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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逻辑与灌区农户灌溉行为分析
一一基于中国漳河灌区微观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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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漳河灌区农户灌溉行为的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论证

了农户灌溉行为受大水利渠系状况 、 水利设施产权制度、基本用水保障率和资源禀赋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进而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理论命题。研究结果显示，在优先考虑基本用水保

障率较高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农户会选择一种灌溉费用最小的灌溉方式；责权明晰的水
利设施管理制度有利于灌溉用水费用的节约，催生了农户自主治理灌溉事物的行动；受制
度环境和自身资源禀赋约束，农户灌溉事务集体行动只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文章认为，
渠系状况的改善，水利设施治理制度的明晰，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是农村水利和谐发
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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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水旱灾害十分频繁的国家之一，水利灌溉的兴衰直接关系
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建成万亩以上灌区

5 800 处，机井、塘坝均以百万计，年供水能力约 500 × 109 时，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 56.3 × 106hm2 （刘宁， 200日，这在保障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大多数灌溉工程建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技术标准不高，配套设

施没有完全跟上，尤其是经多年的运行，大多数灌溉设施老化毁损；又因近年
来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和“一事一议”的农村水利筹资筹劳方式，导致灌区末级

渠系的养护投入严重下降，管理流于形式，渠系输水效率严重下降，渠系水利
用系数平均仅为 o. 4 ～0.45 。从大中型灌溉工程（以下简称大水利）取水的实
际成本攀升，使得其实际灌溉面积严重萎缩。而与此同时，农户自建小型水利
设施（以下简称小水利）遍地开花，而且有进一 步挤占大水利的趋势（罗兴佐，

2006 ）。农村灌慨集体使用大水利的合作行为正逐步向农户自组织小水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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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灌溉行为演化。那么，哪些因素决定着农户的灌概行为选择，农民转换水
利灌溉方式的内在诱因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此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贺雪峰（ 2003 、 2006 ）、罗兴佐（ 2006 ）认为供水单位市场化运作、国家和乡
村行政权威退出农田水利的组织管理，导致供水单位与农户在供水关系上的

断裂，进而诱生农户的自组织小水利行为。唐忠（ 2005 ）指出中央与地方政府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无形之下将一部分本应由国家负担的职能转
嫁给了农民是农村水利衰退和元序的根掘。湛芸（ 2005 ）认为供水单位的用水
计量和管理制度满足不了分散农户的差异化需求，导致农户只好自组织小水

利灌溉。国外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
特罗姆 (1993 、 2000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在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之外发展了一

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灌溉行为。日本学者
青木昌彦（ 2001) 通过对公共灌溉系统修建的博弈分析指出，排除“搭便车”者

的困难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分析缺乏中国数据的佐

证。

综观既有研究，主要是采用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从宏观层面探讨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政策、土地制度、乡村文化和治理环境等对农民灌班用水模
式的影响。从微观层次，特别是对农民灌溉活动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的成果

则极其少见。对于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户灌溉行为面临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得

到一致的理解和解决思路。本文认为，深刻解读农户灌溉行为应该从农户所
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出发，以大量微观系统数据的实证研究为根基，探究其
行为的经济制度根源和内在机理。为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探寻本文的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经验提出了基本理论命题；并在选择较有代表

性的农田灌溉区的基础上，采用分层抽样法和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农户灌溉
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层面揭示了中国农民灌满行为选择的真实机理，
试图为探求农村水利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提供基于中国经验的独特视角。
二、相关理论分析与基本命题的提出

（一〉相关理论分析。
1. 集体选择理论。 1995 年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

指出，在追求集体行动收益的过程中，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
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的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

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其要点可分解

为： (1 ）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一集团利益的公共性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

“搭便车”行为。（ 2 ）强制与选择性激励一一是实现集体行动的手段。（ 3 ）集体
行动组织的规模一一只要少数几个实力雄厚的成员联合提供某项公共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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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大于戚本，这项公共产品就倾向于被提供。

应该看到，集体选择理论的隐含前提：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集体行动的原
动力。因为公共物品是个人力量无法缔造，必须依颇集体的力量才可以获得
的物品，困而，所有的集体行动都是由群体成员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引起的。然

而，我们注意到，中国农村的灌溉用水是否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尚待考究。

因此，集体选择理论对中国农户灌概行为的分析效力未必奏效。

2.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00 ）在一系列
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以公共资源产权私有化、政府管制的方法来解

决“公地悲剧崎问题的观点，认为人类虽然存在许多公地悲剧，但并不一定惟
有私有化或政府管制才能解决。她指出：“许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冲

破了僵化的市场的、国家的或私有的、公有的分类，成功地在‘存在着搭便草和
逃避责任的诱惑的环境中’，能使人们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那么，如何使公
共池塘资惊不产生“公地悲剧”呢？奥斯特罗姆认为关键在于通过资源占用者
有效的、成功的自组织行为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即“如何把占用者独立

行动的情形改变为占用者采用协调策略以获得较高收益或减少共同损失的情
形”。她认为制度能使人们不再单独行动，并为达到一个均衡的结局协调他们
的活动，因为制度可以扩大理性人的福利。进而，她提出无论国家、市场，还是
自主治理机构，都是自发创造的秩序，都必须与其他公共治理机构在同一层次

或不同层次上综合在→起，构成一个互动的“多中心治理体系” 。
当然，奥斯特罗姆自己也指出：自主治理需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新制度的
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反观中国农村社会现状，这三大问题都难
以解决，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今天。一方面，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

后，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和乡村组织的行政强制和权威？提出乡村水利

建设和管理，导致农村水利建设和管理失去具有权威和强制力的统一组织资
源的制度供给者。另一方面，小农意识浓厚、自利、相互猜疑的原始化的农民
缺乏相互信任和监督的基础。可见，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能否解决

中国农户的灌溉事务组织问题尚待验证。
3. 交易费用理论。以威廉姆森（ O. E. Williamson）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

济学（TCE）认为，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不同性质的交易可以
归结为不同类型的契约。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经济中的
任何交易或称为契约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治理机制。为了支持长期有价值的交
易或不完全契约，需要根据由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决定的交易特
性，将交易分为不同类型，根据交易费用最小化原则，依据交易所决定的契约

性质，不同性质的交易或契约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如市场、混合形式、科层和
官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结构或治理机制（ Williamson, 2002 ） 。 最优的治理结

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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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交易费用理论却假定不同治理模式具有统→的技术和生产成本，而

且忽视了交易契约的选择是因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演进的，这势必影响其
解释力。可以说，如果简单地以交易费用来选择灌溉治理方式，而脱离农户所
处的市场化水平和制度环境，并不能客观地反映农户灌概方式选择的内在机
理。根据既有的文献思想和本研究实地调研得到的经验，我们认为，在社会分
工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农村，交易制度和产权制度还不完善，会

使得农业灌概用水具有不同于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独特的交易特性。为此，我
们需要以中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和农业灌溉用水的交易特性为基础，吸取既
有理论的有益成分，提出我们的基本理论命题，构建新的分析框架。
（二）灌概用水的交易特性与理论命题的提出。
1. 农业灌溉用水的交易特性。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讲，农户的灌溉行为

是农户围绕灌溉水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等一系列活动自愿缔结的一个交易契
约集合体。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市场发育程度、水资源及相关水利设
施的产权安排影响着农业灌概用水的交易特性，进而制约着灌概事物的治理
和农户的灌概行为选择。 (1 ）灌溉用水的非完全公共物品属性。从中国目前

的水资源产权制度来看，中国农村的灌溉用水并非靠个人力量元法缔造，而必
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可以获得的物品。农户既可以自己从塘堪、河道中和地
下取得免费的天然水，也可以取用灌概水利工程提供的商品水。所以，农业灌
溉用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物品。（ 2 ）灌概用水交易的非独立性。中国农
村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工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农

户之间的交易往往可能跨越很多市场，导致其某种交易（比如灌溉用水交易〉
与其他要素的交易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例如：农户的农机具不仅被用于多
项生产活动，而且被用作交换别人的物品，甚至劳动力。农户的灌概取水投资
往往与其他生产投资相关联，即农户的灌概取水交易往往是关系型交易的一

部分，所以农户是在权衡综合投资成本收益率的前提下选择某种灌溉方式，而
不是以单纯取水的投资收益率为标准。
灌溉用水的非完全公共物品属性，导致农户缺乏集体行动的原动力，而灌
溉用水交易的非独立性，又导致农户灌概行为的成本收益权衡的非独立性。
因此，农户灌溉行为的选择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2. 基本理论命题的提出。基于农户所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和灌溉用
水交易特性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基本命题来分析农户的灌溉行为，希望能通
过对漳河灌区的大量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到实证。
命题 1 ：在优先考虑基本用水保障率较高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农户会选
择一种灌慨费用较小的灌溉方式。

命题 2 ：责权明确的水利设施所有制有利于灌溉用水费用的节约，催生了

农户自主治理灌概事物的行动，农户自主合作治理的范围受灌溉用水交易治

• 7 •

财佳研究立阳军第斗2 期

理制度的制约。
命题 3 ：自主治理制度短缺导致集体行动的悖论 。
三、实证检验：以湖北漳河灌区为例
为了能够较全面地观测农户灌概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取了濒临汉江

与漳河、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湖北漳河灌区。该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旱涝并存、多种农田水利方式并存，能够较好反映中国农户灌溉活动的特点 。
笔者于 2006 年 4 月对湖北漳河灌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内容涉及降雨情
况、灌溉水源情况、大水利渠系状况、水价、水利设施产权制度、农机具购置与

使用、农户收益支出构成、村民合作意愿等 20 个问题，涵盖 60 多个信息项 。

（一）调查点概况 。 漳河灌区位于湖北省中部， 1966 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
用。灌区地跨荆州、宜昌、荆门三市六县区，设计灌溉面积 17. 37 × l04h时，有
效灌溉面积 14.91 × 104h时，是全国 9 座灌概面积 13.3 × l04 hm2 以上的国家

大型灌区之一，也是湖北省最大的水库灌区。 一直 以来，漳河灌区以农业灌溉
为主。但是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特别是 2004 年国家取消农
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农村水利实行“一事→议”的筹资筹劳方式后，灌溉渠

道陷入有人用没人管的状况，渠系毁损越来越严重，过水量和输水效率下降导

致用水成本攀升，漳河水库灌溉的实际面积锐减。据统计，漳河水库水源实际
灌概面积由往年的 7. 071 × l04hm2 锐减到 2005 年的 2. 651 × l04hm2 o 而农

民通过围堪集雨、挖塘蓄水或打井提水等小型水利设施利用降雨、地表径流或

地下水灌溉的方式大量出现，小水利供水占综合灌溉用水的比例已超过
60% ；而且越往灌溉工程下游，渠系毁损越严重，农户对小水利灌溉方式更加
依赖。由于漳河灌区面积较大，渠系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农户灌溉方式选
择均有影响，我们选取灌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三干渠② 的上游的河兴，中游的黄

堪、孙店和下游的郝台 4 个村作为数据采集点 。
（二）数据的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法，将每个村的水利设施
所有制分为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联户所有三类。每个村随机抽取 27 个农户进行
座谈和问卷调查，其中三类农户的数量按水利设施所有制类型的比例确定 。 共选
取了 108 个农户，各村 27 个，获得有效样本农户 100 个。根据调查获得的数据（均

为 2005 年度实际值），我们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表 1 、表 2 和表 30
褒E
地区
渠系状况
水利设施产权

备村的单位产量用水费用、劳动力和亩产量指标

河兴

黄堪

孙店

（元／kg.kg)
郝台

8. 5~ 9
6. 5~ 7
5~ 6
2~ 3
0
1
2
0
1
0
1
2
0
1
2
单产用水费用 o. 052 0. 048 0. 041 0. 091
o. 08 0. 1 o. 佣 0. 07 o. 127 0. 109 0. 101
单产劳力费用 0. 022 0. 028 o. 022 0. 069 o. 068 0. 079
0. 07 0. 057 0. 097 o. 082 o. 073
宙产量均值 466.10 463 520. 83 446. 67 47 3. 33 425
502. 5 555
387 447. 27 461. 25

注 ， 0,1,2 表示水利设施所有权属。。为集体公有， 1 为个体所有， 2 为联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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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2

四个村水利设施的所有

权属及百分比

台

47.6
75
16. 7
20.8

23.8
25
25
45. 8

28.6
。

58.3
33.4

(%}

水库引水自组织抽水合计

合计

100
100
100
100

四个村农户灌潮水酒

及其百分比

(%}

集体公有个体所有联户所有
河兴
黄垠
孙j吕

表3

河兴
黄垠
孙店

郝台

90
60
55
18

10
40
45
82

100
100
100
100

根据调查结果和统计信息，我们将影响灌溉行为的因素归纳为大水利渠系状

况、灌溉劳动力投人、灌溉用水费用、水稻亩产量， Jj(利设施所有权状况等因素。
(1 ）渠系状况 。 这是农户所在灌溉渠系过水量和渠系水利用系数的综合

水平指标，直接影响农户的灌溉行为。我们以灌溉渠系过水能力的设计指标
为 10 ，根据农户所在灌溉渠系的实际过水量和渠系水利用系数加权为该渠系
的实际过水能力。根据调查结果，该四个村的过水能力分别在 8. 5 ~ 9; 6. 5 ~
7;5～们 2～3 区间范围内（见表 1) ，具体农户所处的渠系状况略有差异 。 例

如，团林镇河兴村地处三干渠上游，靠近渠首，地势平坦，渠系状况好，从灌区
水库放水方便，且其他村从水库放水流经此地，它可元偿使用其他村镇的水
量，所以农户灌溉水摞 90% 以上来自水库。

(2 ）灌溉用水费用。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其灌溉行为的选择是基于成本

收益的比较而作出。在灌溉水源能够保证基本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户会通
过成本收益的比较选择灌溉费用较低的灌溉方式。如五里镇郝台村位于三干
渠下游，距离干渠最远，渠系毁损最严重，放水损失最大，实际支付的取水成本
是上游的 3～4 倍，较之从大水利引水，小水利更为方便，所以从小河流、塘堪、

机井抽水灌溉是其主要灌溉方式。

(3 ）劳动力投入。由于灌溉活动要求一定的劳动力负责管理水利设施、引
水人田、疏通水道，所以农户家庭劳动力多寡影响着农户的灌溉方式选择。家庭

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尤其是渠系状况一般或较差的黄堪、孙店和郝台村的农户，
为了提高作物用水保障率，就通过单户或联户的方式利用以天然水为主要水源

的小水利，试图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利用免费或廉价的自然水源，来弥补从大水利
取水的不足，保证基本的粮食收成，不同程度地节约了灌溉用水费用。
(4 ）水利设施治理制度。根据表 1 中各村三种不同水利设施所有制下农

户灌溉用水费用的比较可以看出，灌概用水费用联户所有制低于个体所有制，

更低于集体所有制。我们还发现，联户所有制比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更
能提高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使用效率，节约灌溉用水费用和劳动力 。 同时，这
还隐示了农户采取合作行动有利 于灌概用水费用的节约。但是我们也注意
到，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渠系状况差的缺陷，但其灌溉费用仍高于渠

系条件好的农户 。 所以，责权明晰的水利设施产权和合作治理制度对农户的
灌溉行为有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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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量。通过不同村民的粮食产量和单位产量用水和劳动力费用比较
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的高低取决于作物需水保证

率；要想提高产量，就要选择适当的灌溉方式。所以农户自身的经济收入条件
和粮食产量目标，影响着其灌概行为的选择。

（三）模型设定。鉴于上述灌溉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本文提出的理论命
题，我们选择灌溉用水费用作为农户灌溉行为选择的代表变量。理由是，农户
是理性的经济人，其灌概行为的选择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所做出；而且灌溉

用水费用能集中反映不同灌溉行为对农户成本收益的影响。进而，令灌溉用

水费用 Y 为因变量，以渠系状况 A、亩产量 B、灌溉劳动力投入 L、水利设施所
有权状况 U 和 J 为自变量。这里 U 和 J 是虚拟变量，代表水利设施所有权状
况 g 并以个体所有为参照。其中 U=l 为水利设施集体所有， U=O 为其他； J
=1 为水利设施联户所有， J=O 为其他；则 U=O,J=O 为水利设施个体所有。
通过对变量之间关系散点图的分析，发现因变量和自变量间存在线性关

系，所以我们将基本模型设定为公式。）：
Y＝ α十 ~1A＋良 B＋岛 L十 ~d ＋民 U+E

(1)

在 (1 ）式中， α 为常数项， ε 为扰动项。各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代表了其对

因变量均值的影响程度。 U 和 J 的系数分别反映水利设施集体与非集体所有

制由于产权清晰与否造成的灌溉用水费用的差异、水利设施联户所有制与其
他所有制由于责权制度不同所引起的灌溉用水费用的差异。
（四）计量分析。运用 SPSS13. 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
剔除规模经济对农户灌概水利选择行为的影响，在计量分析中删除了种植面

积 20 亩以上的样本户 7 个，最后有效样本为 93 个。回归结果见表 4 。
由表 4 可见，渠系状况、劳动力投

襄4

四个村农户灌班行为的计量指标

人、集体所有等变量对灌溉用水费用

模型 1

有显著影响，联户所有和产量在 0. 05 (umstant)

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即在其他变量渠系状况
劳动力

存在情况下，联户和产量对预测每亩

亩产量
集体所有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30. 484

一1. 817
0. 602
0.000
3. 776
o. 218

t值

14. 627
0. 631.
0.001

21. 613
0. 024

用水费用的均值没有附加价值。通过联户所有
0.010
o. 429
对样本数据的观察，我们认为可能的
注：因变量：灌概用水费用（元／ 曲 Y；调整
原因是河兴村位于渠首上游、水源较的 R2 :0. 9η。”表示统计昂，著时t平 O.OL
多（渠水、过境水等）、取水条件明显优于其他村，从而导致其用水费用和劳动
力投入明显低于其他兰个材，使得作为其他自变量对灌溉用水费用的影响被

渠系状况和劳动力投入的效应值覆盖。为了验证这一推断，我们进一步观察
了各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矩阵。从各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矩阵（过程略）来
看，在显著性水平 0.01 下，劳动力与渠系状况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一 0.804 ，这表明样本中劳动力投入和渠系状况互为代表，存在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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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将渠系状况特别好、灌溉用水费用和劳动力投入明显不同 于其
他三个村的河兴村的样本数据剔除。同时，考虑到劳动力投入和渠系状况存
在交互性，我们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渠系状况 CA） 与劳 动力 CL）的交互项

(AL），以便更好地观察渠系状况、水利设施所有制和产量因素对用水费用的
影响，可得模型（ 2):
Y ＝ α＋自1A十日2 B＋ 比 L＋ ~d ＋民U十日6AL+E

(2)

利用模型（ 2 ）对中下游三个村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见，渠系状况、劳动力投入及其交互项、水利设施联户所有制对灌溉用水费
用的影响显著为负，水利设施集体所有制对灌溉用水费用的影响显著为正。

比较表 4 和表 5 的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将各因素对农户灌溉行为的影响
表述为： (1 ）渠系状况和联户所有变量对农户灌溉用水费用有负影响。渠系状
况是影响农户灌溉用水费用和用水保障率的首要因素，进而直接影响着农户
灌溉行为 E 责权明晰的水利设施治理制度有利于灌溉用水费用的节约，产生了

规模效应，进而有利于促使农户采取合作灌溉行为 。 （ 2）劳动力投入对灌溉用
水费用的负影响，但其作用因

表5

含吏互顶的三个村农户灌班

渠系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行为的计量指标

在渠系状况很好或很差时，劳
动力对灌溉用水费用的负影响
不明显；在相同渠系状况下，劳

模型 2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t值

(Const

渠系状况
劳动力

动力投入增加有利于灌溉用水

产量

费用的降低，但其对灌溉用水

联户所有

费用的负影响呈递减趋势。

劳动力渠系交瓦

集体所有

一 1. 211

一 0. 548.

一1. 035

一0.239 ＂” 一2:;;0

0. 089
0.001

0.064

- 0. 057 ..幡
o. 018

-0.457'

21. 613
0.063

23.415

(3 ）水利设施集体所有和产量
注 z 因变量z 灌溉用水费用（元／亩） Y；调整的 R2 :
对灌溉用水费用有正影响。因 0. 归30. ＇.蝠，…分别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队 Ol,0.05,

为水利设施集体所有制下，产 0. lOo
权主体不明，水利设施有人用无人管，导致农户竞争d性和浪费性取水，使得取

水难度越来越大，灌溉费用攀升。在现有灌溉技术水平和灌溉供水条件下，农
户要想增加产量，就必须增加取水投入，这必然导致灌概用水费用的增加，但
若采取科学灌溉技术制度（如间歇灌概、膜下灌 、 喷灌等）则会在不增加灌溉用
水费用的情况下提高产量 ，表现为产量对灌溉用水费用的正影响不显著 。
综合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一般性结论：渠系状况和联户所有变量
对农户灌概用水费用有负影响，劳动力对灌溉用水费用有负影响因渠系状况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集体所有和产量变量对灌概用水费用有正影响。
四、农户灌溉行为选择的经济解释

上述分析表明：渠系状况一般或较差的中下游的农户，试图通过农户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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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小水利灌溉，尤其是采取小范围的联户合作行为，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利用免
费或廉价的自然水源，来弥补从大水利取水的不足。但是，他们为此付出了较
大的代价。那么农户为何不扩大合作范围集体维修渠系，以提高用水保证率，
更多地节约灌溉费用呢？为此，我们需要对影响农户灌溉行为选择的内在机

理做进一步的经济解释，并验证我们文章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命题 。
（一）在优先考虑基本用水保障率较高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农户会选择
一种灌概费用较小的灌溉方式。这是由农户的生存理性决定的。就农村的现
实来讲，农村灌溉用水水师、并非完全是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即农户既可以从

灌溉水利工程购买商品水，也可以自己或基于关系交易的亲邻或朋友圈子内

联合从小水利抽水，或者几种方式混合使用，但无论哪种水源的取得目前都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农户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极其有限，造就了农户是
生存理性和风险规避性的“经济人”，所以在灌概水源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情
况下，农户首先考虑农作物基本灌概用水保证率较高的灌概方式，以保证其基
本生存所需的粮食产量 。 至于农户选择哪种灌溉用水方式，则取决于哪种灌

溉取水方式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用水需要。在此前提下，农户才会去比较不同
灌溉方式的戚本收益率，进而选择一种灌溉费用较小的灌溉方式。
目前，由于从大水利购水不仅需要付水费，而且往往还存在由集体协调困
难和“搭便车”问题导致的供水不确定性，在小农意识浓厚、自利、互不信任的
原子化的农村社会，农民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和有效的监督 。 所以，经济理性的

农户更乐意自组织小水利，而不愿完全依靠大水利灌溉；进而选择灌溉费用较
小的灌溉方式，或自己单户取水灌溉或者亲友联户取水灌溉。

（二）水利设施所有制明确有利于农户合作行动的形成，农户自主合作治
理的范围受关系交易治理制度的制约。根据农户单位产量用水费用和劳力费

用及其成困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相同渠系条件下，水利设施联户所有制下
的单产灌溉用水费用最低，私人所有居中，集体所有最高；而且，联户用水管理
责任制度越清晰、越容易落实，联户的规模越趋于扩大。其原因在于农户灌溉

投入成本的非独立性，导致农户的灌溉用水交易与其他要素的交易存在着较
强的关联性。研究表明，社会分工程度低、市场范围较小的经济中，关系型交

易对契约信息结构的要求比较低（不需要第三方的验证），因而可以实施大量
的交易和契约集合，而且不需要花费设立制度的固定成卒，所以可以节约大量

的交易成本，因此是一种很好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农户合作行动的形成。但
是，农户灌慨合作行动的规模受关系型用水交易的自我实施范围限制，从本质

上讲是受正式或非正式契约治理制度的权威性、自发执行性和选择性瞰励③
实施的限制。
水利设施联户所有制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联户所有制成员主要限于如左

亲右邻、朋友或同一水源的若干农户的也围内，参与者相互联系紧密，相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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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我约束意识较强；而且在于“联户”是一个可以自愿谈判建立、用水责权

明确、个体对联合体贡献明显、灌溉用水活动与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交易活动的
关联性，致使不合作者很容易在其他成员的“动员”（民间的谈判方式）下被排
挤，使“搭便车”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在市场发育程度低，关系型交易盛行的中
国农村，农户的合作灌溉行为往往局限于自我实施（单户或联户）的小范围内。

（三）自主治理制度短缺导致集体行动的悖论。集体行动使用大水利往往

需要以上下游多个村组共同协商清淤疏渠、固闸防漏方案，统一监督执行，由
于“个人理性效用追求者的逻辑与社群效用逻辑的不」致”（戴维·弗里曼，
1990的，为此，需要一定的制度来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合理分担集体行动成本
（包括协商谈判、工程实施、监督执行所花费的时间和资金戚本）。但是，由于

缺乏具有威望、权威和执行力的制度供给者（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和乡村组

织淡出了灌溉事务的管理），而农民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又十分

有限，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在农民的诚信合作、自我约束和自主治理的
意识和能力尚未根本形成的背景下，势必导致自主治理制度创新的短缺 。 因
此，“搭便车”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和控制。风险规避型的农民都这样盘算 ：

如果一个农民投人时间、精力和金钱对流经他自己土地上的那段水渠加以改

善，但若其他农民并不协调行动做出相应投资的话，那么他提高集体水糠的供
给的回报是微乎其微的。尽管所有村民对改善渠系条件的潜在收益都拥有完
全和准确的信息，并具备所需的知识和资源，但考虑到集体行动成本分摊和排
除“搭便车”者的难题，自利、互不信任、利益分化的农户，都选择了不采取任何

措施，共同养护水渠的集体行动最终不会自动发生 。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漳河灌区的大量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了灌区农户灌满
行为的主要影响困素及其内在机理。农户的灌溉行为受大水利渠系状况、劳

动力投入、水库来水及时性、水利设施产权制度、灌溉用水费用和资惯、禀赋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渠系状况是影响农户灌溉用水费用的首要
因素，进而直接影响着农户灌慨行为 f 劳动力富裕程度影响着农户灌溉方式的
选择，但其作用因渠系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农业用水的交易特d性是影响农

户灌溉合作的原动力。责权明确的水利设施所有制有利于灌概用水费用的节

约，催生了农户自主治理灌溉事物的行动，但农户自主合作治理的范围受灌溉
用水交易治理制度的制约；自主治理制度短缺导致集体行动的悖论；在优先考
虑基本用水保障率较高 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农户会选择一种灌慨费用较小
的灌溉方式 。 现阶段，在大水利难以保证农户基本灌溉用水的条件下，灌 区农
户更多地依赖小水利是其难以采取集体行动改善灌溉条件所作出的理性选

择，也是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制度残缺和农民自主治理能力不高所导致的必然

13

财经研究 Z邸军第 12 期

结果。因此，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改善渠系灌溉条件，提高大水利供水保证

率，明晰水利设施产权治理制度，探索集体行动成本分摊机制，增强农户的集
体行动能力和规模，发掘民营水利的潜在优势，是破解灌概水利集体行动困境
的重要思路，更是实现农村水利和谐发展的关键。
连庸：
①“公地悲剧”是由英国学者加勒特• I喻丁（ Garrett Hardin, 1968） 提出的，即在没有制度的

约束下，公共事物中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有限的公共资源与无限的个人欲望之

间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槛用、破坏甚至枯竭。
②兰千架是中国首批世界银行贷款民江水资由、项目开展用水户参与灌班管理改革的试
点，也是全国第一个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诞生地。
③选择性激励是奥尔森提出的组织向成员提供不问于共同或集凶利益的独 \r. 的奖励或惩
罚激励，它是组织能够在在的原因之一 。
④转引自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罗伊．加德纳著：灌溉系统白主治理与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1993 ）〔田／OL].

http, //www. wiapp. org/ acpapcrs/al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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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Farmer ’ s Irrigation Actions
－一－An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Zhang He
Irrigation Area of China
MA Pei-qu ,LIU

Wei才1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A 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归η4300 7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microcosmic data of irrigation actions collected from farmland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etro 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irrigation actions of farmers are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non-collective actions, competitive water usage,
guarantee of basic water usage, and so on. Thus it validat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t a premise of prior consideration for irrigation mode of higher guarantee rate of basic water usage, farmer
will choose an irrigation mode of minimum irrigation fee. A management system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 with explicit duties and rights is helpful for saving
of irrigation fee, and the farmers' self-organizing behavior restricted by sys
tem environment and system resources are localized to a small range. The im
provement of irrigation ditch system, the perspicuity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farmer collective activities are
the keys to the harmonious d evelopment in rural irrigation system.
Key words: irrigation actions of farmers; collective actions; management
ins ti tu ti on; resource restriction; harmonious developmε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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