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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村规民约在人权保障方面具有积极的作
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各村寨的村规民约全面规范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财产权利、教育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特殊群体权利等，通过村规民约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乡村

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锦屏县的村规民约也存在保障人权的范围不够全面和均衡、村规民约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而侵犯村民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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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确保公民权
利的实现、人性尊严的捍卫、基本人权的落实为根

本目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进程中，村规民约在人权保障方面具有积

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①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在这方面提供了较好的范

例。

锦屏县总面积１５９７平方公里，辖１５个乡镇
和１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１４７个村（社区）委员
会，总人口２３万，有侗苗汉等１７个民族，少数民
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５％。古代锦屏乡村社会，通
过村规民约自治为主要的乡村治理之道，乡约村

规在保障村民权益、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传承民族

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固有村规民约的

影响仍然存在，锦屏侗苗地区延续了通过村规民

约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传统。特别是《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试行）》后，②锦屏县各村寨承继和弘

扬传统，积极依法制定和修订村规民约，通过村规

民约进行村民自治，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功能。

本文以锦屏县的村规民约文本为对象，分析

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意义，探讨通过村规民

约保障人权的内容，思考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

的完善，从一个方面展示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中

国人权事业的新进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分析的“村规民约”，

既包括由村民委员会主持制定的村规民约，也包

括由村民小组、村联防队、村奖学助学基金会等乡

村组织、团体制定的规约；仅为成文的村规民约，

不涉及不成文的乡村习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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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

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强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要

求“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

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表

明，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中，需要进一步提

高乡规民约或村规民约的地位，认真重视乡规民

约或村规民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全面发挥乡

规民约或村规民约在人权保障中的积极功能，充

分运用乡规民约、村规民约保障人权。

村规民约是乡村民众为了办理公共事务和公

益事业、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保障村民

利益、实现村民自治，民主议定和修改并共同遵守

的社会规范。③一直以来，村规民约都被视为农村

自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

重要成果。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规定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制定

了村规民约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农村地区

的人权保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价

值，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是法治建设的根

本目标。人权依靠法进行保障，通过法治加以实

现。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法包括国家法律和非

国家法的习惯法。④非国家法的习惯法包括《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所指的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重视村规民约

这些非国家法在保障人权中的意义。实践中，正

如平秋镇黄门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
“序言”所指出的那样，村规民约在“保护村民的

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保护集体、个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权保障具有多元性的特点。由于我国人口

多、地域广、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经

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呈现复杂性的特点。因

此，我国的人权保障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依

靠国家法律来进行，而需要在以国家力量、国家法

律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村规民约等非国家

法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尤

其需要发挥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各种积极因素、

运用村规民约等多元规范、采用村民自治等广泛

方式来保障人权。

人权保障具有地方性的特点。人权保障问题

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

因而需要根据地方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人权事业

的发展。村规民约等非国家法为地方性规范，是

各村寨的民众根据本村寨的具体情况、村民的具

体利益保障需要而制定的，符合客观情况，适合实

际需要，满足村民期待。因此，通过村规民约对于

保障农村地区的人权具有现实性、妥贴性、针对

性、可行性、有效性。

人权保障具有文化性的特点。村规民约是村

民集体意识的体现，为村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思维方式的反映，表现了村寨的历史传统、风土人

情，因而村民对村规民约具有内在的文化认同。

对违反村规民约的集体成员则会采取舆论谴责或

心理强制等方式进行惩罚，这种惩罚方式在以

“熟人”为主要关系网络的乡村中十分有效，能够

确保村规民约的有效实施。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

权，村民有着内心共鸣和高度的可接受性，这使农

村地区的人权保障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在自治传统与自治习惯的影响之下，通过村

规民约的自治符合村民的心理预期，能够更好地

被村民认同和接受，村规民约成为村民自治的重

要规范，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调

整着乡村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二、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内容

村规民约产生于乡村社会之中，在村民日常

生活逻辑中形成、生长，具有内生性，是不同于国

家法律的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保障人权中有其

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锦屏县各村寨的村规民约

全面规范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教育权

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特殊群体权利等，通过村

规民约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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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１．村规民约保障人身权利。人身权利为公民
依法享有的与人身直接相关的权利，是公民基本

权利的重要部分。锦屏县的村规民约重视保障村

民的人身权利，对乡村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健康

权、人格权、住宅安宁权等予以具体保护。

村规民约严禁打架斗殴，禁止谩骂、侮辱、诽

谤他人，禁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如启蒙镇《甘

塘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第１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尚未构成刑事处罚的，给１００元以下
罚款。（１）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２）公然
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３）利用其他
手段威胁他人安全或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４）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造成损失的。”

从有利工作出发，有的村规民约还特别保护

村组干部的人身权利。如彦洞乡《黄门村村规民

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第１３条规定：“对打击、
报复、威胁、谩骂村干的，每人处以罚金２００元。”
２．村规民约保障民主权利。民主权利是与人

民主权相关的民众的公共权利为内容的政治性权

利。锦屏县的村规民约重视保障村民的民主权

利，特别是具体保护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村民参与、

民主立约、村民监督等方面民主权利，积极推进村

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许多村规民约对村级选举极为重视，尤其是

对村级组织成员候选人或自荐人的资格进行严格

的限定。如河口乡文斗村《村民自治合约》（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村民义务及合约”部分第１条
就规定：“认真选好村两委成员，无能、无谋、无

德、怕事、酗酒闹事者不能进入村委班子；村民应

尊重村支部和村民委的权威，村‘两委’成员有责

任把地方事情办好。禁止拉帮结派，一切以‘团

结’为目的，共同创建美好家园”。这里明确规定

“无能者”、“无谋者”、“无德者”、“怕事者”、“酗

酒闹事者”等不能成为村民委员会的成员。

村规民约是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的根据，也是村民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依据。平秋镇《魁胆村

村规民约》（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５日）第３８条规定：“本
《规约》公布实施后，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修改、补

充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

定。”村规民约的这一集体讨论、共同决定的制

定、修改机制保障了村民的民主参与权利。

为具体落实村民的监督权，有的村规民约还

规定成立执约小组和监督小组。如平秋镇《魁胆

村村民自治合约》第１８条规定：“在村‘两委’的
领导下，建立‘合约执行小组’，负责合约的执行

惩罚工作；建立‘监督小组’，负责监督‘合约执行

小组’开展工作。”合约执行小组、监督小组由寨

老等各方面村民代表组成，为村民行使民主监督

权利的重要形式。

３．村规民约保障财产权利。财产权利是指以
财产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具有物质财富的内容，一

般可以货币进行计算。财产权利是一定社会的物

质资料占有、支配、流通和分配关系的法律表现。

锦屏县的村规民约重视保障村民的财产权利，对

村集体财产权利、村民家庭财产权利、村民个人财

产权利等予以具体保护。

农村集体财产是乡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许多村规民约对集体财产的分配及保护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规定。从村规民约的具体规定来看，首

先涉及对集体财产的保护和管理，维护村民的集

体财产权利。如河口乡《文斗村村规民约》（２０１５
年９月１０日）第３５、３６条规定，村民应当关心村
集体土地、山林和集体水域，对破坏集体土地、水

域的行为要敢于检举揭发，对破坏集体土地、山

林、水域的交违约金５００—５０００元。
许多村规民约对集体财产权利的保护比较具

体，如茅坪镇《上寨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７月１
日）第２条规定：“本地辖区内的风景古树、四旁
风景树属全体村民共同所有，任何人不得随意损

害和砍伐。对损害和砍伐风景古树的处一仟元至

二万元罚款，并负责赔偿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彦洞乡《瑶白村村规民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
日）第７条特别强调维护土地村级集体所有制，明
确土地属村集体所有制，由村民委统一进行管理，

农村宅基地、自留地、责任山属村级集体所有，严

禁“清愿根，继祖业”，如违约，每起处交违约罚金

５００元。
村规民约还涉及到对集体资产的分配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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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维护村民的集体财产权利。隆里乡《华寨村

自治合约》（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第７条规定：“村寨
风俗用地按历史各姓氏习惯管辖范围进行管理使

用。”一些村寨的村规民约还对土地征收补偿费

等费用的分配方案进行了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可依照村规民约分配相应的财产性利益。

村规民约极为重视保障村民的家庭财产、个

人财产，维护村民的财产权利。如启蒙镇《甘塘

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第５条规定：“严
厉打击偷、摸、扒、窃行为，有下列情形这定的，处

５元—５０元罚款。（１）偷瓜果、豆类等农作五斤
以下的。五斤以上除照价赔偿退回赃物外，就高

罚款。（２）偷挖竹笋，偷砍楠竹。（３）偷鸡、偷鱼、
偷牛盗马，退回赃物外，重罚。”第 １３条又规定：
“田砍木管理以田水边水平坡度往上三丈以内属

田主管理，分山前蓄禁树木谁蓄禁归谁所有。”⑤

锦屏为山区县，森林覆盖率高，同时村民多按

照民族习惯居住在木质房内，因而容易引起火警、

火灾，从而侵害村民的财产权利。为此村规民约

规定预防火灾，要求失火行为者予以赔偿。如彦

洞乡《瑶白村防火公约》（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第８
条也规定，严禁在山上用火，特别是封山育林区

内，发现一例罚款５０至１００元。发生火警或失火
烧山，造成重大损失的除负责管营造成林和按市

价赔偿损失外，视其情况给予５００元至８００元的
罚款，并付给救火人误工费每人每小时１０元，并
送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４．村规民约保障教育权利。教育权利包括教
育权和受教育权。锦屏县的村规民约重视保障村

民享有的受国家教育权利，对社会教育权利和家

庭教育权利等予以具体保护。如河口乡《文斗村

村民自治合约》（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在第二方面
“村两委职责与义务”部分第７条要求尊重知识
分子，关爱村里的未来；凡到入学年龄子女，必须

保证上学，最少至初中毕业；考上大学要进行恭贺

鼓励。

有的村寨则专门制定了义务教育方面的村规

民约，全面保障村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如彦洞

乡瑶白村的就制定了内容全面、规定详尽的《瑶

白村义务教育村规民约》（２０１３年１月）。其第３

条规定：除学校正常放假或国家正常法定假日以

及特殊情况外，村民不得在各种节日活动期间叫

子女请假回家过节，影响学生正常上课，否则，违

反每次处罚５０元（由父母或监护人承担）；第１２
条规定，村委会每年应对一些家庭条件困难，但小

孩读书积极性高、肯刻苦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经济

支持和帮助。

为保障享有村民的受教育权利，有的村寨还

成立奖学助学基金会。如彦洞乡《瑶白村奖学助

学基金会章程》对会员、组织制度、基金会经费和

财产、基金会会干部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七

条助学金奖励方案方面的规定尤为具体，如第一

款规定：“凡在九寨片区就读的瑶白户籍学生，小

学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在学期末考试中荣获全乡同

级前五名的分别奖励：一名１５０元、二名１３０元、
三名１１０元、四名９０元、五名７０元。”
５．村规民约保障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是公民

根据宪法的规定，在文化领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锦屏县的村规民约重视保障村民的文化权利，传

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良善固有文化。

许多村规民约强调村民之间以礼相待和谐共

处，维护乡村的文明风尚。如河口乡《文斗村规

民约》（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０日）第２条规定：“以礼相
待和谐共处。村民之间及村民与来客之间以礼相

待，与人为善，与人为伴，凡家庭内部及邻里之间

因生产生活产生矛盾处理不当，引发谩骂、争吵、

打架行为，同时由此引发矛盾纠纷的家庭承担相

关的费用，写悔过书１０份张贴。”
不少村规民约提倡优良的乡风村俗，处理破

坏社会风尚的行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如启蒙

镇《甘塘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第１５条
提出保持我村热情好客的良好习惯，移风易俗，提

倡晚婚晚育、婚事简办、丧事从简。铜鼓镇《花桥

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３条规定严
禁非法同居、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破坏社会风

尚的行为，违者双方各罚款２０００元。
村规民约大力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敦厚礼俗。

针对摆阔气讲排场现象，茅坪镇上寨村民委员会

于２００８年 ６月 １６日组织召开全村村民代表会
议，通过了《关于提倡喜事酒席从简节约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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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定全村红白喜事不得大操大办，正餐一律

实行一餐过，白喜守灵不得超过四夜。同类的还

有彦洞乡《瑶白村关于改革陈规陋习的规定》

（２０１２年正月初一）、彦洞乡《黄门村风俗习俗礼
节礼尚往来处置制度》（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平秋
镇《石引村移风易俗建议书》（２０１５年 ２月 ２２
日）、平秋镇《魁胆村酒席操办公约》（２０１５年农
历１２月１６日）、彦洞乡《黄门村移风易俗关于红
白喜事禁止大量燃放烟花爆竹规定》（２０１６年３
月１３日）等。⑥

乡村传统村落、古民居、历史文化名村、民族

文化村寨等为乡村重要的文化资源，一些乡村也

通过村规民约对此进行管理、保护和利用，承继民

族文化，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如平秋镇《魁

胆村村民自治合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１４
条明确规定：“加强对村寨古物的保护，损坏古

井、古树、古碑、寨门、亭阁等公共财产，除承担修

复费用外，自愿承担违约金１００－３００元。”作为第
一批中国传统村落，河口乡文斗苗寨专门制定了

《文斗传统村落保护管理办法》。《文斗传统村落

保护管理办法》（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以村规民约的
形式对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进行了规范，涉及

多方面的民族文化内容，如第４条规定：“传统木
构建筑是文斗传统村落最重要、最核心的物质基

础，牢固树立‘以古为新’、‘古为今用’的理念、留

住乡愁，留住气脉，留住村魂。”

不少村规民约还规定了尊重民族传统、弘扬

民族文化的内容。如平秋镇《魁胆村自治合约》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６条规定：“各姓氏设立
族长，各姓族长由各族推荐品德优良、为人公正、

热心调处的老人担任，负责组织协调处理族内纠

纷，协助村、组理治地方。”这些村规民约分别对

族长、风水林等传统习惯和良善文化传统进行了

确认。

６．村规民约保障环境权利。锦屏县的村规民
约重视保护生态资源，保障村民的环境权利。村

规民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利用、调整乡村发

展与资源利用之间关系，保护村民的环境权利。

不少乡村通过村规民约进行封山育林、森林防火。

一些林区往往通过村规民约对林业资源进行保

护，防止森林火灾。如隆里乡《华寨村村规民约》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第四方面第１条规定：“一旦
村内房屋、山林发生火警、火灾，全体村民必须积

极参与扑救，影响或阻碍扑救工作的给予通报批

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⑦

不少村规民约对特定树木进行保护。如隆里

乡《华寨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第三方
面“社会治安”部分第５条规定：“严禁损害、砍伐
集体风景树、风景林和村寨内绿化树，违者自愿承

担违约金１００元，情节严重的交上级林业部门处
理。”

许多村规民约保护乡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公

用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如彦洞乡《瑶白村村规民

约》（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第５条第四款规定：“凡在
我辖区内有人畜饮水和种有农作物的地方，严禁

任何人在此范围内洗金子、锌化等，每发现一次，

除赔偿损失外，每次每人交违约罚金１０００元”。
不少村规民约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对鸟类、鱼

类等资源。如铜鼓镇《花桥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
１月２０日）第２２条规定：“严禁进入我村辖区捕
杀野生动物、鸟禽类，违者罚款１００元，并视情节
轻重，移交镇人民政府处理。”又如彦洞乡《瑶白

村封山育林公约》（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第５条规
定：在封山育林区及管护区内的溪流用药物毒鱼

的，每人每次罚款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若造成大面
积杀伤毒死的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村规民约在农村卫生、乡村环境保护、农业废

弃物处理与利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方面具有

积极作用。如《平秋镇石引村整脏治乱管理制

度》（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１日）要求各户要讲究环境卫
生，做到户户讲卫生、人人讲干净；各户要自觉打

扫屋前屋后环境卫生，做到室内外及周边不乱丢

垃圾，不乱堆垃圾。同样的，为了各位村民的环境

卫生和健康，彦洞乡彦洞村高桥佬组织会于２０１６
年２月１６日《公告》特立公约，不允许在井水边洗
衣服、洗菜等；不允许在桥下大小便等。

７．村规民约保障特殊群体权利。锦屏县的村
规民约重视保障特殊群体村民的权利，对妇女权

利、儿童权利、老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等予以具体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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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村规民约明确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如

茅坪镇《阳溪村村规民约》（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第
１０条强调维护儿童妇女的合法权益，反对家庭暴
力，尊老爱幼，树立居民的新风尚。

有的村规民约明确强调尊重老人。如隆里乡

《华寨村自治合约》（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第４条提
出树立尊敬长者、孝顺老人之风，有不赡养老人、

虐待老人者作公开批评，责令改正。

不少村规民约禁止虐待和遗弃老、弱、病、残、

幼儿童等家庭成员。如《茅坪镇上寨村计划生育

村规民约》（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第６条规定，有遗
弃、残害婴儿或进行非医学的选择胎儿性别或非

法收养子女的，一经查实，收取违约金２００元，构
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完善

从锦屏县的实践来看，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

权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不过，从依法治国的角度

进行分析，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也存在需要完

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范围不够全面和

均衡。如村规民约关于民主权利方面的保障比较

少，锦屏县的许多村规民约都没有保障村民基层

民主权利的相关规定。村规民约在促进乡村经济

发展、保障村民财产权利方面的作用较为薄弱，村

规民约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障

村民财产方面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有的村规民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犯

村民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如在土地征用补

偿费分配的时候，一些村寨的村规民约限制外嫁

女、入赘婿、离婚户的土地权益，对其少补或不补

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用。在宅基地分配或翻建的时

候，限制村民的翻建权利；在盖房时要求统一式

样、外观等。

还有一些村规民约强制性要求村民承担某种

义务，否则就会剥夺或限制其合法财产权益。如

彦洞乡《黄门村村规民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第１０条规定：“婚姻家庭及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违
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婚、生育及虐待遗弃老、弱、

病、残、幼儿童等家庭成员，未尽抚养、赡养和监护

责任的，将不考虑该户的一切优惠政策，并督促其

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这“不考虑该户的一切优

惠政策”就可能侵犯了村民的某些合法权利。

第三，不少村规民约规定对违约行为予以罚

款，罚款的金额小到几元几十元，大到几千元上万

元，这一方面违反了国家法律，另一方面也侵犯了

村民的财产权利。如茅坪镇《上寨村村规民约》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第２条规定：“本地辖区内的
风景古树、四旁风景树屈全体村民共同所有，任何

人不得随意损害和砍伐。对损害和砍伐风景古树

的处一仟元至二万元罚款，并负责赔偿所造成的

全部损失。”最高二万元的罚款显然侵犯了村民

的财产权利。

有的村规民约对违反村规民约行为的处理方

式简单、粗暴，可能侵犯了违反村规民约村民的正

当权益。如《石引村移风易俗建议书》（２０１５年２
月２２日）第４条规定：“违规办酒、放炮定量和定
点之外的视为超限，将其名字公布于村‘曝光

栏’。”这“将其名字公布于村‘曝光栏’”就可能侵

犯村民的人身权利。

第四，有些村规民约的制定、修订过程缺乏经

过全体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的广泛讨论，仅由少数

村干部商量决定；有的村规民约仅仅依照乡镇政

府提供的范本简单照搬照抄，针对性不强，与村民

的生产、生活关系不大；有的村规民约成为宗族力

量、宗派势力的工具，成为为部分村民服务的规

约。这些因素都使村规民约在人权保障中的积极

作用难以发挥。

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完善，需要在依法

治国背景下对村规民约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全面的

认识，需要强调以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为重点，以

发展权为目标。⑧我们需要将村规民约置入到具

体的“社会情境”之中，以整体论来发现事实，从

村规民约与“社会—文化”场景的整体关联中确

定各种影响因素、障碍因素的具体意义，⑨从而更

好地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

同时，当前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存

在较大问题，乡镇行政机关虽然具有备案审查权，

但缺乏可供操作的具体细则，而且实践中只备案

不审查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国家司法机关对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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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规民约虽有撤销权，但合法性审查权则无相

关的依据，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对涉及村规民约的

案件多以不属于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⑩因此，在

村民自治权与国家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寻求某种

平衡关系，是村规民约保障人权得以有效实施和

进一步完善的关键。

　　四、结语

考察锦屏县的实践，村规民约既保障了村民

的个人人权，也保障了村民的集体人权。锦屏县

的村规民约，在全面保障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财产权利、教育权利、文化权利、发展权利、特

殊人群权利等，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当代中国，我们

需要提高认识，充分重视村规民约在保障人权中

的积极功能，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在保障人权方

面的作用。受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人权保障还面临诸多挑

战，实现充分享有人权的崇高目标任重道远。而

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无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进程中切实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

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关键是要处理好乡

（镇）政府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的行政管理权

与村委会代表村民自下而上行使的自治权的关

系，瑏瑡防止自治权实际上成为国家行政权主导下

的“有限自治”，避免出现国家行政权过度干预村

规民约制定实施的现象，损害村民自治，严重影响

村规民约在保障人权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我们需

要充分尊重村民自治制度，尊重村民通过村规民

约保障人权的意识和行动。瑏瑢

注：

　①学界关于村规民约、乡规民约与人权保障方面的研究不多，

主要有朱延秋的《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静态分析———以人

权保障为视角》（《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

第４期）、刘志刚的《民事审判中的村规民约与基本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李慧英等的《将性别

平等纳入村规民约之中———怎样修订村规民约？》（《山西师

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５期）、谭万霞的《村规民

约：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调适的路径选择———以融水苗族村

规民约对财产权的规定为视角》（《法学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２

期）、洪荞的《人权视域下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人

权》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等。这些论著主要就村规民约与妇女权

益保障、村规民约与环境权等进行讨论，从总体上较为全面

地探讨通过村规民约保障人权的作品极少。

　②九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并实施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十七次会议对此进行了修订。

　③我国法律中主要采用“村规民约”一词，“乡规民约”主要在

党的文件等使用，但在大多数场合“乡规民约”与“村规民

约”在使用上并无严格区分，两者可以通用。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通用这两个语词，并主要使用“村规民约”一词。本文认

为，村规民约是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规范，全面调整着乡

村社会关系，因而主要从“社会规范”即非国家法的习惯法层

面界定其含义。

　④本文从非国家法意义上理解习惯法，习惯法为独立于国家制

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参见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修订

版），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页。

　⑤对违反村规民约侵犯村民财产权利的行为，有的村规民约规

定除了给予经济方面的处理外，还要求写“检讨书”，如下面

这一例：

检讨书

　　我是番化乡兴勤村五组村民周规松，５１岁，今天到摇

（瑶）白村区域内用电器捕鱼违反了瑶白村村规民约，第五

条，愿接受罚款５００元（大写伍佰元整）

　　此据

周规松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号

　⑥这方面规范的具体实施需要乡村各方面共同努力。如瑶白

村滚国强介绍，２０１２年５月左右，彦洞乡瑶白村一个老村干

９０多岁高龄的母亲去世，当时他思想还没有转过来，违反关

于改革陈规陋习方面的规定两条，一条是孝服只能是直系亲

属穿，他是满堂孝；一条是办完孝事后不能走亲戚，他走了。

每条罚款４００元，共８００元。他是公约颁布后第一个违反

的。通过他的房长去做思想工作；再找这个总管去给他做工

作；最后瑶白村委会领导又去做思想工作，把这个公约的重

要性及反面影响给他讲。最后，一个礼拜内他接受处罚并履

行。彦洞乡瑶白村滚国强访谈录，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日。

　⑦在锦屏县乡村，有许多这方面因违约而被处理的实例。如

２０１４年４月的一天，年近６０岁的姜田秀在上午９点左右烧

田边的草时发生了火灾，烧了将近３亩的山。第二天，文斗

村按照当时的村规民约进行了处理：（１）罚款１５０元；（２）救

火的人每人补助２０元，共２３人４６０元。她马上就兑现了钱

款。

　⑧唐勇认为，我国现阶段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工作的重点可以解

读为，以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为抓手，以发展权为目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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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实现。参见唐勇《论我国少

数民族权利保障工作的重心———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

切入》，载《人权》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⑨参见朱晓阳《“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⑩关于村规民约司法审查问题，可参见赵正斌《村民自治权利

司法救济的现状与完善》，载《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孟刚等《村规民约的司法审查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

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侯猛《村规民约的司法适用》，载《法律适

用》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瑏瑡欧博文曾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在

“达标型、强制型、失控型、瘫痪型”四种实施模式中，只有

“达标型”能够达到国家的要求，而占有更大比例的则是另外

三种实施模式。参见【美】欧博文《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贯彻执行情况探讨》，载《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瑏瑢我们需要重视村民自治权的行使。正如在小额信贷实践者

穆罕默德·尤努斯（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Ｙｕｎｕｓ）看来，“如果我们把给

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

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

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参见【孟加

拉】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吴士宏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

第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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