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與法律

一

2003年3月，「非典型性肺炎」開

始北上向全國傳播，中國的公共9生

體系瓦解，政府處理危機能力面臨嚴

峻挑戰。其時，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

人在廣州死於非命，其遭遇旋即成為

媒體和公眾關注的事件。結果，一部

施行達二十年之久的行政法規因為輿

論壓迫被迅速廢止，中國的法律與政

治發展過程也被注入了若干新鮮因

素。這就是著名的孫志剛事件。

孫志剛事件被認為是中國法治進

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同時，對孫志

剛事件的討論也導向對於社會公正問

題的思考，以及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和公共政策的批判。這些思考和批判

開始觸及一個政治文化論題，即意識

形態與制度安排上的身份概念，而這

正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本文將簡述孫志剛事件始末，然

後討論這一案件背後的法律、社會和

政治含義。本文認為，身份概念及其

制度的建立是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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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關鍵，身份政治更是我們理解中

國當代政治和社會變遷的核心概念。

然而，中國當代的身份政治並不簡單

就是傳統的延續，毋寧說，它根本上

植根於現代政治，因此，建立公民政

治雖然是中國當下制度變遷的方向，

卻注定是一個包含種種矛盾和困難的

過程。

二

關於孫志剛案件始末，最簡潔

的õ述便是死者的墓志銘。據其墓志

銘1：

〔孫志剛〕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於湖

北黃岡；

二零零一年：武漢科技學院染美本科

畢業；

二零零三年二月：就職於廣州某公司

任美術平面設計師；

同年三月十七日：因無暫住證被非法

收容；

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

事件是中國法治進程

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同時，對於孫志剛事

件的討論也導向對於

社會公正問題的思

考，以及對不合理的

社會制度和公共政策

的批判，這些思考開

始觸及制度安排上的

身份概念。本文認

為，身份政治是理解

中國當代政治和社會

變遷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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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終年二十七

歲；

同年四月十八日：經法醫鑑定其係遭

毒打致死；

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報》發

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

同年四至六月：孫志剛的悲劇引起全

國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強烈反

響，通過互聯網及報刊雜誌各媒

體，民眾呼籲嚴懲兇手、要求違憲

審查；

同年六月五日：廣州當地法院開庭審

理孫志剛案；

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無²的

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

布；

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

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

這個關於孫志剛事件的õ述簡要

而完整，但是事件本身並沒有它看上

去似乎具有的必然性。孫志剛的遭遇

因為媒體介入而為公眾所知曉，這無

疑是整個事件的關鍵環節。但在存在

報刊檢查制度的情況下，孫志剛之死

能夠為媒體所報導，其實具有很大的

偶然性。不僅如此，媒體的介入也不

必然導致後來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的

結果。應該說，孫志剛事件的發展軌

G是由一系列不同角色和行動的相互

作用所決定，而就本文所關心的問題

而言，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則是

在這段墓志銘中被隱去了的角色，即

法律精英。

實際上，「要求違憲審查」的並不

是一般所謂「民眾」，而是以法律為專

長而且精於計算的法律精英們。5月

14日，互聯網上輿情洶湧之際，三名

年輕的法學博士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

交了「關於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

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在這份建議

書中，他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

法法》有關條款，要求全國人大常委

會審查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

收容遣送辦法》的合憲性2。「建議書」

對孫志剛案隻字未提，也沒有一般

「上書」中常見的籲請之辭，甚至不帶

情感色彩。它更像是一份法律文書：

援引法條，展開推理，得出結論，提

出要求。這份在署名之前落款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建議書」在被

傳真到人大常委會之後兩天，赫然刊

登在5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違

憲審查」這個專業術語也因此在一夜

之間迅速成為一個在媒體和互聯網上

頻繁出現的詞彙。所有這一切，都經

過精心策劃3。

「建議書」的作者事後坦承，他們

的目標不只是要廢除一部不公正的法

規，而是要通過這次審查開創一個先

例，促成一個違憲審查的經常性機

制，推進中國憲政制度的發展4。顯

然，這一目標的後半部分並未得到實

現，因為人大常委會對於法律精英們

的要求始終保持沉默，而法令的制訂

者即國務院，也以極不尋常的速度和

效率，在孫志剛案被報導之後不足兩

個月的時間Ç，便宣布以新的《救助管

理辦法》替代舊的《收容遣送辦法》（國

務院第381號令，2003年6月20日），

從而將違憲審查的要求化於無形（另一

個精心策劃的行動！）。儘管如此，法

律精英們策劃的這次行動，其意義還

是超出了一部法令的興廢。

這Ç，最具深意的也許是法律精

英們的姿態。這種姿態是內部的，但

也是批判性的。它所表達的既不是

「第二種忠誠」，也不是不同政見，當

孫志剛之死在4月被

報導，輿情洶湧。5月

中旬，三名年輕的法

學博士向全國人大常

委會遞交了「關於審查

《城市流浪乞討人員

收容遣送辦法》的建

議書」，要求全國人大

常委會審查1982年通

過的這一法規的合憲

性。不足兩個月的時

間，國務院便宣布以

新的《救助管理辦法》

替代舊的《收容遣送辦

法》，從而將違憲審

查的要求化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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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語境下，這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公

共知識份子的姿態，同時也是一種職

業法律人的姿態，但它表達的既不是

情緒，也不是教條。它是高度自覺的

和目標明確的，也是理性的和節制

的。它具有現代意識，並且基於專業

知識。它把道義上的衝動隱藏在專門

化的知識當中，而將社會不滿和政治

抗爭轉化為對法律的訴求；它的目標

是體制上的善，而不只是糾正個別的

不公正。在這樣做的時候，它充分利

用國家制度中的矛盾，通過發掘和發

揮制度符號的潛能，而將自己在合法

範圍內的影響力發揮至最大。

這種被當事人自己稱之為「激活

憲法」的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預

示了中國憲政發展新階段的到來。一

方面，以法律人為中心的知識精英們

有意識地堅持和運用這種策略，以追

求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等價值目

標。另一方面，通過現代傳播手段，

這種典型化的策略所具有的示範效應

迅速擴散，引發了一波又一波「激活

憲法」的行動。據統計，孫志剛事件

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到的違憲審

查建議書多達二十多份，它們來自全

國各地，由學者、律師、普通居民和

某類社會群體提出，針對的事項則包

括勞動教養制度、城市拆遷條例、就

業歧視等等5。

面對這類訴求，傳統的應對辦法

難以奏效。因為政府既不能斥之為非

法而加以壓制，也無法通過單獨個案

的處理達到安撫的效果，而只能對之

以沉默、迴避和局部的改革。然而，

無論博奕雙方如何進退和消長，有一

點是重要的，那就是，遊戲中加入了

新的要素，遊戲者的互動方式開始發

生變化，以往只是法律對象的個體正

試圖變成法律的施動者。在此過程

中，一種新的法律發展機制和法律文

化正在生成。

三

孫志剛「因無暫住證被非法收

容」，這是導致悲劇發生的直接原

因，但就整個事件而言，這只是表面

的原因。在孫志剛的個案Ç，暫住證

制度只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

送辦法》的配套設施，作為一種社會

控制辦法的「收容遣送辦法」，則不但

可以溯源至1950年代，而且是以現下

的基本社會制度為依託，其中涉及的

種種問題盤根錯節，遠非一紙法令可

以改變。因此，孫志剛案的含義只透

過表面原因是無法了解的。

《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

法》第一條規定：「為了救濟、教育和

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

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特制訂本辦

法。」一般認為，這一條款前半句中

的「救濟、教育和安置」表明了該法的

福利性質，但後半句中的「維護城市

社會秩序」云云，卻意在實施社會控

制。二者目標不同，把重點放在「維

護城市社會秩序」上面，法規的福利

性質必然被弱化甚至扭曲。事實正是

如此。不過，把這部法規置於中國社

會的特定語境下來閱讀，也不難發

現，所謂「救濟、教育和安置」，其�

眼點其實並不在於福利，而在於秩

序。公共政策的這一特點並非始於該

法。

實際上，早自1950年代開始，中

央政府為實現其不同階段的政治、經

據統計，孫志剛事件

之後，全國人大常委

會收到的違憲審查建

議書多達二十多份。

這種「激活憲法」的行

動，預示了中國憲政

發展新階段的到來。

知識精英們有意識地

堅持和運用這種策

略，以追求人權、民

主、法治、憲政等價

值目標。面對這類訴

求，傳統的應對辦法

難以奏效，一種新的

法律發展機制和法律

文化正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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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社會目標，就實行過一系列類似

收容遣送的措施。比如在1953年到

1959年之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早

期為政務院）就多次發布過「勸阻農民

盲目流入城市」、「防止農村人口盲目

外流」和「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

示和通知6。儘管1950年代的中國同

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在許多方面相去

甚遠，但是這些指示、通知和法規之

間的親緣關係是十分顯見的。比如它

們都立足於城市，而針對流入城市的

農村人口；都是以民政和公安兩個部

門為首，聯合其他部門協同實施；它

們也都涉及遣返，都強調思想教育工

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們都基於同

一種秩序觀，屬於同一種社會控制模

式。不同的是，在1950年代，這種秩

序剛剛建立，而到了1980年代，這種

秩序卻面臨新的衝擊和挑戰。

1982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

遣送辦法》的制訂，第一次以法規方

式將收容遣送制度化了。但是正如上

面指出的那樣，這與其說是傳統秩序

強化的表現，不如說是其出現鬆動的

表徵。1980年代初，隨�改革開放方

針的確立，尤其是農村經濟改革的全

面展開，中國社會開始進入一個更具

開放性和流動性的時代。在人民公社

時期的種種束縛解除之後，農村剩餘

勞動力的流動與安排，重新成為政府

必須正視的問題，而在當時仍然壁壘

森嚴的具有「二元社會結構」特徵的秩

序架構中，這些不僅是經濟和社會問

題，而且首先是秩序問題。

收容遣送制度的對象是「城市流

浪乞討人員」，但誰是「城市流浪乞討

人員」？如何界定「流浪乞討」？為甚

麼要遣送這些人？遣送到哪Ç去？

《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

五條要求把被收容者及時「遣送回原

戶口所在地」；第九條則規定：「被收

容人員的安置工作，由其戶口所在地

人民政府負責。」各安其位，秩序井

然。換句話說，戶口制度或曰戶籍制

度劃定了秩序的經緯。傳統上，戶口

具有賦役徵收、治安以及人口統計與

戶口制度劃定了秩序

的經緯，要把不受控

制從鄉村流入城市的

人口送回其戶口所在

地。從1980年代初開

始，計劃經濟體制逐

步瓦解，農村剩餘勞

動力的流動已成事

實。在這種背景下，

「城市流浪乞討人員」

就變成一個曖昧的概

念。圖為農村人口大

量流入城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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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起來的戶籍制度，其社會功能

卻更加複雜也更加重要。簡單地說，

這種戶籍制度是在一個全能政治時

代，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為推行計劃

經濟和規劃社會變遷而建立的一套互

相配合的制度。它把全部人口劃分為

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兩部分，通過將

戶口登記、人口遷移同糧食供應、就

業機會、社會保障等資源的分配捆綁

在一起，並置於嚴格的計劃控制之

下，而將城、鄉社會截然分隔開來。

因此，把不受控制從鄉村流入城市

（或者從小城鎮流入大城市）的人口送

回其戶口所在地，通過教育和安置等

手段讓他們安分守己，正是這種秩序

本身的要求。

理論上說，如果傳統的計劃經濟

體制運作良好，大規模的計劃外人

口流動就不會發生，即使有人貿然

進入非其戶口所在地的城市，也一定

會因為缺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而面臨

生存危機。然而在實行改革開放的

198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瓦解，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動已成事實。在

這種背景下，「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就

變成一個曖昧的概念。一般認為，

1991年國務院《關於收容遣送工作改

革問題的意見》（國閱〔1991〕48號）首

次將「無合法證件、無正常居所、無

正當生活來源」作為界定「流浪乞討人

員」的主要標準。而在實踐中，流動

人口必須出示的證件除了「居民身份

證」之外，還包括當地公安部門簽發

的「暫住證」和當地勞動部門發給的

「務工證」。三證不全的流動人口就可

能成為收容遣送的對象。孫志剛就是

因為沒有暫住證而被帶去派出所問

話，繼而又被定為「三無」人員而關進

收容遣送站。有統計說，在北京市，

1999年收容遣送的人數是149,359人，

而僅2000年上半年，這個數字就達到

了十八萬7。這些人的絕大部分，既

不是以乞討為生的流浪者，也不是像

孫志剛那樣的大學生，他們是在城市

Ç尋找工作機會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一句話，他們是流入城市的農民。

何謂農民？在當代中國的語彙

中，農民並不只是從事農業生產的

人，而是擁有農業戶口的人。而擁有

農業戶口則意味�一種有別於城鎮居

民的社會身份。農民不能享有城鎮居

民享有的許多權利和利益，相反，農

民必須負擔城鎮居民無須承擔的許多

義務。同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農民的選舉權只有城鎮居民選舉權的

四分之一甚至（曾經）更少；而作為農

民，他們生來就處在一個不利的位置

上：更少受教育機會，更低的收入，

更少改變生活的可能。在城市Ç，他

們被視為外來人，因為遭受居住、就

業、受教育和社會心理等諸多方面的

歧視而處於社會邊緣。即使在一個城

市長期居住和生活，他們也無法自動

獲得當地居民的身份。而最根本的

是，在戶籍制度下面，令他們處於不

利的這種社會身份將傳給他們的下一

代。有研究者說，1950年代以後形成

的這種戶籍制度「其實就是一種變相

的世襲等級身份制度」8。行之有年的

收容遣送制度只是戶籍制度的一個旁

支，是建立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社會秩

序的一個環節。因此，《城市流浪乞

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只不過

是拆除了圍繞戶籍制度運行的這架大

機器的一個小部件，並沒有讓這架機

器停止運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

在。

何謂農民？在當代中

國的語彙中，農民並

不只是從事農業生

產的人，而是擁有農

業戶口的人，農業戶

口則意味Q一種有

別於城鎮居民的社會

身份。有研究者說，

1950年代以後形成的

這種戶籍制度「其實

就是一種變相的世襲

等級身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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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革命，無論

是政治的、社會的，還是文化的，其

共同的正當性訴求，就是確立個人在

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使之擺脫傳統的

身份而得到解放。為此，傳統的禮

教、舊的等級制度，還有根深蒂固的

家族制度，統統被視為對自由平等之

個人的束縛，而成為革命的犧牲品。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二十世紀

最激進的革命，即共產主義革命，在

將這一歷史運動推向極端的同時，卻

造就了一整套新的身份制度，並借用

一套現代意識形態賦予這種新的身份

制度以合法性。

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不同階

段，根據敵我和階級來劃分人群及其

權能的做法不但非常普遍，而且十分

重要9。其結果，在共產黨人制訂的

憲法當中，與法律上抽象的人的範疇

如人民或者公民並列，還有根據階級

標準和敵我界分確立的另一套範疇。

這種將憲法和法律政治化和意識形態

化的做法，不但對中國憲法的內容和

式樣，而且對無數個人的實際生活，

均產生重大影響。

從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憲法大綱》開始，階級範疇的人的概

念就開始進入憲法文本。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立國後的第一部憲法（1954）

中，「人民」和「公民」之外，有關人的

主要概念還有「工人階級」、「人民群

眾」、「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以及

「賣國賊和反革命份子」。在主權者眼

中，這些不同範疇的人並不享有法

律面前的平等。因為法律是統治階級

的意志和工具，旨在維護統治階級

的利益。在1975年和1978年的兩部憲

法中，這種情形達於極至。除了「公

民」概念，這兩部憲法共同使用的人

的範疇還有「工人階級」、「工農兵」、

「工農子弟兵」、「賣國賊和反革命份

子」、「新生資產階級份子和其他壞份

子」、「地主、富農和反動資本家」、

「社會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及其走

狗」。

與傳統社會中的身份概念類似，

新的身份也具有人格及其權能不平等

的特點；它們或者是先賦的，或者是

終身的；它們都可能傳遞給下一代，

而且難以通過個人的努力來改變。不

同的是，新的身份是在一個敵視傳統

和標榜平等的時代，由一個至高無上

而且無所不能的政治權威，即主權

者，借助於現代意識形態和政治強力

所造成。換句話說，新的身份是通過

一套複雜的權力技術和編碼程序，在

短時間Ç人為、反覆地建構和完成。

經由這一程序，一部分人被界定為異

類，區別於普通的社會成員。他們被

打上特殊的社會印記，便於政府和

「群眾」對他們進行監控。

說這些社會異類的公民權利受到

剝奪也許不夠確切，因為對社會異類

的區分並非通過法律程序完成，他們

所遭受的剝奪也無法在法律上加以清

晰地界定，毋寧說，他們被剝奪的是

某種人的資質。因此，被劃為異類的

人群生活在一種缺乏安全保障的不確

定性之中：他們，也包括其範圍不確

定的親屬和社會關係，不只是受到降

職、減薪、削減福利、失去工作和其

他發展機會、遷出城市、監督勞改、

被捕、判刑乃至處死等具體處分，而

且可能因為其身份受到各種無法預知

的精神和身體上的凌辱和傷害。這種

情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最為

新的身份是在一個敵

視傳統和標榜平等的

時代，由一個至高無

上而且無所不能的政

治權威，即主權者，

借助於現代意識形態

和政治強力所造成。

新政權以城市為中心

推行工業化，就是這

種發展策略，造成了

後來的城鄉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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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而且異類人群因為其身份而受到

的種種不確定的傷害也達於極至。

「文革」期間針對各種異類人群的區

隔、監控、精神迫害和身體暴力，深

刻揭示出現代身份政治的性質與特

徵。在孫志剛的死亡以及造成其死亡

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中，我們看到的正

是這種特徵。

自然，農民並非上面所說的「異

類」。相反，根據正統的意識形態，

作為一個階級，農民是國家的「統治

者」。不過在另一方面，農民的統治

階級地位從一開始就是微妙的。在標

準的憲法文本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

盟為基礎的」國家。為了體現這種工

人階級領導國家的政治安排，1953年

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對於城鄉人口中

人民代表的分配比例作了不同規定，

據此，農村人口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被代表權，只是城市人口的八分之

一。這個比例維持了四十年之久。

1993年，根據新的《選舉法》，農村人

口在全國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中的被

代表權被統一調整為城市人口的四分

之一bk。

農民相對於市民、農村人口相對

於城市人口的這種弱勢，同時也反映

了新政權以城市為中心推行工業化的

發展策略。就是這種發展策略，造成

了後來的城鄉隔離，以及一系列以剝

奪和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來發展工業

的政策和措施。此外，在政治精英眼

中，農民被看成是散漫、無知、自

私、保守、落後和目光短淺的一群，

也是容易滋生資產階級萌芽的社會土

壤。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

他們也常常是組織、教育和約束的對

象。當這種被固化的秉性同在城鄉分

隔制度下的農村人口聯繫在一起的時

候，這種文化上的負面含義也成為農

民身份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國家「撥

亂反正」，重估歷史，黨的工作重點

也從「階級鬥爭」轉移至「經濟建設」

上來。在這樣的時代，各種異類範

疇開始退出法律和社會生活。然而，

身份概念和身份意識，以及身份所

造成的社會區隔，並沒有立即消失，

而在所有或強或弱的社會身份當中，

最重要也最難以革除的，便是「農

民」。

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無疑

給了農民較以前明顯更多的自由，儘

管如此，城鄉分隔的基本格局並沒有

改變，農民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也沒有

改變。更重要的是，「農民」仍然是一

種身份，一種生而具有而且難以改變

的準國民身份。在政治上，不利於農

村人口的選舉法上的四分之一條款依

然有效；在經濟上，農民雖然在名義

上是農村土地的所有者，實際上卻不

能自主處分其土地，也無法充分享有

土地增值而產生的利益；農民沒有市

民享有的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卻須

要自己承擔農村教育、醫療和基礎設

施建設的大部分開支；農民的人均收

入遠遠低於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但

在各種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他們

卻因此必須接受更低的法定賠償標

準bl。法律上和事實上的弱勢地位使

得這個社會群體成為一個「內婚制集

團」bm，一個為社會所拋棄和賤視的群

體：生活在農村的人想方設法要脫離

農村，離開農村的人則絕不願再成為

農民。

孫志剛因為沒有廣州

戶口，不能出示「合法

證件」被警察送進收

容遣送站。然而，孫

志剛雖然出身農民家

庭，其身份卻不是「農

民工」或者法律上說

的「流浪乞討人員」，

而是「大學生」。就此

而言，對孫志剛的處

置是一個身份上的錯

位。孫志剛對自己遭

受的不公提出抗議，

以至觸怒了蠻橫的警

察而被毆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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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一種卑賤身份，當數以

千萬計的農民流入城市，他們必須面

對的艱難境遇是難以想像的。首先，

僅僅是在城市落腳，他們就必須按規

定辦理各種證件，交納多項費用；接

�，他們被排斥在專門為本地市民保

留的工作之外，只能去做哪些通常更

髒、更苦、報酬更低而為城市人所不

屑的工作。即便如此，他們也明顯地

缺乏勞動保障：他們住在簡陋的工棚

Ç，工資常常被拖欠，受到損害也得

不到及時的救濟。當年，那些流入城

市尋找生計的人被稱為「盲流」，如

今，他們更多地被稱為「農民工」——

一個表明其身份的稱謂。「盲流」應當

被解回原籍，「農民工」最終也必須回

到農村，他們都受到城市制度的排斥

甚至敵視。無論「農民工」為城市作出

了甚麼樣的貢獻，他們都屬於「流動人

口」，而且是「流動人口」中的大多數，

而在城市管理者甚至市民們的詞典

Ç，「流動人口」常常是一個消極意大

於積極意的概念。它意味�難以管

理、秩序混亂甚至犯罪的淵藪。因

此，「三無人員」注定要成為城市監控

的對象。

孫志剛沒有廣州本地戶口，屬於

「流動人口」；因為不能出示「合法證

件」被警察帶走問話，繼而被送進收

容遣送站。然而，孫志剛雖然出身農

民家庭，其身份卻不是「農民工」、

「盲流」或者法律上說的「流浪乞討人

員」，而是「大學生」，一個大學畢業

的服裝設計師。就此而言，對孫志剛

的處置是一個「錯誤」，一個身份上的

錯位。這個情節在整個事件中的重要

性值得我們注意。部分因為其所受教

育的緣故，孫志剛對自己遭受的不公

提出抗議，以至觸怒了一向蠻橫的警

察，而被非法判定為「三無人員」bn，

而在收容人員救治站，他再次因為抗

議受到虐待而被毆打致死bo。然而，

無論在廣州還是在其他地方的收容遣

送站，這都不能算是一個例外。在孫

志剛以前，在全國各地，已經有無數

人被收容遣送。他們都有被盤查、關

押和遣送的經歷。他們或者被親友用

錢贖出來，或者被強制勞動以支付其

關押和遣送所需的費用；他們中有許

多人在收容遣送站Ç受到凌辱：男人

被毆打，婦女遭強暴；還有人在收容

期間或者遣送途中喪命bp。此類黑色

內幕偶爾也見諸媒體，但是並未引起

像孫志剛案那樣的震動。孫志剛案之

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個不容否認的

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錯誤」情節。

的確，要揭露收容遣送制度的黑暗與

荒謬，再沒有比「一個大學生之死」更

適合的題目了。而要了解身份意識深

入這個社會的程度，也很難找到一個

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例了。

但是無論如何，藉由孫志剛事

件，人們終於有機會透視當代中國身

份政治的核心特徵。在「地、富、

反、壞、右」和其他異類範疇逐漸銷

聲匿G之後，農民就是新的和最大的

異類。正因為是異類，他們被剝奪

的就不僅是這種或那種法律上界定

清楚的權利，而且是某種作為人的資

質。在廣州收容人員救護站，專門

「管理」收容遣送人員的「護工」命令其

他被收容人員「修理」孫志剛時說：

「反正打死也沒事」，「這Ç死一個人

像死個螞蟻一樣」bq。孫志剛在收容遣

送站的遭遇，極具象徵性地體現了農

民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命運，儘管他

多少是「錯誤地」代表了這一個社會群

體。

孫志剛在收容遣送站

的遭遇，極具象徵性

地體現了農民在中國

當代社會中的命運，

儘管他多少是「錯誤

地」代表了這一個社會

群體。農民身份令他

們被剝奪的不僅是法

律上界定清楚的權利，

而且是某種作為人的

資質。破解農民工難

題，牽涉我國現代國

家建設的一個根本問

題——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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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後關於孫志剛事件的討論和

批評當中，「一個大學生之死」被正確

地解讀為「農民工」問題，後者又被正

確地解讀為二元社會結構下的農民身

份問題。一位長期研究農民問題的社

會學家寫道br：

已經出台的相關政策沒能使農民

工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得到根本緩解的

關鍵原因在於，這些措施仍然僅僅把

農民工當作勞動力看待，既沒有取消

其「農民」身份，又沒有給予他們「市

民」地位，將他們吸納到當地社會中

去。單項的政策安排固然有助於改善

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條件，但是無法

根本改變他們的邊緣地位，特別是無

法使農民工順利地實現身份轉變，真

正實現城市化，與城市居民共享發展

成果。

一個合理公正的社會，應當使每

個成員享受同等的就業機會、發展機

會、生活機會和政治機會等等。而農

民工在許多方面都不能與其他成員享

受平等待遇⋯⋯從就業、教育、社會

保障、生活到社會認同，都處在邊緣

化狀態。這種邊緣化並不是因為農民

工本身努力不夠造成的，而是社會給

他們設定的，是一些不合理的、歧視

性制度帶來的。⋯⋯

破解農民工難題，牽涉我國現代

國家建設的一個根本問題——國民待

遇。是否構建了國民待遇制度是現代

化國家是否成熟的標誌之一。⋯⋯國

民待遇是每個公民的最基本權利，包

括生存權、受教育權、就業權、遷移

權、社會保障權、政治參與權等。提

供國民待遇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和義

務，而獲得國民待遇是每個公民的權

利。

從本文的觀點看，農民工問題的

癥結乃是身份政治。這Ç所謂身份政

治，是一種根據某種政治標準將國民

劃分為不同類別並賦予其不同權能的

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因此，它所涉

及的不只是農民工乃至農民的社會地

位，而且是憲法上具有身份含義的人

的範疇，是不同的所有權制度，也是

整個國家的政法體制和意識形態，甚

至，是現代政治的權力基礎。

將身份政治視為現代政治的一種

表現可能令人費解。習慣上，人們總

是把身份概念同傳統社會聯繫在一

起，而把表達個人自由意志的契約視

為現代社會的基礎。正像梅因（Henry

S. Maine）有關社會進步的著名公式所

表達的那樣，人類社會的進步被視

為「從身份到契約」的演進過程bs。然

而，無論這個流傳廣泛的概括包含多

少真理，如果認為當代中國的身份政

治只是傳統在今天的延續，而把消除

農民身份看成是建立現代國家過程中

能夠自動解決的問題，那就錯了。實

際上，我們透過憲法以及其他制度安

排和實踐所看到的身份政治，展現

了現代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徵，它甚至

就是現代政治的一個方面。就此而

言，只有在現代政治的視野Ç，中國

當代身份政治的複雜性才能夠得到正

確理解。

如前所述，中國當代身份制度最

顯著的特徵之一就在於，它是由主權

者這樣一個絕對的政治主宰，憑藉一

套現代意識形態和政治強力人為地設

定的。這種現代身份的構建之所以可

能，則是因為通過革命、宣傳、政治

在關於孫志剛事件的

討論中，「一個大學生

之死」被正確地解讀

為「農民工」問題，後

者又被正確地解讀為

二元社會結構下的農

民身份問題。而農民

工問題的癥結乃是身

份政治。它所涉及的

不只是農民的社會地

位，而且是憲法上具

有身份含義的人的範

疇，是整個國家的政

法體制和意識形態。



身份政治的 125
困境與出路

動員、組織、社會監控、資源壟斷以

及思想改造等手段，政治權力的觸角

不但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而且支配了個體生命的整個過程。由

此造就的所謂全能政治是傳統社會的

統治者難以想像的，它完全是現代社

會的產物。

對生育和人口的控制也許最能夠

表明這種現代政治的性質。自1978年

始，強制性的計劃生育便成為有配偶

公民的憲法上的義務。為此，國家自

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龐大

的系統，對千百年來被視為自然的生

育活動施加了相當嚴密和有效的控

制。其實在此之前，國家在其對人口

的甄別、分類和控制當中早已顯示了

它監控社會的無所不在的力量，只不

過，當時國家推行的是鼓勵生育的政

策。重要的是，國家獲取了一種權

力，這種權力可以透過——其極端方

式是通過消滅——層層中介直達每一

個個體，從而將其統治直接建立在對

無數個體的支配之上。主權者劃分敵

我、界分人與公民、決定誰是社會的

「牲人」（homo sacer）bt的權力來自於同

一種基礎，借用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的概念，它們都源

於以生命政治為核心的現代政治ck。

「地、富、反、壞、右」以及其他

異類，自然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

「牲人」。被奉為國家主人的「農民」則

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之下的「牲人」。

在19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

化運動中，他們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

土地，也失去了擇業和遷徙的自由。

直到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家庭承包制

度之前，農民被固�於土地上從事農

業生產，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作出巨

大貢獻和犧牲。在1959至1961年的所

謂「三年自然災害」，為了保證城市糧

食供應，農村中食物極度匱乏，因此

造成的死亡人數以千萬計。改革開放

初期，農民收入曾經有顯著的增長，

但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農民收

入的停滯甚至負增長，這個龐大的社

會群體在改革中得到的利益也愈來愈

少。1990年代，在經濟高速增長和愈

來愈快的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再一次

成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在農村，一

面是國家公共產品的供給嚴重不足，

農民負擔沉重；另一面是愈來愈多的

土地被低價徵用，農民損失嚴重。以

至於農村財政普遍破產，土地拋荒，

家庭解體，秩序動搖。而在城市，

「農民工」繼續以其廉價的勞動力，甚

至以其青春、健康和生命為代價，維

持中國經濟發展的「奇G」。即便如

此，他們仍然不能為城市所接納，

在城市眼中，他們是外來的、流動

的、低下的、廉價的，常常也是可疑

的、危險的。這樣一群人，可以被

使用，需要被控制，也可以被欺侮

和凌辱。在宣稱是社會福利機構的收

容遣送站Ç，他們被榨取血汗，被販

為「豬仔」，甚至在可怕的凌虐之後無

聲地死去。這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身

份是農民。

農民的身份是根據其出生地和出

生的家庭來確定的，這也正是源於

羅馬法的近代國家確定其公民身份的

基準cl。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

樣，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其身份的確

定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事件。事實

上，無論是1950年代對人口流動的控

制和戶籍制度的建立，還是後來的計

劃生育和城市人口管理，其目標都不

僅是經濟的和社會的，也是政治的。

因為在現代生命政治中，實現「生物

學和經濟的某種綜合」cm，正是政治的

一項重要任務。

農民作為一個階級，

其身份的確定從一開

始就是一個政治事

件。一方面，人們要

求改革戶籍制度，爭

取公民平等，主張對

公私財產的同等保

護，對不同所有制一

視同仁，要求機會均

等。但是另一方面，

所有這些現代性訴求

都可能同時強化了身

份政治所由產生的權

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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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性事業面臨一種深刻的困

境。一方面，人們要求改革戶籍制

度，爭取公民平等，主張對公私財產

的同等保護，對不同所有制一視同

仁，要求機會均等。但是另一方面，

所有這些現代性訴求都可能同時強化

了身份政治所由產生的權力基礎。正

如阿甘本所言：「個人在與中心權力的

鬥爭中所贏得的空間、自由和權利總是

同時使個人的生命被潛移默化地銘刻

在國家秩序中，從而為個人想要使自

己從中解放出來的至高權力提供了一

個新的和更可怕的基礎。」cn事實上，

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同時發端於廣州的

兩個事件：孫志剛事件和「非典」流行，

以一種偶然但是驚人的巧合極具象徵

性地揭示出現代政治中這一最深刻的

矛盾：前者激發了人們對收容遣送制

度、戶籍制度以及分隔城鄉的二元社

會結構的批判，並促使他們採取各種

「激活憲法」的行動來爭取公民的平等。

後者則暴露出中國公共9生體系的缺

失，從而導致人們對建立有效的公共9

生系統，使之覆蓋所有公民，對其個

體健康予以平等關注的強烈訴求co。

而將個人的身體和出生直接納入到國家

的政治和法律秩序之中，作為其支配

和管治的對象，正是現代生命政治誕生

的標誌。在這個新的時代，國家在與

其內、外敵人戰鬥的同時，也承擔起

照管和發展公民生命的職責，實際上，

在現代政治中，管治就是政治，「關

照生命與同敵人戰鬥是一致的」cp。

六

孫志剛的死是偶然的，甚至孫志

剛事件也是偶然的。然而，造成這個

年輕人無辜死亡的原因卻深深植根於

現實世界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

制度之中，具有難以避免的悲劇性。

出生時，孫志剛的身份是「農業戶

口」；大學畢業後，他在法律上被標

記為「流動人口」；在廣州黃村街派出

所，他被甄別為「三無人員」。孫志剛

曾經幸運地擺脫了農民身份，但他的

幸運不足以讓他最終逃離他最初所屬

的那一群人的命運。

因為認識到這一點，人們透過孫

志剛事件提出了戶籍制度、城鄉分

隔、農民身份和公民身份平等諸問

題，而沒有止於個案的公正。與此相

關，我們也看到，藉�孫志剛事件，

人們開展了一系列「激活憲法」的公法

行動。這些足以表明，中國社會正在

進入一個消除歧視、爭取平等的民權

時代。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偉大而艱

難的事業。其困難之處就在於，我們

希望獲得的東西，和我們想要去除的

東西，實際上以某種複雜而深刻的方

式糾結並且植根於現代性中。因此，

如何辨識、區分和處理現代政治中這

些具有不同意義的方面，也許是人們

在實現從身份政治到公民政治的轉變

的過程中必須不斷思考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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