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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繁文缛节指对组织绩效有害的冗余行政规则、规章和程序。繁文缛节是一种“官僚病”,对公共组织绩效

危害较大,并在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对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繁文缛节的研究进展进行了

综述,概述了繁文缛节的概念与测量、影响因素与作用后果,并明确了未来繁文缛节研究的重要方向与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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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文缛节是公共管理领域一个至关重要的概

念,指对组织绩效有害的冗余行政规则、规章和程

序。作为一种“官僚病”,繁文缛节使组织成员循规

蹈矩、束手束脚,对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正常运转和

绩效改进危害极大。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

共管理”运动旨在减少政府受到的过度束缚并提高

政府绩效,它使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对象———繁文

缛节———逐渐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关注。
目前关于繁文缛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英等发达

国家,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还不多见。国内文

献中即便出现“繁文缛节”,也多是翻译学者提醒读

者注意该词的真实含义。本文旨在对国际公共管

理领域繁文缛节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概述繁文缛

节的概念与测量、影响因素与作用后果,并明确未

来繁文缛节研究的重要方向与议程,以期推动中国

繁文缛节的研究进展。

一、公共管理学科对繁文缛节的

研究

从其承受主体来看,繁文缛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企业和公民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

的繁文缛节;一类是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日常运转面

临的繁文缛节。对于企业和公民等利益相关者而

言,政府向其施加的管理和规制导致了繁文缛节,
并成为它们的负担和成本。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都开展了大型研究

项目,对市场规制、投资环境、行政简化等问题进行

研究,希望削减政府对企业的规制,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1]。政治—行政二分学说是公共管理学科

明确边界的理论基础,它认为政治权威规定了公共

管理的界限和范围,政治引发的外部控制是政府繁

文缛节的主要诱因[2]。从已有文献来看,虽然企业

和公民遭受的政府施加的繁文缛节十分重要,但公

共管理学科对繁文缛节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管理

面临的繁文缛节[3]。
繁文缛节的系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布坎南

的开创性研究。人们一般认为,公共组织比私营组

织的繁文缛节更多,公共组织成员拥有不同于私营

组织的服务伦理或服务动机。布坎南的惊人发现

在于,公共组织的繁文缛节不但不比私营组织多,
反而比私营组织少[4](P423444)。他的这一有悖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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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现使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对公私部门之间

的差异进行研究,比较繁文缛节在不同部门的多寡

和起因。1977年,考夫曼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繁文

缛节的著作《繁文缛节:起源、使用与滥用》[5],但此

后有关繁文缛节的研究并没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

热点问题。
尽管繁文缛节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但为

何繁文缛节研究却在20世纪末兴起? 要回答这个

问题,我们就要对“新公共管理”、“重塑政府”、戈尔

报告等公共管理历史事件进行简要回溯。繁文缛

节只是学者们总结的百余种“官僚病”的其中之一,
而且与腐败、歧视等问题相比,它的严重性和社会

影响可能并不突出。有学者甚至认为,对这样一个

声名狼藉的公共管理概念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理论

考察,实在是没有必要[6](P373375)。为什么要对繁文

缛节进行重点研究? 伯兹曼对此做出了回答。他

认为,繁文缛节是理解官僚制及其弊病的核心,它
具有非常强的穿透性,并会对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

产生持久的侵蚀。政府的繁文缛节既多且重要,极
有必要发展一种政府“繁文缛节”理论,对其进行系

统研究[7](P273303)。伯兹曼的学术努力恰恰是20世

纪90年代初美国“重塑政府”运动的真实写照,而
繁文缛节研究也日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并取得了

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92年,奥斯本与盖布勒出版了《重塑政府》
一书,旗帜鲜明地呼吁政府的管理重心应该从关注

程序和过程转向注重绩效和结果[8]。1993年,时
任美国副总统戈尔领导的《美国绩效评论》发布了

戈尔报告《从繁文缛节到结果:打造一个多办事、少
花钱的政府》,明确指出改革的目标在于减少政府

中的繁文缛节,使政府变得更加有效。该报告将繁

文缛节视为政府绩效改进的拦路虎,认为剪除繁文

缛节是通往绩效与结果的唯一路径[9]。实践界的

重视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2000年,伯兹曼

出版了《官僚制与繁文缛节》一书,对繁文缛节研究

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概括,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

为全面的指引[2]。2011年,伯兹曼和菲尼共同出

版了《规则与繁文缛节: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的棱

镜》一书,认为繁文缛节的研究是检验许多公共行

政理论的试金石[3]。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

始对繁文缛节的特征、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等进行

考察,丰富繁文缛节理论,使其逐渐走向公共管理

研究的核心。

二、繁文缛节的概念界定

繁文缛节(redtape)的英文直译为“红带子”,
它的本义早在17世纪就在英语中出现了,而其比

喻意义则是在19世纪英国出现的。19世纪英国

的官方文件按照惯例都用红色布带捆扎起来,于是

人们日渐将红带子与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赋予

其一定的象征意义,形容政府的官僚作风造成的繁

琐、拖沓和延误。牛津词典将繁文缛节解释为“不
必要的繁琐规则制度,通常导致办事拖沓和困难重

重”。因此,人们一般将其译为官僚主义、官僚作

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或文牍主义,并认为它是一

个贬义词。
最早研究繁文缛节的布坎南并没有为繁文缛

节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考夫曼在其著作中也没有

准确定义繁文缛节,致使繁文缛节的概念含糊不

清。罗森菲尔德对社区发展计划的研究指出,繁文

缛节“被人们认为是在决策或决策执行过程中冗

余、僵化或毫无意义的规章、程序、格式或政府干

预。”[10](P603620)鲍尔德温认为繁文缛节是员工(而
不是公众)在开展日常活动中面临的约束,从而将

繁文缛节限定在组织内部[11](P728)。伯兹曼提出了

繁文缛节的第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他将繁文缛节

定义为“仍然有效且需要服从的规则、规章和程序,
但 它 们 却 并 不 能 有 助 于 实 现 其 预 期 目

的。”[7](P273303)此后许多学者大都认可该定义并对

其进行丰富,认为繁文缛节是组织成员面临的冗余

规章制度和程序要求,它对组织绩效有害。
繁文缛节与官僚制组织结构息息相关,因此人

们经常将繁文缛节与相关的组织结构概念相混淆,
如正式化(formalization)。繁文缛节与正式化尽

管紧密相关,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理论概念。伯兹

曼与斯科特认为,将繁文缛节与正式化加以区分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医学为例,它们反映了不同

的取向。如果正式化可以看作“生理学”,那么繁文

缛节可以视为“病理学”;正式化是组织的正常特

征,而繁文缛节是组织的病变表现[12](P17)。伯兹曼

等明确将繁文缛节与正式化加以区分,认为繁文缛

节不止源于正式的规章制度,而且可能源于组织外

部 由 政 府 导 致 的 一 系 列 制 约 因 素 (公 共

性)[13](P290322)。潘迪与斯科特对繁文缛节与韦伯

式官僚制组织的结构特征(如等级制、专业分工和

正式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因子分析,发现不同繁文

缛节指标之间的相关度显著高于繁文缛节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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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指标之间的相关度,表明繁文缛节与正式化等

组织结构概念之间具有较高的鉴别效度,二者属于

不同的理论概念[14](P553580)。
繁文缛节源于多种因素并表现为许多形态,有

必要对其进行分类。鲍尔德温认为繁文缛节既可

以分为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也可以分为内部与外

部。正式的繁文缛节指“法律、规章与程序等导致

组织的自由受到制约或限制”,它既可以源于外部,
也可以是内部的。非正式的繁文缛节源于政治制

度、媒体或利益集团等施加的影响,它是外部引致

的[11](P728)。伯兹曼认为,繁文缛节可以分为组织

繁文缛节与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前者指组织本身

感知的繁文缛节,而后者则关注特定利益相关者受

到的繁文缛节[2]。此外,还可以从人事管理、采购、
预算等管理子系统对繁文缛节的不同表征进行

研究[15](P3751)。

三、繁文缛节的测量方式

作为 一 个 多 维 构 念 (multidimensionalcon-
struct),如何测量繁文缛节是实证研究中面临的一

个复杂问题。虽然繁文缛节可以分为组织繁文缛

节与利益相关者繁文缛节,但繁文缛节本质上是利

益相关者的主观感知情况,因此怎样测量并调和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感知水平,通过适当方式测量组织

繁文缛节,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一)主观感知指标

由于多数研究都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因此

通过调查对象的主观感知水平测量繁文缛节就成

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手段。一些学者对人事管理、采
购等领域的繁文缛节进行测量,另一些学者则通过

单项指标从总体水平测量繁文缛节。围绕繁文缛

节存在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繁文缛节是预

算、人事等管理子系统的僵化导致的,即繁文缛节

是一个形成性(formative)指数;另一种观点主张

繁文缛节源于政治问责和其他外部影响,认为繁文

缛节属于反映性(reflective)指标。科赛等对5个

维度16个题项的验证型因子分析表明,繁文缛节

是反映性概念,说明它主要源于外部控制并反映在

不同管理领域[16](P342361)。
由于多数调查都是个人层面的,即便是组织层

面的,也通常是通过一个组织成员反映整个组织的

繁文缛节水平,这种感知测量途径可能产生同源数

据与共同方法偏误。潘迪与马洛维认为,尽管依靠

单个组织成员的感知信息会发生偏误,但总体来说

它是可靠的,而且调查也更为简便易行[17]。沃尔

克与布瑞尔发现,组织的高层、中层和基层人员对

繁文缛节的感知水平是不同的,越是低层的管理人

员对繁文缛节的感知水平越高。他们对英国地方

政府的研究引入了多调查对象方式,一定程度上克

服了这个问题,但由此也导致了调查难度增加和指

标加总问题[18](P11121127)。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区

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繁文缛节的感知,从而进行更

为细致的比较,如考察公共管理人员与企业管理人

员对繁文缛节的感知水平[19](P710729)。
(二)客观统计指标

有鉴于主观感知指标存在的缺陷,一些学者提

出利用客观统计指标测量繁文缛节。繁文缛节反

映了组织程序的拖沓和延误,伯兹曼等采用组织关

键管理任务的运行时间,也即行政拖沓程度来衡量

繁文缛节[13](P290322)。然而,办事拖沓可能源于许

多因素,而研究中需要区分繁文缛节导致的办事拖

沓与普通的办事拖沓。为此潘迪与布莱施奈德提

出了一种独特测量方法,运用以行政拖沓为因变量

的多元回归模型获得的统计残差来衡量繁文缛节,
从而将影响拖沓的其他因素排除在外[20](P113130)。

与主观感知指标相比,客观统计指标的优势在

于更加真实地反映组织规则及其诱发的繁文缛节,
但缺点也较为明显。由于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核心

业务不同,单纯统计业务处理时间在不同组织之间

不具有可比性。客观指标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且
难以剔除繁文缛节以外因素的影响,反而不利于真

正反映繁文缛节概念的真实内涵。因此,主流的繁

文缛节研究仍然将主要采用基于问卷调查的主观

感知指标。
(三)多元指标测量

瑞尼等对繁文缛节的研究提出采用多种测量

指标的策略,认为繁文缛节包括主观感知、行政拖

沓和正式化。他们希望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指标,克
服单一指标或数据来源造成的缺陷[21](P567574)。但

正如潘迪与斯科特所言,多维度、指标方法固然能

够延伸繁文缛节的概念,但却牺牲了理论的精确

性,并导致矛盾结果的难以解释[14](P553580)。除此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其他方法,如伯兹曼与

德哈特 戴维斯利用深入的案例研究考察环境保护

领域的繁文缛节[22](P141177),斯科特与潘迪则通过

实验操控对繁文缛节进行研究[23](P615633)。
潘迪与斯科特发现,虽然繁文缛节与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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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度低于繁文缛节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度,但
测量繁文缛节的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度并未达到

理想状态,表明其测量仍然值得努力[14](P553580)。
综合而言,对繁文缛节的整体感知指标最为有效,
其次是人事管理领域的繁文缛节感知水平和基于

行政拖沓的测量手段。未来研究需要拓展采购或

客户服务等人事管理领域以外的繁文缛节,通过对

不同类型的繁文缛节的鉴别和归因,为公共管理者

识别和剪除繁文缛节提供帮助[14](P553580)。
(四)最近的研究进展

测量繁文缛节的关键在于将其中的组织正式

化予以尽可能剔除,从而精确捕捉繁文缛节的“净
值”。最近考夫曼和菲尼对荷兰政府的调查发现,
公共管理人员感知的繁文缛节同其感知的正式化

高度相关,感知的正式化同客观的正式化(组织内

正式规则的数量)显著相关但关系较弱,而客观的

正式化同感知的繁文缛节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由此表明,繁文缛节与正式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正式化却并非是繁文缛节的必要条件[24](P120)。

最近,菲尼做了一项实验,即在调查问卷中设

置了4种不同的繁文缛节题项,来分析哪种题项的

设计更有利于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25](P427447)。她

的分析显示,繁文缛节题项的用词和定义会对回答

者对组织繁文缛节的评价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与提供定义的题项相比,回答者对未提供定义的题

项评价的繁文缛节水平更高。通常来说,繁文缛节

容易对回答者暗示负面信息,当题项中出现该词

时,他们会相应评价得较低。
布莱施耐德等最近也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期

望将繁文缛节与组织正式化在测量层面予以区分,
从而精确测量繁文缛节[26]。他们的方法是将繁文

缛节视为正式化的函数而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

模型解释的部分是正式化与繁文缛节重叠的部分,
而回归模型的残差则是正式化无法解释的繁文缛

节部分,因此可以将其作为测量繁文缛节的有效指

标。他们将新指标与原来的指标进行比较,通过复

制已有的若干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新指标的构念效

度更高,即对其他理论结果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

的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在未来调查研究中用于精

确测量繁文缛节。

四、繁文缛节的影响

公共管理研究人员和实践者们一般都认为繁

文缛节是负面现象,不利于组织发展。但早期的一

些学者却认为,繁文缛节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损

害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正面收益。考夫曼就认为,
“一个人的繁文缛节是另一人珍视的程序安全。”[5]

虽然繁文缛节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但它却有

利于通过程序公正保护公民的权利公平。关于繁

文缛节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积累充分的证据对这些

论断提供支撑。
(一)个人层面的影响

繁文缛节是关乎规则与程序的负面影响,这种

影响对象可以是态度上的,也可以是行为方面的。
繁文缛节对组织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会产

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特别

是人事管理领域的繁文缛节,使组织很难有效奖优

罚劣,通过绩效薪酬或职位升迁等为组织成员提供

足够有力的激励,从而降低组织成员的工作积

极性。
有研究发现,繁文缛节降低了公务员的组织承

诺、工作投入和工作满意度,使公务员对其工作表

现出倦怠倾向[27](P133148)。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组

织员工特有的需求,它有利于员工投身公共事业并

甘愿牺牲。但莫尼汉和潘迪的研究却表明,繁文缛

节表现出的拖沓和僵化会严重挫伤公务员的公共

服务动机,不利于政府公共事业的发展[28](P4053)。
因此,繁文缛节使身处其中的组织成员受到过度限

制和管束,不利于组织成员发挥聪明才智,甚至会

挫伤其原有的工作努力。
(二)组织层面的影响

繁文缛节对管理者与组织成员施加了过多的

规则制约,限制了人们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不利于

组织变革与创新。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证实繁文

缛节对组织创新的负面影响。穆恩与布莱施奈德

的研究发现,繁文缛节未必是信息技术创新的障

碍,相反它会推动组织采取信息技术创新举措来解

决问题[29](P273292)。一般认为,政府部门的变革型

领导行为较少,组织结构可能是主要原因。但对美

国市场经理的调查研究表明,繁文缛节没有导致变

革型领导的下降,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说
明 繁 文 缛 节 不 会 抑 制 公 共 领 导 的 变 革

倾向[30](P7589)。
繁文缛节对政府绩效的影响也较为复杂,目前

尚未取得共识。潘迪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事管理

与信息系统的繁文缛节对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而 发 展 型 组 织 文 化 降 低 了 这 种 负 面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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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31](P398425)。布瑞尔与沃克尔对英国地方政府的

实证研究表明,繁文缛节总体上对政府绩效产生了

负面作用,但与公共管理理论和一般常识相比,繁
文缛节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相对较弱,而且采取合适

的战略行动可以降低这种负面作用[32](P423448)。由

于繁文缛节与政府绩效都是多维构念,二者的关系

极为复杂,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不同维度的繁文

缛节对 政 府 绩 效 的 不 同 维 度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影

响[25](P427444)。具体来说,繁文缛节对效率和公民

满意度的影响不明显,但对公平性的影响却是显著

正向的[33](P233257)。雅克与雅克对联邦政府部门的

实证研究也表明,繁文缛节并非一无是处,行政程

序也并非像理论预测的那样僵化呆板并束缚管理

人员;相反,管理人员能够在行政程序约束下快速

制定规则并适应变化[34](P261282)。此外,董皓结合

中国地方政府的调查研究发现,繁文缛节与自由裁

量权作为一对矛盾体,对政府绩效产生了截然相反

的作用,但其内部机制还有待于深入探究[35]。
上述研究显示,虽然公共组织理论认为繁文缛

节不利于组织发展,但繁文缛节对组织行为与结果

的影响尚不明确。繁文缛节不仅影响组织及其成

员,而且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繁文缛节妨碍公民

与政府打交道并参政议政,从而有可能影响民主发

展和公平实现[36](P654670)。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委

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繁文缛节有可能

产生权力寻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37](P489504)。
最后,伯兹曼指出,虽然繁文缛节是一种“官僚病”,
但公共管理改革不应一味强调效率,而应兼顾绩

效、问责与公平等公共管理价值,实现各种价值取

向的平衡[2]。

五、繁文缛节的起源与决定因素

(一)部门差异:公共部门比私营部门的繁文缛

节更严重

围绕繁文缛节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争论,就是

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繁文缛节是否比私营部门更多?
部门类型对繁文缛节意味着什么? 早期的研究并

没有发现两类部门之间在繁文缛节方面的显著差

异,布坎南甚至发现政府的繁文缛节反而比企业

少。但鲍尔德温的研究表明公共组织在所有类型

的繁文缛节方面都比私营组织多,从而驳斥了布坎

南的反常发现。伯兹曼的综述也显示,即便采用同

样的测量指标,多数研究都表明政府的繁文缛节比

私营企业更多[2]。
斯科特认为,繁文缛节是一种主观的或个人化

的概念,将其在公私部门之间进行比较可能并不适

宜,因为即使存在公私差异,这种比较也可能因为

管理人员的固有态度而造成偏误[38](P477482)。笼统

意义上的正式化与繁文缛节在公私组织之间并没

有显著差异。但在具体管理职能领域,特别是人事

管理和采购方面,由于“公共性”诱发的外部政治控

制较强,导致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繁文缛节比私营组

织更为严重[21](P567574)。瑞尼和伯兹曼对公私组织

比较研究的综述显示,虽然目前的实证研究存在一

些方法论缺陷,但多数研究都说明政府管理人员感

知的繁文缛节比私营组织严重[39](P447469)。
此外,还有研究比较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

在繁文缛节方面的差异。费尼与瑞尼的调查研究

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府管理人员

感知的繁文缛节仍然远高于非营利组织,他们受到

的人事管理约束也比非营利组织多[19](P710726)。综

合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公共组织的繁文缛节和受到

的规则束缚比私营组织更多;而在公共组织范畴,
政府比非营利组织受到的约束更多。

(二)繁文缛节的起源

如果政府的繁文缛节多于其他部门,那么究竟

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 一些人认为,组织内

部因素和管理人员的特征可能是导致繁文缛节不

容忽视的原因。伯兹曼和瑞尼的实证分析发现,管
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及其所在组织的结构特征都使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建立规则来实现管理目标。然

而,私营组织管理人员的这种规则偏好比公共组织

更强,因此无法解释为何公共组织的繁文缛节更

多[40](P163189)。还有研究发现,公共管理者的公共

服务动机越强,他们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和公共政

策,其所感知的繁文缛节越高,对繁文缛节的容忍

程度越低[41](P155180)。总而言之,关注组织内部因

素与管理人员特征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极为显著的

影响繁文缛节的原因而表明繁文缛节主要起源于

组织外部。
基于联邦制和府际关系的角度,罗森菲尔德总

结了繁文缛节的4个起因(国会问责、政治文化、联
邦制和主管部门控制等),认为繁文缛节源于政府

计划不得不处理许多外部制约因素[10](P603620)。有

学者研究发现,组织的外部政治支持不仅直接正向

影响繁文缛节,而且可以通过发展型组织文化减少

繁文缛节[42](P419436)。因此,政治控制产生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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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可能是繁文缛节最重要的起源。
伯兹曼认为,既然繁文缛节是变坏的规则,那

么就有必要从规则是如何变坏的角度考察繁文缛

节的起源。他指出,一种是“天生就坏”的规则,对
规则预期效果的预测不准确、规则的预期目的不合

法、利益折衷和妥协、过度控制、本末倒置等产生了

“规则自生型繁文缛节”;一种是“后天变坏”的规

则,规则自身的演变、规则实施的变化、规则预期目

标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边际收益递减、规则冲

突等导致“规则演变型繁文缛节”[2]。
最近的研究显示,繁文缛节除了外部控制起源

外,还有工作动机起源,即管理者的工作投入或承

诺等工作特征会影响其报告的繁文缛节水平。对

荷兰小学校长的调查显示,工作投入与繁文缛节负

相关,而工作承诺与其正相关。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网络活动同繁文缛节正相关,而与地方政府和利益

集团在劳资关系领域的关系网络活动则同繁文缛

节负相关。与此同时,工作承诺调节上述变量的相

关关系[43](P445471)。由此可见,繁文缛节并非完全

来自于组织外部控制,它也会起源于管理者的工作

特征,而二者可能共同塑造了繁文缛节。
还有学者指出,人们对繁文缛节的感受和评价

会受到其参照点或参考框架的影响,而这些直接与

人们的职业轨迹和工作经历息息相关[44](P582597)。
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会因为当前工作特征的影响而

对繁文缛节产生不同感受,而且会将目前的状态与

此前工作的环境和特征比较,从而确定其对繁文缛

节的评价。戴维斯的分析发现,员工参与工会的话

其对繁文缛节的评价越高,但如果他们对工会价值

认同较高的话,则倾向于认为繁文缛节是可以接受

的,因 为 他 们 将 其 作 为 赢 取 员 工 权 益 的 必 要

条件[45]。
(三)如何剪除繁文缛节

既然繁文缛节对公共组织危害极大,那么如何

剪除繁文缛节或降低其负面影响,就成为公共管理

学者探讨的话题。德哈特 戴维斯认为,繁文缛节

源于规则的失效或扭曲,因此将繁文缛节转化为

“有效规则”(greentape)才是剪除繁文缛节的有效

途径。他通过调查总结了有效规则的5个属性:尽
可能书面表述规则要求,规则依据的因果关系是合

乎逻辑和有效的,进行适当的控制而不是过度管

束,在执行过程中保持前后一致,规则的预期目的

得到利益相关者的理解[46](P361384)。如果在规则制

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能够注意上述几点,繁文缛节产

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将剪

除繁文缛节的希望寄托在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

革命可能会降低繁文缛节的危害[47]。然而,围绕

信息技术应用与繁文缛节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却

不一致。需求拉动学说认为繁文缛节使组织更加

需要信息技术,藉此剪除繁文缛节;技术推动学说

则主张信息技术应用使公共管理者具备了剪除繁

文缛节的有力武器,有助于繁文缛节的减少。穆尼

与布莱施奈德的实证分析发现,繁文缛节与组织创

新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信息技术应用导致繁文缛

节 的 降 低,而 繁 文 缛 节 推 动 信 息 技 术 创

新[29](P273292)。最近的研究发现,组织内部网络的

应用有助于强化组织内外沟通,从而减少繁文缛

节[48](P379404)。然而,信息技术应用并非一无是处,
它的应用可能只是使繁文缛节从有形的书面形式

转化为无形的电子格式。因此,信息技术既为组织

记忆提供了海量存储,也导致冗余的电子繁文缛

节,它们使组织创新困难重重[49](P414435)。台湾的

一项研究也发现,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没有减少繁文

缛节,反而使电子繁文缛节爆炸式增长[50]。
虽然都面临繁文缛节的束缚,但有些公共管理

者却表现得更加有效。究其原因,他们的工作态度

更加 积 极,并 能 够 藉 此 化 解 繁 文 缛 节 的 牵

绊[51](P542575)。奥斯本与盖布勒认为,剪除繁文缛

节的关键在于组织内部变革,通过服务导向和绩效

管理等实现政府转型[8]。然而,由于繁文缛节主要

原因政府外部的政治控制和问责,更为根本的是从

外部入手,为政府剪除繁文缛节扫清道路。不过,
管理人员并非只能束手就擒,内部管理可以作用于

外部环境,从而减少繁文缛节。有研究显示,尽管

公共管理者无法完全消除繁文缛节,但通过采用适

当的管理策略和技术,却可以减少繁文缛节及其带

来的负面影响[52](P255272)。具体来说,主动出击的

前瞻型战略可以降低繁文缛节对组织绩效的负面

影响,保守的防御型战略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作

用,被动的反应型战略则可能使繁文缛节对组织绩

效的影响恶化[32](P423448)。一些学者也指出,以“新
公共管理”为代表的改革努力可能忽视了削减繁文

缛节的复杂程度和影响。至为重要的是,与单纯的

剪除繁文缛节不同,改革更应该保持适当程度的平

衡状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改革对绩效、
问责和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2]。因此,公共管理

改革需要更加全面地审视繁文缛节在公共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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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六、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

繁文缛节指对组织绩效有害的冗余行政规则、
规章和程序,判别繁文缛节的特征并追溯其起源,
是实现“从繁文缛节到结果”的必由之路。繁文缛

节是一种“官僚病”,对公共组织绩效危害较大,并
在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

对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繁文缛节的研究进展进行了

综述,概述了繁文缛节的概念与测量、影响因素与

作用后果。虽然西方国家在繁文缛节研究领域积

累了大量研究文献,但在借鉴其研究时有必要认识

到中西国家的繁文缛节差异。
从我国繁文缛节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们主要

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政府行政审批制

度对企业和公民造成的负担和成本。企业的成立、
运作和管理等都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管理和规制,
企业不得不应付名目繁多的行政审批制度,对企业

发展极为不利。其二,认为政府的规则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法治和“有
限政府”的理念。两个问题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都反映了我国政府组织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特点。既然中西繁文缛节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

繁文缛节研究对于我们的意义何在? 我们认为,繁
文缛节的起源、特征与影响受到政治体制和管理情

境的影响,但繁文缛节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导致繁文缛节呈现不同的特征[53](P103194)。

目前的多数研究都是在美国和英国完成的,对
其他国家的研究还不多见。未来研究有必要拓展

跨国比较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提高已有研究结

果的普适性[43](P445471)。政治体制及其运行特征是

决定繁文缛节起源与影响的重要因素,考察不同国

家的繁文缛节差异及其前因后果,或者有助于进一

步揭示繁文缛节的内在规律[24](P120)。不同的文化

和价值取向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繁文缛节的感知容

忍和应对? 例如,在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较
高的国家(如中国等东亚国家)[54],人们更容易接

受等级制和愿意服从,对繁文缛节的容忍程度可能

更高,对繁文缛节的危害程度感知可能更低。其

实,不仅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繁文缛节的

理解和影响不同,对于幅员辽阔、民族多样的国家

(特别是中国)来说,即便是在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

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因此,在深入研究国家

之间繁文缛节差异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入到次国家

(subnational)层面,探讨繁文缛节的区域差异。另

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正在发生剧烈的

制度变革,与社会制度架构成熟的西方国家相比,
繁文缛节的表现、特征与影响可能都不尽相同,有
必要加以深入探究。综上所述,鉴于繁文缛节本质

上是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感知状况,对繁文缛节的探

讨有必要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跨部门比较是繁文缛节研究的主要途径,也是

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政府部门、非营利组

织、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在繁文缛节方面的差异

还没有得到系统考察,而对它们的深入理解是未来

公共管理改革的主要依据。不仅如此,政府内部不

同职能领域的繁文缛节也可能存在差异。对英国

地方政府的调查显示,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都较高

的部门的繁文缛节高于其他部门[55](P418438)。中国

“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使“条”与“块”在权力

归属和职能运转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可能导致

不同职能部门和业务系统的繁文缛节存在不同。
与此同时,中国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部门的繁文缛

节可能也不同,这些现象都还有待于探察,以利于

我们明确未来公共管理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
根据成文程度,规则可以笼统分为正式规则与

非正式规则,繁文缛节主要是正式规则的“异化”。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与相互影响,以
及它们对组织行为和结果的交互影响,是制度理论

的关键研究方向,但在繁文缛节研究中未见类似进

展。一定程度上,作为非正式规则的“潜规则”,可
能是真正发挥决定作用的规则,并会影响正式规则

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关系型社会”,“关
系”在每个领域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可能

会“穿透”繁文缛节对组织管理者的束缚,因此其影

响值得进一步考察[56]。因此,笔者认为,从正式规

则与非正式规则互动的视角考察繁文缛节,将“关
系”的影响纳入分析,可能是未来本土公共管理研

究的突破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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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rmsofDong,anancientsong,whichisregardedasstipulationsoftheDongpeople,isa
combinationoffolkloreandlaw.ItnotonlyconveysthewholesocietyofDonglikeanencyclopeadiabut
alsostandsfortheinheritinganddevelopingofDong’shistorylikealivingfossil.Besides,theculture,

thelawandthenarratemethodofTermsofDongindicatethattheDong’scultureisecologicalharmoni-
ous.TheuniquenessandstablenessofDongarebasedontheunityofopposites,whichincludethespirit
ofartandthethoughtsofstipulation.Therefore,TermsofDonghasitsowncompatibilityinantagonis-
ticaspectslikeartandlaw,emotionandrationality.Inafewwords,anewwaythatpointsoutthede-
velopingdirectionofsocietyandartisabletobefoundinTermsof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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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dtapereferstotherules,regulations,andproceduresthatareharmfultoorganizationalper-
formance.Asthebureaucraticpathology,redtapeisharmfultopublicorganizationandhasbeenstudied
extensivelyintheWesternPublicAdministrationfield.Theconstruction,measurement,antecedents,and
consequencesofredtapearereviewedinthepaper,inwhichweoutlinethefutureresearchavenuesanda-
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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