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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论战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民主与政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解读政治诸要素的关系，构

成了理解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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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战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民主与政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民主与自由、民主

与法治、民主与平等、民主与市场、民主与国家，等等。解读政治诸要素的关系，构成了理

解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

1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从来都是政治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过去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民主是

手段，自由是目的。这个观点反映出价值排序的优先性，即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但这只是

考察两者关系的一个视角。

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于1876年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赠送给美国的礼物。

若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民主与自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逻辑。第一种是两者互相冲突的逻

辑，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按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说法，自由就是免于强制。

英国近代哲学家约翰·洛克把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得到确定无疑的保护视为

自由问题的核心。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来到世界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投票，而是这些基础

性的自由权利能否得到确定的保障。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认为，自由的基本原

则是，每个人在只跟自己有关的事务上是完全的、绝对的主权者，而只有涉及他人时才需要

对社会交代负责。

约翰·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

根据这些观点，自由的道理与民主的道理是两回事。有人甚至担心，民主可能侵犯自

由。在政治决策中，民主高度依赖于多数规则，但多数规则下不见得会做出尊重自由的决

定。如果一个由多数规则做出的政治决定是侵犯自由的，那么此时的民主就是反自由的。自

由派确实有理由担心：当民主规则意味着多数派做决定时，少数派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

呢？进一步说，这种多数决定规则是否可能导致多数暴政呢？若自由派笃定认为，自由才是

优先价值，那么只有当民主保障自由时，这种民主才是令人向往的；当民主侵犯自由时，这

种民主就不再是理想的统治秩序了。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第二种逻辑恰恰相反，即两者互相兼容的逻辑。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教义是：统治应该

基于被治者的同意。这既是约翰·洛克阐述的政治原则，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基本思

想。按照这一经典教义，有人会问：“既然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的同意，那么被治者如何同

意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与程序来确保这种被治者的同意呢？”依此原则，迄今

为止的人类统治秩序中，只有一种与之对应的统治形式，那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政体，才有

可能落实“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同意”的原则。所以，这是从自由原则推导出民主规则的一

种逻辑。

美国独立宣言

此外，民主固然可能侵害自由，但这里还有一个相反的问题：与民主相比，非民主政体

是否更能促进自由呢？显然，这个问题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或许，在民主化时代之前的欧

洲，符合立宪原则的非民主政体有可能保障自由。但除此之外，亚非拉地区的非民主政体通

常都是自由的破坏者。从概率上看，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政体当然更有可能是自由的捍

卫者。

2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

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同样重要。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曾出版过一部书，名叫《法治与“民主

迷信”》，其核心观点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法治，而非民主。他甚至把很多人比

较坚定的民主信念称为“民主迷信”。这一派学者主张“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不妨

称之为“法治优先派”。他们大致是说，只要有法治，即便无民主，善治可期；但如果只有

民主而无法治，则容易沦为多数暴政。

从全球经验来看，欧洲法治与民主史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佐证。以英国为例，英格兰

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1258年又签署了《牛津条约》，由此国王的权力受到了约束，

同时一个贵族会议得以创建并最终进化为后来的英国议会。但在相当长时间里，英国

（1832年之前）拥有投票权的人不足5%。所以，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都不算是严格的民主

政体，而是一种少数人拥有投票权的竞争性精英政体。但是，这种统治尊重英国成文的和不

成文的法律与惯例，政府发号施令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英国作为一个案例似乎可以证明，

只要有法治，即便民主程度不足，亦有可能实现一种优良的统治秩序。

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场景。

然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非都是英国或欧洲国家。“民主优先派”对此的一个质疑

是，优良的法治传统主要存在于欧洲。如果没有优良的法治传统，再加上没有民主来约束统

治者，这样的国家能够实现善治吗？尤其是，如果统治者倾向于制定恶法或破坏法治，这个

社会若同时缺少民主对统治者的控制，那么善治如何可能实现呢？对于欧洲文明之外缺少法

治传统的国家来说，如果民主缺位，统治者是无法被约束的。

因此，“民主优先派”认为，民主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其实，这一派很难说是真正

主张民主优先论，他们通常强调民主与法治需要携手并进，但他们确定无疑地反对只要法治

而认为民主可有可无的观点。

3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政治平等？

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是经久不衰的议题。民主能够促进平等吗？或者，民主能够实现

何种政治平等？罗伯特·达尔《论政治平等》一书强化了他关于政治平等的观点，表明他更

坚定地站在了左派阵营。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开国之父们对基本政治平等之上的其他平等

并不是那么重视。达尔则试图寻求某种实质性的平等。在他的框架中，权力就是影响力，真

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就是每个公民获得相当的或同等的政治影响力。当然，很多人认为这种

主张是一种政治幻想。这如何可能呢？

罗伯特·达尔的著作《论政治平等》

如果说民主至少意味着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这是很多不同思想流派都乐意接受的观

点。美国《独立宣言》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所有人生而平等。这是某种基础性的政治平

等，亦即政治权利的平等或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当然，如果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基

础性的政治平等其实也来之不易，可以算人类政治史上的一种伟大创造。在过去数千年中，

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家、文明和政治体都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基本的政治平等。相反，这主

要是最近二百多年的事情。

但有人觉得仅有基本的政治身份平等、投票权的平等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还不能

令人满意。他们期待民主能增进一个社会的实质性政治平等。然而，几乎所有社会中都存在

着贫富差距。不同职业、行业、教育水平、家庭出身的人，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距往往是巨

大的。在被视为现代民主典范的美国，有的500强CEO年收入高达数千万美元，很多普通人

一年薪水则不足4万美元。此外，不同人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不同的。统治精英、高级官僚、

跨国公司高管、公共知识分子、演艺明星的政治影响力通常都比较大，而普通公民的政治影

响力则相当有限。如果理想中的政治平等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相当，那么保守派会认为这是

无法做到的。

芬兰的国会大厦，这里是最先实行了普选权利的地区和国家之一。

大家关心的是，一个社会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或平等呢？平民主义民主论和精英

主义民主论在这方面的分歧很大。达尔期待的是寻求实质性平等的民主。麦迪逊和熊彼特等

人则认为，最多能够实现的是大众统治与精英治理相结合的民主，但毫无疑问，精英仍然会

比平民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完全意义上的实质性平等，

则是任何社会难以企及的。

4民主与市场：朋友还是对手？

有人还关心，民主和市场是什么关系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占领

华尔街运动。这些占领者声称：他们是99%的普通人，而华尔街那些贪婪的金融寡头与投

机者正在剥削整个美国。这个例子似乎预示着，代表“民主力量”的多数普通人对不受节制

的市场力量——至少是对金融市场——感到不满和厌恶。

2011年，美国长达近两个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那么，民主反对市场吗？似乎并非如此。今天，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度配置，就是自

由民主政体与市场经济模式的组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莫不如此。

但问题是，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之间一定是朋友吗？或者，它们还可能是对手？

一种可能是民主和市场的相互强化。一方面，放眼全球，自由民主政体通常都致力于保

护产权，其政府是责任政府。产权保护和责任政府，一般都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发育。否

则，如果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或胡作非为，市场经济就难以获得充分的成长空间。经济学家道

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中讲过一个故事，近代法国南部曾经有一个发达

市场，后来法国国王不知节制，开始对该市场征收高额的税费，结果这个市场就慢慢衰落

了。

道格拉斯·诺思的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更容易造就经济繁荣，同时有利于培育一个社会的多元力量。从经

验上看，只有市场经济模式，才会造就持久的经济繁荣。此外，由于资本掌握在不同人和不

同企业的手中，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多元化经济，这也有助于孕育多元的社会力量。如果一个

社会既富有又多元，当然更有可能促成民主的兴起与巩固。

简而言之，民主政体保护产权、塑造责任政府，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创造

经济繁荣、维系多元社会，有助于强化民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经验告诉我们，从19世

纪到20世纪的两大强国——英国和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种自由民主政

体与市场经济模式的结合。

另一种可能是民主和市场的互相削弱。一方面，民主可能要求更多地干预市场及推行再

分配政策。民主政府的惯常做法是更多的政府干预、更大的政府规模、更高的所得税率以及

更积极的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最初往往来自普通民众对民主政府的施压。然而，市场经济

要求资源根据效率原则进行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所以，民主政府的政策措施可能会跟市场

经济模式相冲突，或者会削弱市场的力量。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与结果可能也会削弱民主的力量。市场承认贫富差距

（注意作者这里用的不是“加剧”，因为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贫富分化可能更严重），市场

还会强化资本力量。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民主政体往往更难维系，原因在于穷人容

易产生革命性的要求，富人则由于不安全感而倾向于反对民主。此外，资本力量若过于强

大，可能会试图控制政治过程。美国允许政治捐款，但国会立法给每场选举中针对一个候选

人的政治捐款设定了上限，就是希望抑制资本对政治的过大影响力。这种立法的背后，也是

民主体制对资本力量的担忧。

简而言之，民主政府有可能强化政府干预和再分配政策，结果就会削弱市场力量；市场

承认贫富差距并强化资本力量，可能反过来削弱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

种潜在的对抗逻辑。

5被启蒙传统忽略的国家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与国家的关系。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把

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政治上的实际做法则是限制国家。这套限制国家的标准配置，

包括宪政、法治、民主、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等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政治观念的主要倾向

是防止国家干坏事。这里有一个流行的美国小故事，正好对应了这种国家观。

圣诞节快要到了，美国有个小男孩想得到一份圣诞节礼物。他决定向上帝求助，他寄给

上帝的明信片上写着：“亲爱的上帝，圣诞节马上就到了，你能否赐予我100美元作为圣诞

节礼物？感谢上帝！”邮递员由于找不到上帝，就把这张明信片寄到了白宫。几天之后，美

国总统收到这张本来要寄给上帝的明信片。其实，总统秘书不过是想让总统开心一下。读到

小男孩的信后，这位总统慷慨地从钱包里抽出50美元，委托秘书把钱寄出去。这样，几天

后小男孩就收到了从白宫寄来的50美元。

白宫

又过了一些天，这位好心的总统收到了小男孩写给上帝的回信。上面写着：“亲爱的上

帝，感谢您给我寄来钱作为圣诞节礼物。可是，当您的钱经过白宫时，被那帮狗娘养的克扣

了50美元，所以我只收到了50美元。再次感谢上帝！”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小男孩对国家权力都抱有深刻的警惕。的确，防止国

家干坏事很重要，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有能力做好事吗？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它们可能更需要国家有能力做好事。比如，作为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47年印度独

立时，他看到的是印度的人均GDP不足100美金及印度与欧洲之间的鸿沟。作为领导人的尼

赫鲁有很大的冲动，要把印度这个新生的国家带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印度国家”

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吗？

尼赫鲁家族，最左上方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右上左二是日后的第一位印度女性总理英迪拉·甘

地。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国家本身，即国家能完成有效的构建吗？相反的例子是，有些国家在

独立建国后不久就面临着国家垮塌与解体的危机。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尼日利亚在独立

后不久即陷入内战。再比如，苏丹自独立以来一直内乱不断，最后不得不分裂为苏丹和南苏

丹。对这样的社会来说，国家构建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如果国家构建的任务基本完成，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家能力或政府效能的塑造。美

国建国之初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即能否塑造一个有效能的联邦政府。在《联邦党人文

集》这部讨论分权制衡的经典作品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复论述塑造有效联邦政府或政

府效能的重要性。当然，经济学家通常不喜欢讨论国家能力的问题。一位很有名望的经济学

家在微信上跟我讨论，他也认为国家能力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但是，从政治学角度看，国

家能力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当国家能力不足时，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宗

教或族群分裂程度很高的社会——随时可能会面临国家失败的风险。

《联邦党人文集》一个早期版本的封面

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国家构建：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

认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国家做坏事太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没有能力做好事的问

题。所以，国家构建与国家效能应该成为政治学和民主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最近的政治秩序

作品中，福山更是强化了这一观点，他把“有效国家”视为“政治现代化菜单”的三大要素

之一，另外两大要素是法治与民主问责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蒂利则认为，国家不仅有政体类型的区分，即民主国家和不

民主国家，而且还有国家能力的区分，即高能力国家和低能力国家。在蒂利看来，只有民主

与有效的国家能力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善治。所以，高能力的民主国家，才称得上

人类优良统治秩序的典范。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与民主有关的很多理论问题，那么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上的人

造物是如何起源的呢？它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进？敬请继续关注本系列。（作者：包刚

升；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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