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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中的权力结构和利益代表
Gebugesa 村庄的农民花了一整天在数公顷的牧
场上栽种象草苗。而第二天，他们又回来把所有
幼苗连根拔除。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政府推广机构要他们种植这些幼苗，而
这些机构则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创新平台的成
员。平台里的其他成员——农业局官员，必须要
完成国家政府在水土保持方面的目标，所以他们
利用平台来动员农民种植象草，并将种植区域围
挡起来，好完成任务。农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
求，却又担心这些围栏会阻碍他们放牧牲口，而
且担心穷人也会被挡在外面没法进去收集牲口的
粪便来作燃料。
尽管这个创新平台有若干农民成员，但他们却受到
更强势的政府官员的压制。最初的饲料干预项目被
抛弃，平台也不得不将工作迁往其他地方开展。

定义
创新平台提供学习和改变的空间。是由来自不同背
景，代表不同利益的个人（通常是各个组织机构的
代表）组成的小组。他们可能是农户、农业投入供
应商、商人、食品加工商、研究人员、政府官员
等。他们聚集在一起诊断问题、识别机会并寻找实
现共同目标的方法。他们可通过平台来设计和实施
活动，也可以由成员个人的身份来协调组织活动。
权力平衡是指一个群体内具有不同势力的个体之间
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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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权力和利益代表很重要？
创新平台将相对弱势的人群（比如农民）与更具
影响力的主体（比如政府或大商人）聚集到一
起。这些不同的主体聚集在一起可以催化并促进
他们就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形成共识，或促成他
们实现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有效地将他们的利
益结合起来，创新平台就可成为促进变革的强大
机制。
从理论上讲，平台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并且都
有机会表达各自的诉求。但实际操作却通常不是
这样。除非平等的权力得到承认和保障，否则平
台很有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的情况。
不能解决好权力和利益代表的问题可能会给创新平
台带来严重的破坏。它可以影响问题轻重缓急的划
分、切入点的选择以及干预措施的设计和运用。如
果某些意见被忽略，或某个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代
表，平台的工作就会被引入歧途，导致最终采取的
干预不合理，而使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这些问题是如何出现的？
创新平台通常都假设成员们共同合作，地位平
等，他们代表各自的群体，他们能认清共同的挑
战和机遇，并且能建立起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
信任和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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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差距可以让这些假设都失去意义。一些社
区成员可能比其他人更富有或更有影响力。女性
农民与男性农民对事情的优先序有不同的考虑。
政府官员可能更想实施规定而非满足社区需求。
商人可能会操控信息和市场途径，而让农民去承
受损失。学者可能会推广新技术但却忽略了地方
本土知识。仅仅将“正确的人”聚在一起，并不
会自动带来一个全纳的过程，也不可能让解决方
案自己冒出来。
权力关系意义重大，因为成员之间的利益可能存
在冲突。要想让所有人达成一致并非易事。一些
成员可能缺少信息或无法挑战有权力的成员。结
果就是，他们的利益无法在平台的决定中得到体
现。当由平台成员应该代表更广泛群体利益时，
如何选择群体代表就显得至关重要。

•

比如：科学家或专家可能会主导平台讨论，
巩固“科学知识胜过农民自身知识”这样的
观点。

识别权力与利益代表的问题
在建立平台之前应该把当地的情况彻底调查清
楚。基线分析将提供初始信息，使干预措施的效
果和公平性得到保证。开展更宽泛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背景调查研究可以揭示出权力或地位不平
衡的原因。

如果它们得不到解决...
权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现，有些形式相对其他
形式更为明显。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是要发现
识别它们。以下是一些例子：
更强势的成员可能会占主导地位。他们可能限制
其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按照他们自己的议
程来行事。因此，干预项目很可能就会倾向强势
的成员，增强其影响力，而进一步让弱势成员被
边缘化。
•

比如：更富有或更有影响力的成员可能会将
新基础设施（如水源、小摊位）据为己有。
他们可能会充当买方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
从而操纵平台成员。或者，他们可以凭借自
身知识，利用其他人的不知情来谋取私利。
平台的组织者可能需要预先决定平台应该解
决的问题，并对可以采取的解决方案加以限
制。政府官员可能会利用平台来宣传推广现
有政策和项目。

群体多样性得不到体现。农民有着不同的生计、
知识、考虑的重点和需求。如果平台只有一个农
民成员，他/她可能无法恰当地体现出这种多样
性。这会使得某些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代表。
•

比如：某个平台可能选择关注牲畜，而大多
农民并未畜养牲口，或平台可能会推广高价
值市场的发展，却将不符合这些市场标准的
农民排除在外，再或者它可能会鼓励男性种
植某种农作物，而加大女性的工作量。

并非所有知识都被利用到。权力差异可以对知识
分享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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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服棘手的权力关系问题需要巧妙的引导。

权力结构和利益代表问题在各个地方的表现各不
相同，因而改变这些结构的方式也不一样。权力
结构的问题在政治敏感或约束性的环境中可能会
更棘手。越早明白这一点，就越有可能克服潜在
的障碍并协调管理各种期望。
利益相关者分析至关重要，它能帮助平台识别关
键主体及其作用，了解谁能代表不同的群体，并
能帮助识别哪些人有助于平台目标的实现。它还
能帮助辨别谁可能制造障碍，谁能起到调解人的
作用。这能帮助确保平台能从一开始就把正确的
人纳入其中。利益相关者分析还能帮助协调员够
理解不同成员的目标议程。
建立平台之后对权力关系进行监测非常重要。对
平台活动进行持续的观察和文件记录很重要；看
长远一点，而不仅仅关注眼前的成功，这点也很
重要。创新平台推动的各个方面越困难，我们可
以从中学到的宝贵的经验就越多。

创新平台实践 概述 4, 2013年11月

以下是一些能激发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

谁参与？谁未被包含在内，为什么？成员资
格如何决定，由谁决定？

•

各个主体的利益是什么，它们的利益是如何
相互冲突或融合的？

•

谁的问题或需求被优先考虑？

•

这是如何决定的，由谁决定？

•

对资源（如预算）的控制权是如何决定谁能
对平台的决定或行动施加影响的？

•

平台的行动是如何影响成员的？谁能受益，
谁不能受益？是否已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受
到的影响都已考虑在内？

处理权力与利益代表的问题
参与式农村评估能有助于识别问题并决定其轻重
缓急，获取所有社区成员的意见并让他们深入了
解其他人的情况。
参与式影像对未受教育群体尤为有用。他们可以
把自身的问题拍照或拍摄下来，并记录下他们的
观点。将视频播放给平台成员观看可以让他们意
识到新问题。视频还可以播放给未到过现场的官
员们观看。
角色扮演可以让平台成员站在其他人立场，并帮
助他们理解不同的观点。
熟练的协调员能帮助协调平台成员之间不同的利
益，以使他们达成一致，或者至少形成所有人都
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这个角色可能对于处于权力
结构中的局内人（平台成员）而言会有难度。使
用不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外部协调员可能会更
好。协调员可能需要支持相对弱势的成员或选择
中立的角色（见概述10）。
效益研究的证据可以帮助成员看到平台成员资格
的价值。
平台下设的小组可以对特定群体的需求给予额外
关注。它们可以给被边缘化的成员更多的权力，
或对其进行能力建设。如，可通过提供谈判和领
导力技巧方面的培训，或者通过推动集体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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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自然资源管理创
新平台意识到地方当局不知如何推动参与式规划
和实施。于是平台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对他们进
行培训。

克服 Gebugesa 创新平台中的权力不平衡
的问题
在本文开头描述的Gebugesa村的案例中，协调员结
合使用参与式影像和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克服平台权
力不平衡的问题。他们鼓励平台成员思考权力差异
的问题，改变了双方的态度和做法。政府人员开始
倾听农民所关心的问题，这些农民从一开始就在努
力争取让政府能听听他们的意见。平台成员开始采
用一种更为合作的方式来设计和实施活动。结果，
干预项目终于得以更贴合农民的需求。

利用非正式场合是在正式会议之外解决权力平衡
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具体应视情况而定。协调员
可以公开提出成员权力平衡的问题。也可以通过
实际接触和主动学习来解决。在不同平台之间进
行互访交流学习可以帮助大家分享经验和教训。
不同层面的平台之间的联系对于地方层面的平台
解决来自更高层面的制约（比如不合理政策）是
必不可少的。强势的地方主体可能很难让更层面
的主体听到自己的意见。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
建立国家级平台（见概述9）。
绕过平台有时候是必须的——当平台中的决定有
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时。这也可以成为行动催化
剂，并带来积极的改变。

应该记住的东西
权力是通过各种方式表现的，而且权力结构通常
比它们看起来要更为复杂。例如，被边缘化的主
体可以通过不参与或抵抗来表现自己的权力，这
能给予他们比平常更大的影响力。
平台有助于改变权力结构，但实现起来可能比较
复杂和困难。有可能需要通过长期的能力建设来
提供支持。即使某个平台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它
也能让这些问题更明显，并有助于其他力量来采
取行动。
创新平台并非一个中立机制。它们旨在推动改
变，但也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总
是会有赢家和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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