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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现象严重。贿选已呈多发性、形式多样化、组织严密化、操作隐蔽化等特征。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经济的因素、
制度因素，也有农村社会结构及文化等因素。治理这种现象，首先在于培养村民的民
主意识，其他则要合理划分村委员会的职能、
加强对选举的监督和对贿选的处罚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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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
“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直接的、不是
单纯想象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
会最重要的政治利益。”[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带
来的民众对公共政治参与的诉求越来越高。为满足这种诉
求，中国大力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在农村开展了广泛
的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活动。经过近些年来的实践，村民
自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规模的逐渐扩大，这些政治参与与其所
必需的制度保障之间存在着日益明显的失衡状况，特别是
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破坏民主选举的现象很严重，贿选就
是其中的一种。
目前，我国涉及村民选举的法律文件有很多，但都没
有明确地对贿选的内涵给出完整的法律界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第 52 条第 1
款将贿选行为界定为“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
代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释义》中对此也做出了
进一步的解释：
“以获取选票为目的，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贿赂选民、选举人或选举工作人员，使其违反自己的意愿
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中舞弊，并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行
为。”
因此，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可定义为：
“竞选者本人或
者委托他人通过给予或承诺给予村民、村民代表、其他竞
选者或者选举工作人员等个人一定的利益来争取当选或
意图改变选举结果的不正当竞选行为。”[2]
一、贿选现象的特点
贿选，表面上是“两相情愿”的权钱交易，实际是民主
进程中隐蔽的政治毒瘤。近年来，关于贿选事件的报道不
断出现，贿选问题日益突出，
并具有公开化的趋势。总的说
来，日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贿选现象的多发性
贿选现象开始从少数村庄向多数村庄扩展开来，且大
有愈演愈烈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不仅经常发
生，而且发生的如此简单、随便。村民对贿选现象习以为
常，不以为非，认为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的所谓“拉票”天经

地义，
没什么大惊小怪。
2.贿选形式的多样化
贿选的表现由请客吃饭笼络感情、走家串户、口头利
益承诺，逐渐变成实物贿赂、现金贿赂。具体说来，馈赠实
物主要是行贿者根据自身经济实力赠送给村民物质利益，
大到家电、高档衣物，小到香烟、啤酒等日常生活用品。现
“价格”根
金贿赂指行贿者多以代金券或现金“换”取选票，
据其预期收益而定，较为贫穷的村几十元、甚至几元钱一
张选票，较为富裕的村则高达几百元、几千元。
3.贿选组织的严密性
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贿选主体参与竞选，已不再是
“单枪匹马”地暗中拉选票，而是以家庭或家族势力为单位
组织起或明或暗的竞选班子，制定拉票方案，明确分工程
序。从选前的暗中贿选拉票到选举中拉人填票再到现场
“监票”
，都有专人负责，
呈现出有组织的活动特点。
4.贿选操作的隐蔽性
贿选主体由竞选者转向“代理人”
，贿选手段由“明修
栈道”
转向
“暗渡陈仓”
。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
政府对
于破坏民主选举的行为有了更大的打击力度，这增加了贿
选者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
他们往往让亲朋好友或雇人出
面行贿拉票，交易行也由原来的明码标价、公开交换改为
暗箱操作，
由选举前送财物改为先口头
“协议”
，
等竞选成功
后再实施交割。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贿选行为的隐蔽性。
二、
贿选现象成因的多角度分析
村民直选中贿选现象之所以不断蔓延，实际上有其深
刻的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的根源。
1. 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
“利益原则”
驱使参与动机在选举中占重要地位
熊彼特认为,民主是政治家争取领导权的过程,这一过
程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相似。选民就像消费者,他的“货
币”
就是选票。竞选者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争取人民的选票，选民则用手中的选票“购买”合意商
品——
—投票给贿选者 [3]。贿选者预期利益越大，动机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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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投入成本也就越高。成功当选后将会加倍地将自己的
贿选投入快速收回来。而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民主意识
淡薄，觉悟不够高，往往容易受眼前短浅的物质利益诱惑，
会为一条烟、一包洗衣粉出卖自己的选举权。宁要眼前个
人利益，不顾长远公共利益；甚至认为这是“双赢”的游戏，
两相情愿，各得其所。
2.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基层权力过大，
选举制度不完
善让贿选者有空子可钻，处罚力度不大和监督主体的缺位
又令贿选行为肆无忌惮
经济发展使得村委会集体收入增加，集体控制的资源
相应增多，村民更多地参与村委会职务的竞争，更多地介
入选举。胡荣（2005）认为，并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速度或
人均 GDP 的增长促进了村委会选举，而是集体收入的增
加使得村民更关心集体事务，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和选
举，实施选举[4]。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9 条明确表明，涉
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项，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
村委会具有相当大的实权，
定方可办理。但在实际实践中，
比如管理集体经济、随意使用村集体经济收益等，并且这
种权力的行使缺少必要的制约和限制。
3.从文化思想角度看，农村长期存在着家族、宗族观
念、官本位意识；广大村民民主观念淡薄，对贿选的认识程
度不够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
“ 学而优则仕”，至今仍是广大
农村成员普遍认可的谋求社会利益资源的基本手段和衡
量人生价值实现程度的基本尺度。权力不仅能给贿选者个
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其家族带来荣耀感。尤其是在宗族意
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
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
志。在此观念下，候选人对权力的极度渴求可能导致其人
格的扭曲，一些贿选主体为追逐权力，不择手段，甚至通过
非法途径来获取选举的胜利。
4.从社会环境角度看，
社会中花钱办事的社会风气、以
权谋私的不良思想，对村委会选举同样产生了严重的不良
影响
我国党政事业单位领导或代表的选举，大部分是间接
选举。其中不时地暴露出被查处的贿选问题，给实行直选
的村委会选举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一方面
贿选的组织者采用贿选的手段和各种可行的渠道，另一方
面，普通村民易被人收买甚至说乐于被人收买。加上农村
政治管理相对落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更是给了贿选者空
子可钻[5]。
三、
治理村委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的对策分析
贿选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目的是对当选后预期
获得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觊觎；此外，也与村民民主意识不
高、基层选举制度不健全和村委会职权监管机制不完善等
应该综
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考虑对贿选问题进行治理时，
合多方因素，全面规划、
改进，
方能最终铲除贿选现象。
1.从实质上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适当弱化村委会的
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
村委会作为自治机构，不应该过多地担负公共事务，
更不能随意处分村民的集体财产。村委会的社会职能应当
被强化，但其经济职能应当被削弱。村委会不应该成为“二
政府”
，也不应该成为经营性组织。国家在涉及到村民权利
的问题上，应该直接听取村民的意见，而不应该通过村委
会上传下达。村委会的职能越单纯，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
事件就越少。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

理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从制度层面真正让农民当家
做主，
平稳地推进乡村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
2.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农民民主意识和当家做主的意识
广大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贿选能否得到有效遏
制，关键在于提高选民的素质，而加强选民的培训教育是
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通过不断增强选民的民主意
识、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努力提高选民的拒贿能力，明确
权力和责任的关系，认清贿选者“以钱谋权”
“以权谋私”的
实质和危害，从维护全局利益、集体利益的高度，认识正确
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完善立法，确定范围及责任归属，规范竞选行为，提
高贿选的违法成本，
加大对贿选行为的处罚力度
我国现阶段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行为缺少刚性的
法律规定，对贿选的处罚不明确，力度不大，这些都是贿选
行为肆无忌惮的重要原因。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界定贿选的
概念, 通过书面的法律条文明确贿选问题的查处和受理部
门，以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的形式取代没有法律效力的民政部的通知，对贿选的行为
构成进行详尽的规定，既可以规范选举行为，保障村委会
的选举秩序；又不过分扩大贿选的范围，影响村民参加民
主竞选的积极性和竞选机制的创新。明确乡镇和村委之间
的关系，建立越权处罚机制；明确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主体，
建立对村委会选举的有效监督机制。
通过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让贿选者的期望降低为
零，没有空子可钻。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乡镇政府不应成为村委会选举过程
中的监督主体。而应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一个村委会
选举监督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同时吸纳
各乡镇人大代表、媒体工作者、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作为
观察员参加，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在选举之日，
由监督小组对整个选举进行全过程的监督。
4.提高农民收入，从经济层面改变铲除贿选现象生存
的土壤
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生
活还不富裕，贿选者试图通过获得政治资源来获取经济利
益。运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分析，
人们在面对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时，往往选择后者。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才能使我国广大农民从低
层次的需求逐步向高层次的需求过渡。政治参与度不断提
高，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在面对贿选行为时，也会有更多的
选择余地，更不会像现在这样为几十元钱就轻易放弃自己
但从一定程
神圣的选举权[5]。尽管可能无法根除贿选现象，
度上消除了贿选行为的简单易行，同时增加了贿选的成
本，
从另一方面起到了遏制贿选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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