等自愿

实现状况的了解。人权只有与主体生活的场

的原则进行调解，这也是尊重公民权的体

景相联系，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从人类学

现。

的角度进行深入的观察，通过村民自治制度
对达村村民小组自治组织、社会规范和

下的牧民生活现状描述、评价以及建议，无疑

纠纷调节的描述虽然不是达村政治生活的整

能让我们从微观与实证的角度对藏北牧民及

个图景，但是从中我们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其公民权利享有做出判断。

论：自然村落这一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整体的

在达村现年７３岁的土旦和７０岁的洛桑

自我管理，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就是村民自治

次仁经历过民主改革以来的各个时期，在村

框架下的牧民公民权和政治权实现过程。这

子里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感悟都较常人丰

种自治与旧西藏时期的部落自我管理存在根

富，作为我们的主要访谈对象，他们对村民生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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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国家政策的描述与评价无疑具有较好的

的两个方面。宗教信仰自由“其实是一种思

参考价值。“最好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希望

想自由。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事实上立法

后辈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相信在现在的好政

者都不能涉足个人的内心意识，也不能进行

策下，好日子一定会继续，不论生产、生活和

任何强制或禁止”，Ｈ列宗教是西藏传统社会

信仰，现在都比过去自由”。当我们在访谈

精神文化的中心，藏北牧民普遍信仰藏传佛

中问起土旦老人回顾过去有何感慨时，他毫

教和苯教，同时宗教信仰也是一种个人的内

不犹豫地说出了上述这番话。在究竟好在哪

心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

的追问下，土旦说出了几条：一是宗教政策

落实因此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体现出

好，现在朝佛的人是最多的。二是草场是自

国家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人权的“特殊

己的，没有承包草场的时候，每家都夜里把牛

保护原则”；二是体现出对公民根据自己的

赶出去，到冬天草就不够吃了。三是各种优

内心信念，自愿信仰宗教自由的尊重。如果

惠政策多了，有低保、有教育三包、还有政府

说“宗教信仰自由”是对人的思想的尊重，那

的各种扶持措施。四是子孙出路多了，一辈

么自由支配生产和生活资料，就是人的自由，

子搞牧业也是不一定的，子孙上学后可以从

自由劳动、自主经营，劳动力主体自．由了。

事其他工作。土旦讲的四条是一个主位的认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使农民的自由具有了

识，它源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如果从客位来

质的变化，意志自由、行为自由、选择自由等

理解，里面涉及了宗教信仰自由、从业自由、

具有了制度上的可操作性和保障性，农民从

社会保障、机会平等以及国家的人权保障措

不自由走向自由，自由是社会农民人权的典

施等多方面的人权享有客体，而土旦的积极

型特征”。¨４ ｏ

评价也说明牧民对公民权与政治权的享有现

尊严、自由与平等是人权发展的基本

状比较满意。访谈中，达村的洛桑次仁对现

价值和目的。“在人权的整个演变史中，

今的生活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牧民享

人们一直寻求保障人类生存的三个方面ｊ

有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己支配的权利；

即人格完整、自由和平等。在这三个方面

念经、参与宗教活动自由的权利；他讲到自己

体现的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副民主

信仰藏传佛教，也就不会选择加入共产党，村

改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

长是党员，自己不是党员，同样可以为村民做

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市场

事，而且我可以到各地的寺庙朝佛。在他看

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确立使牧民的自由与平

来如今的村落管理中，藏族传统道德中的好

等有了质的飞跃。同时，西藏作为民族区

规矩也在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中起着一定的

域自治地方，国家以平等待遇、不歧视、不

作用。

同化、特殊保护四原则制定民族政策对少

从对这两位老人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感

数民族的权利予以特别保护。在这种特别

到，对藏北牧民来说，宗教信仰的自由与支配

保护下，藏北牧民对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满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自由是他们感受最深

意度可得到真实说明（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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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村和宗村牧户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评价

总计４８户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社会地位

４

４２

１

１

４７

１
２

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政策

１

４５

村干部能力

３

４４

干部工作态度

３

４５

国家对牧区政策

３

４５

县乡对村的帮助

１

４８

改革开放政策

村民自治制度

非常不满意

１

４７
４２

６

这份问卷中，村干部能力、干部的工作态

评价，占１２．５％，这说明牧区的生产生活条

度、村民自治制度项目主要是考察牧民对村

件虽不断改善，但任务仍然艰巨。总体来说，

民自治在牧区实行及其运行情况的认可度。

牧民的评价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牧区公民

４８份问卷中，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村民自治给

权与政治权的享有状况牧民是比较满意的，

予了积极评价。社会地位项目主要是考察牧

但牧民的消极评价我们不能忽视，还应有更

民对在社会阶层中平等的感知。在法律上，

加深人、广泛的调查和藏北社会的不断进步

公民社会地位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的生活中

来改善与提升他们的人权享有程度。

社会地位又受身份、经济状况、职业以及其他
因素的影响，４６人做出积极评价，占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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