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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年选举改革之前，英国大致上是一种融合了立宪主义、法治传统、议会主权、代议制

度、责任政府和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但还不能说英国就是现代民主政体。当时的英国大约仅有

4.4%的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这意味着95%以上的成年公民与选举权无缘。从1832年开始，英国

先后进行多次议会改革与选举改革，中间历经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至1928年才最终落实21岁以

上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权。这样，英国才成为了标准的现代民主国家。

普选权作为政治议题的兴起

　　 普通公民应该拥有投票权吗？对21世纪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并非历来

如此。那么，普选权这个政治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如果追溯到比较古老的传统，大家会发现，

政治平等的主张由来已久。比如，英国内战之后，平等派对于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主张就是相

当狂热的。但普选权议题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凸显的是新的社会条件的出现，即工业

革命和城市化创造了新的阶级力量，并引发了新的政治诉求。工业革命之前，大部分人都生活在

传统的农村地区，远离城市和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工业革命和城市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存在

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最终，他们发现，投票权才是政治权利的核心问题。

　　 当时的另一个政治背景是，英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化，姑且可以称之为改

革派与保守派的较量。保守派不太主张给普通人投票权，或者主张要给投票权设定严苛的门槛；

改革派主张给更多的人以投票权，或者主张至少应该降低投票权的门槛。

　　 活跃在19世纪后半叶的重要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861年出版的《代议制政府》中

说：“现代文明的代议制政府，其自然趋势是朝向集体的平庸，这种趋势是由于选举权的不断下降

和扩大而增长，其结果就是将主要权力置于越来越低于最高社会教养水平的阶级手中。”（汪瑄译

《代议制政府》）

　　 由此可见，密尔对普通人获得投票并没有什么好感。他用平庸来形容投票权普及的结果，原

因就是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普及。作为政治学名著《论自由》的作者，密尔在投票权问题有着相

当保守的倾向。尽管《代议制政府》一书很难说是反民主的，但他的确主张选民资格论：“我认为

任何不会读、写以及——我再加上——不会做普通的算术运算的人参加选举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在密尔所处的时代，英国还流行着保守派的很多典型观点。有保守派思想家认为，不纳税的

人不应该拥有投票权。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纳税，才能对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承担起码的责

任。如果你本人不缴税，又可以决定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比如可以决定政府应该收多少税以及

政府的支出应该花在哪里，那么你完全有可能主张给有产者课以重税，然后把新增所得用于较贫

穷阶层的各种福利项目。如果是这样，民主就会成为阶级利益的角斗场，公共政策就会成为阶级

斗争的工具。

　　 在19世纪中叶，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1848年欧洲革命为标志，整个欧洲社会的

政治思潮风起云涌。英国的保守派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担心：如果普通人获得投票权之后，他们会

不会以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控制政治权力，进而颠覆英国的财产制度与市场制度呢？由于这些因

素，当时的保守派在普选权问题上极为审慎。

　　

落实普选权的新社会条件

　　 既然精英们最初控制着英国的政治与立法，为什么投票权能普及呢？这里有两个主要的逻

辑。第一是政治系统以外社会性的驱动力量。简而言之，这里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城市化以及大

规模工厂组织的出现。在此过程中，普通人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开始觉醒。所有这些，都

构成了落实普选权运动背后的社会背景。总体上，正是经济模式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

迁，由此又导致了政治趋势的改变。

　　 当然，这一过程相当复杂，这里仅以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为例，来说明这种趋势的变迁。众

所周知，英国曾经在1838-1848年发生过一场普通劳动者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

正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这场运动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1838年发表的《人民宪章》这一文

件中，所以被称为宪章运动。《人民宪章》的主要诉求有六项，包括：（1）21岁以上男子拥有普

选权；（2）实行选区大小人数平等；（3）选举实行秘密投票；（4）取消参选财产限制；（5）

给予议员年俸；（6）进行每年一度的选举。

　　 为什么主张成年男子普选权呢？这一点当然容易理解。当时的英国尽管已经历1832年议会与

选举改革，但仍然只有7.1%左右的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考虑到男女人口的比例，估计拥有投票

权的成年男子比重不足六分之一。至于女性公民的普选权，那更是后话。为什么主张选区大小人

数平等呢？因为当时的英国选区划分对农村比较有利，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条件下大量人口聚

集到城市，当时的选区划分使得城市人口无法获得成比例的代表权。此外，农村选区通常比较保

守，而且更容易被贵族所控制。实际上，宪章运动中所主张的秘密投票制度也与此有关。在当时

的选举操作中，选举并非秘密投票。这样，在很多选区，无论是农村的贵族和城市的工商业主，

人们在现场很容易就能看到谁投了哪位候选人的票。比如，在一个农村选区，一位较为富有的农

民拥有选举权，但投票时一个大贵族在投票站观望，这种情况下普通投票者就会承受很大的压

力，通常不敢投出对这位大贵族不利的选票。与第一个政治诉求有关的是，宪章运动还主张取消

参选的财产限制。如果说第一条争取的是选举权，那么这一条争取的被选举权。根据当时对候选

人设定的财产资格限制，普通公民根本不可能获得被选举权。普通工人们明白，只有把自己的代

表送到国会下院，他们期待的立法和公共政策才会出现。此外，为什么主张给予议员年俸或薪水

呢？要知道，那个时侯的英国议员是没有薪水的。这就使得只有贵族或富人才会出来做议员。议

员职位一般由贵族和大资产者出任。由于没有薪水，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即便能够当选，实际上

也很难出任国会议员，因为当时的议员是一份需要强大财力支撑的职业。此外，宪章运动的最后

一个要求，是希望实行每年一度的选举。

　　 宪章运动的这些政治诉求，是跟这里探讨的普选权密切相关的，背后的驱动力量同样是社会

结构和阶级力量的变迁。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大家会看到，宪章运动中的六项政治要求，尽管

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但绝大多数诉求都在其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步得以落实

（除了最后一项，即每年进行一次选举，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做法）。

　　

落实普选权的政治动力学

　　 第二是政治系统内部本身的动力机制。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治体系除了普选权这一条，

其他方面已经与后来的现代民主政体没有显著差异了。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动力机制最终使得

普选权的落实成为可能呢？

　　 首先，1832年之前英国政治体制基本上已经为民主化时代的到来做好了铺垫。4.4%的成年公

民拥有投票权和没有人拥有投票权，两者间有实质性的差别。在1832年之前的英国，那些财产或

缴纳税收较多的上层阶级、中上阶级已经拥有了投票权。尽管只有4.4%的成年公民有投票权，但

这4.4%实际上已经覆盖到了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按人口比例来计算，整个英国大约有8%以上

家庭的男性户主是拥有投票权的。这些拥有投票权的人中，固然有极其富有的贵族和大工商业

者，但也有很多算不得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只是相对于工人阶级更为富有。比如，以今天的中

国社会来说，按照年收入前4.4%来划线，还是会包括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如果比例降至8%，会

包括更多的中产阶级。

　　 这些拥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的政治与投票倾向就变得很重要。他们是赞成更加保守的选举立

法，还是赞成更加民主的选举立法呢？实际上，很多人愿意看到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投票权。应

该说，这种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从逻辑上看，跟从不民主到少数人的“民主”相比，从少数人的“民

主”到多数人的民主，相对会更容易一些。

　　 其次，其中的动力机制还跟英国精英阶层的政治分化和辉格党的政治想象有关。简单的说，

托利党与辉格党对于普选权的看法并不一致。谁更反对普选权？是托利党，它代表土地贵族的利

益。谁主张给更多人以投票权呢？是辉格党，它的阶级基础是工商业主和中产阶级。在当时的选

举政治中，上层选民更愿意投票支持托利党，而中产选民更愿意投票支持辉格党。这种情况下，

辉格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政治想象，如果普通公民获得投票权，辉格党将会获得新的巨大票仓，

因为新增普通选民的投票往往对辉格党更有利（但其长期后果是辉格党始料未及的）。所以，辉

格党就乐意支持给更多普通公民以投票权。

　　 此外，围绕普选权问题，当时的英国还爆发了很多政治冲突。比如，1831年辉格党提出的选

举改革方案被托利党主导的上院否决以后，多个城市出现了骚乱和小规模暴动。如果保守派继续

拒绝给予财产更少的公民以投票权，社会冲突和政治暴力可能还会继续升级。不少英国政治家开

始对这一前景表示担忧。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英国的社会思潮开始逐渐转向。一个较为温和的建议是，最起码

要让更多人获得投票资格，这意味着需要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比较激进的观点则主张，应

该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普选权。仍然认为应该把投票权通过财产资格限制在极小范围内的观

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随着投票权逐步放宽，在所有获得投票权的选民中，普通中产阶级的比例不断提高。这种普

通中产阶级比重的提高，又反过来强化了投票权的进一步扩展。随着更多较为普通的中产阶级获

得投票权，那些过分保守的政治家就不容易获得选民支持，甚至导致了很多政治保守的资深议员

在自己选区落选的现象，而那些主张给更多人投票权的政治家更有当选的可能。这样，正是因为

英国政治体制中的部分民主因素，在这一政治机制的驱动下就有了越来越民主的趋势。慢慢地，

落实普选权的社会气氛逐步形成了。当然，具体来说，每一次选举改革都有着相当复杂的情形，

而且都是艰苦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借助《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数据，概要描述了英国从

1832年改革到1928年改革的近一个世纪的选举政治史。1831年，英国只有4.4%的成年公民拥有

投票权，后来经历了一系列议会与选举改革，主要是1832年改革、1867年改革、1884年改革和

1928年改革，英国才逐步落实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权。这些改革的关键特征是两个：第一，逐步

降低成年男性公民的财产资格限制，直至最后全部取消；第二，逐步落实投票资格上的男女平

权，从最初30岁以上成年女子首先获得投票权，到1928年实现21岁以上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权。

这样，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政治抗争与政治妥协，英国终于在1928年落实了不区分性别的21岁以

上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后来，英国的不同地区又降低公民普选权的年龄。）这样，到1928年

时，英国的完全民主化最终得以完成。

　　

英国政治进化的启示

　　 那么，英国近现代政治演进的道路提供了何种启示呢？一方面，英国现代政治的演进呈现的

是阶段性的跨越。历史细节固然丰富，但关键的进展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约束国

王权力。国王或统治者的权力必须被约束，这以1215年的《大宪章》为主要政治文本，而后又包

括1258年的《牛津条约》等。所有这些政治文本的核心，就是让立宪主义和法治成为更高的规

则，成为约束与驯服统治者的铁律。第二个阶段是是议会主权的形成。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国王

的政治权力逐渐移交到议会的过程。一开始是“王在议会”——大致上是有实权的国王与议会的共

治，后来国王逐渐超越政治，成为“统而不治”的君主。这样，议会就掌握了英国的主权。第三个阶

段是责任政府的形成。这里的责任政府，直接含义是内阁要对自己的施政结果负责，而当其施政

不受欢迎或遭到议会多数不信任投票时，就只能走人了事。当然，责任政府也意味着，内阁或政

府在施政过程中需要有效回应民意和社会诉求。与此同时，政党政治开始逐步兴起。最后一个阶

段是落实普选权。通过扩展普选权和实现男女平权，英国从竞争性的精英政体实现了向完全民主

政体的过渡。这样，英国现代民主政体的构建终于大功告成。

　　 另一方面，除了从立宪政治到民主的阶段性演进，英国道路还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第一是时

间跨度非常长。如果从1215年开始算，英国大约用了700年时间才完成充分的民主化进程。当然，

这不意味着其他后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这一时间长度或许预示着现代政

治文明诞生过程的艰难曲折。

　　 第二是英国的这一政治过程受到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是

封建主义体制，国王与贵族的势力均衡成了英国近现代政治起源的关键因素；后来，工业化和城

市化所驱动的普通民众大规模进入工厂与城市，由此引发工人运动和工人力量在政治上的兴起，

又构成了英国落实普选权的社会条件。

　　 第三是英国现代政治转型并不是一个和谐平滑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的过程。早期

是国王和贵族的冲突，中间甚至还经历了英国内战，后来是工人运动所带来的很多新冲突。英国

的政治演进，很大一部分就是对不同时期政治冲突的回应，然后又慢慢让这种政治冲突制度化，

将其纳入日常政治的范畴。

　　 最后是观念因素的重要性。放眼世界文明史，很多读者都会好奇，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形成立

宪主义观念？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形成法治传统？更具体地说，为什么一个地方会出现约翰•洛克这

样的政治哲学家？洛克认为，一个政治社会首要的职能是保护其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

权。这种观念何以产生？今天，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仍然备受推崇，他为什么早在

1776年就能阐发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呢？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呢？

　　 《自由的基因》作者、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丹尼尔•汉南认为，英美文明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文

明，两者的重要差异就在于政治观念的不同。特别是，英国传统中对权利的保护、对法治的尊

崇、对政府的防范，正是欧洲大陆早期传统中所缺少的。这些或许正是英国能够成为英国的重要

观念因素。正如另一位英国杰出学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言，我们的行为选择不惟独受物质利

益框架的约束，同时还受到观念力量的引领。

　　 英国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后来之所以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直接原因乃是英国不仅创造了自身

的政治文明，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在

内的大量国家。实际上，英国是18-19世纪全球体系的塑造者与主宰者，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这是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更重要的是，英国的政治优势乃是以其经济优势做后盾的。英国18

世纪率先启动工业革命，随后工业革命开始在英国的邻近地区扩张，并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正

是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获得了长达百年以上的世界性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所塑造的英国影

响力，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制度上的和观念上的。由此，英国成了人类现代政治

文明的首要开创者。

　　 行文至此，我们讨论的还只是英国的事情。在英国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塑造过程中，民主开始

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从19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后来又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那么，如何

解读人类社会的三次“民主化浪潮”呢？敬请继续关注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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