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主義是五四啟蒙運動留下的一份豐厚的遺產，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

種新的建國理念。但是，自由主義也引發出一些新的問題，例如對個人婚姻自

由的追求帶來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反彈；多黨競爭的政治自由實驗引發出如何建

立一個政治秩序的問題。中國自由主義在1930至40年代與政黨結合，形成了初

步的多黨競爭局面。但好景不長，多黨競爭並沒有制度化。從五四運動到現在

的中國，自由主義大多數主張對專制的反抗；作為一種吶喊，它的基本定位是

一種反專制的解構性學說，未能制度化為一種建構性力量。對五四啟蒙遺產的

反思就是要對中國自由主義反思，對中國自由主義持自我批判的態度，挖掘中

國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及其原因。

本文旨在拋磚引玉，分析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困境和現狀，解釋中國自由主

義軟弱的原因，探索在中國崛起背景下自由主義的命運，並提出如何使自由主

義在中國成為一種建構性的學說和實踐。

一　中國自由主義之現狀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國際關係中的新因素、新問題、新挑戰。目前，來自世

界各國的反應多種多樣。一種佔主流的思想是，中國的崛起構成一種新的安全

挑戰。在美國民意調查中，北韓和中國分別列為第一位或第二位具侵略危險

的國家。在澳洲的民調中，印尼和中國分別列為第一位和第二位具潛在危險的

國家1。英國外交部長文禮彬（David W. Miliband）曾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全球

自由民主的挑戰2。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削弱全球的人權運動3；具體而言，中

國的經濟和政策支持了非洲一些國家對人權的侵犯4。但也有人看到，中國的崛

起減少了全球性的貧困，有利於改善基本人權5。

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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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領域，自由主

義學者發揮q巨大的

作用。但是經濟自由

主義者所談的自由，

大多只是一種經濟自

由，特別是在大眾傳

媒操控的消費自由而

已。當經濟自由已造

成兩極分化時，他們

多談效益，少談公正。

把中國的崛起看成是對自由民主的威脅是一種新的冷戰思維的結果，其後

果之一就是把中國的崛起和自由主義完全對立起來，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

的空間愈來愈小，甚至被完全邊緣化。中國崛起和中美對抗的格局將在未來二

十年佔世界主導地位，民族主義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潮。但是，在這一過

程中，自由主義可調整其內容、方向，發展出捍K中國合法權益的新思想。當

自由主義調整為一種積極的建構性力量時，它可為國家治理新模式的形成提供

有用的思想資源。

當代中國人充分享受經濟自由。但是，政治自由則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國歷

年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為基本不自由（6-7分）。可是，世界民意調查表

明，中國民眾中約有六至七成的人認為，中國人享有一些基本的人權和自由6。

在知識份子當中，自由主義的地位更高。在經濟學領域，自由主義明顯佔

上風。在法學領域，權利哲學已成為主流思考的出發點。在政治科學中，自由

主義基本原理非常具有滲透性。不少學者在知識上信奉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

不少記者、編輯也都相信自由主義的某些原則。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自由主

義已經開始生活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無論左派、自由

派、國學派，知識份子大概都不否認人有言論自由權利，每個人可持有不同的

看法，同時必須尊重對方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但是，在思想文化界中，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國學派似乎

佔領了陣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土壤非常稀薄。令人費解的是，在很多問題

上，自由主義本應該可以發言，但卻保持沉默或自願讓出地盤。自由主義不談

個人美德，不涉及個人生存的處境及其意義；在這方面，中國的新儒學提供了

吸引年輕人的答案。在社會角色問題上，自由主義雖然強調個人主義，但較少

講個人在社會中的定位及其意義；而社群主義則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似乎令

人滿意的答案。在多元文化問題上，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立場可能會導致虛無

主義，不講具有實質意義的真理，只講形式上的自由。

更為嚴重的是，在政治領域上，自由主義未能對國家建設做出正面的貢

獻，而只是扮演一種社會批評的角色。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中國政治自由主義

的回答軟弱無力，無法用自由的口號來統一中國，比如為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一

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在平等問題上，中國的左派佔上風，自由派在社會公正的

問題上發言很少。在性別平等問題上，中國的男性自由主義者甚至不能像密爾

（John S. Mill）一樣寫出一本關於如何保護婦女權益的專著7。

只有在經濟領域，自由主義學者發揮Ý巨大的作用。但是經濟自由主義者

所談的自由，大多數只是一種經濟自由，特別是在大眾傳媒操控的消費自由

而已。當經濟自由已造成兩極分化時，大多數經濟自由主義者多談效益，少談

公正。

總之，在當今中國思想狀態中，自由主義呼聲較弱。自由主義對上述問題

需要提出正面的回答。這並非是為了爭思想地盤，而是為了討一個公道，即澄

清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之本。自由主義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已成功地處理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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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上和經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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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民族認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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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問題，只不過我們的偏見和無知卻認為自由主義在這方面或那方面不行。

對此現象，李強說得好8：

事實上，自由主義的內涵頗為複雜，自由主義的資源也比人們通常所想像

的豐富。但是，由於最近幾十年的特殊歷史發展，自由主義的某些原則得

到詳盡闡釋。另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原則卻被人們忽略。我們可以將這些被

忽略或掩蓋的原則稱作自由主義隱蔽的主題（hidden agenda）。

二　中國自由主義微弱之源頭

自由主義在中國勢微，其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政治自由或民主政治發

生的前提條件，即國家的實體問題。中國現有的國體繼承清朝領土疆域而來，

如果實行徹底的政治自由主義，其中包括民族自主權，那麼這種權利就可能瓦

解以前的帝國體系的基礎。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大困境。

歷史的經驗表明，在繼承帝國遺產的條件下實行民主化會導致國家分離的

邏輯。帝國歷史本身就意味Ý某些疆域是通過武力征服而得到的。一旦實行

民主化，被征服的少數民族就會行使民族自主權，要求獨立，結果是造成國家

分裂。這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經驗，土耳其、俄羅斯等國的經驗充分證實了這一

邏輯。

從比較政治的視角來看，自1974年以來世界掀起民主化浪潮，在47個加入

聯合國的新國家中，有26個在民主化過程中通過與母體國家分離而獲得獨立。

相反，只有南北越南、南北也門、東西德國獲得統一，而且只有德國的統一與

民主化有關係。上述比較經驗說明民主化往往不利於民族統一，而有利於國家

分裂9。

從民主形式的角度考慮，在選舉民主的框架下，選舉和公投有時候沒辦法

解決國家認同問題，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斯里蘭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本來2003年是一個很好的實現和平的機會，但是大選把主張和平的政黨選

下台。

一旦涉及到國家認同問題的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佔上風，自由主義就退

讓了。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自由主義還是有很多可用的資

源。斯密（Adam Smith）和休謨（David Hume）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曾在英國崛起

的過程中凝固了人心、建構了新的民族認同。我們也可以從自由主義理論角度

論證限制分離權是合理的。此外，在選舉民主沒辦法解決國家認同問題的情況

下，協商民主可以為國家認同提供一些有建設性的思考bk。

自由主義在中國勢微，還在於中國自由主義存在各種認識上的缺陷，包括

借用了西方各種自由主義理論的各種失誤。有些自由主義學者認為，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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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過程包括選舉

民主和協商民主，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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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殊途同歸，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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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構性力量，在現

實生活中得以運行。

現實需要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式的自由主義，不需要羅爾斯（John Rawls）

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海氏的自由主義較少考慮社會公正問題，對社會福利持

否定態度。這種自由主義在推動經濟改革、建立市場制度上起了積極作用，但

是無法有力回答經濟改革中出現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問題。

事實上，羅爾斯的自由主義也有內在的問題。雖然它強調了公正，但是

否定功利原則，不談文化傳統，放棄道德生活及其意義這個領域。羅爾斯的

政治自由主義不是整合性學說，無法為國家認同和社會整合提供道德的基

礎。相反，密爾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說是一個整合性的、系統的學說bl。一方面，

密爾學說強調自由與功利原則結合，符合人類日常生活經驗。在自由與社會

功利的結合中，可以促使自由的發展；另一方面，密爾的自由主義充分強調

如何實現每個人的個人潛力，注重個人的人生意義。但對此，中國學者似乎很

少留意。

有些中國自由主義者往往對協商民主嗤之以鼻，這是因為有人把協商民主

等同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甚至有人誇大地說中國協商民主早就有了，比

西方搞得還要好。有些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選舉民主是最重要的，沒有選舉民

主就不可能搞協商民主。這些說法都有一些道理，但是他們沒有看到協商民主

還有很多自由主義的成份。協商民主是讓自由主義變成建構性力量的一個途

徑，給中國自由主義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讓老百姓參與決策過程，討論公共

事務，理性地審議公共事務，這本身就是民主化。民主化過程包括選舉民主和

協商民主，兩者思路不一樣：前者強調選舉，後者強調協商討論。但是，這兩

者殊途同歸，都可以走向民主化，都可以使政治自由主義變成建構性力量，在

現實生活中得以運行。

中國自由主義有三個教條。第一，自由主義只是被理解為對政府權力的限

制，忽略政府對自由的調節和保障功能。自由的保障需要一個公正的、強有力

的國家力量。不少自由主義學者信奉所謂經典的區分：民主是關於權力的來

源，自由主義是對權力的限制。殊不知，當權力來自於人民時，這已經對專制

權力進行了根本性的限制；而且，一個正當的、合理的權力必須尊重和保護自

由，自由原則是國家正當權力的來源之一。一個專制國家靠懲治體系來製造人

與人之間的猜疑，縱使在表面上獲得了穩定，但這卻是一個深層的動亂之源；

相反，一個自由社會表面上看來常出現抗議、示威，但卻為權力的正當性奠定

了一個道德基礎。

第二，自由主義只是被理解為一種批評性的東西，而不是制度建設中的一

種積極力量。在當前的環境下，自由主義往往被視為反對專制、瓦解集權體制

的工具，而忽略自由主義憲政原則可以與一個強大的國家權力體制相結合。

第三，自由主義只是主張國家中立，不干預個人的生活。該教條未能區分

這樣的觀念：一個政府沒有公權來強迫人民行善；但一個政府可運用公權來引

導人民行善，提醒人民自私自利極端化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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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要建立一個

相當於聯邦制下小權

力的中央政府，這明

顯不符合中國的國

情。中國的傳統一直

強調強大有力的大一

統國家。當然，一個

享有寬泛權力的集權

政府可能是一個在能

力上較軟弱的政府。

三　中國自由主義對政治改革的誤導

中國自由主義所認同的政治改革也犯了一系列的認識論上的錯誤。略舉三

例：一是「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二是自治的理念；三是公民社會中的自主

性觀念。這些理念確實有其吸引力，也有一點道理。例如，「小政府」理念旨在

提高政府效能，減少冗員和苛捐雜稅。但是，這些理念自身卻不符合當代中國

社會的實際，它們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被打折扣或遭遇失敗。因篇幅限制，

這Ê只剖析「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

自由主義在指導中國政治改革時提出的一個理念就是「小政府、大社會」，

即政府要愈來愈小，社會要愈大愈好。廖遜曾用這個理念在1980年代到海南做

了一個政治實驗，主張刪減政府機構，擴大民間社會力量，將政府機構劃分為

四大塊：政治穩定系統、社會服務系統、經濟系統、監督協調系統bm。所謂「大

社會」，就是要求發展社區、發展民間團體，讓市場、公司管理自己的事情，讓

社會團體管理自己的事情。但社會團體並沒有能夠解決社會服務的事情，結果

政府還不得不承擔各種社會服務的功能。現在來看，這個改革經驗並不成功。

海南省政府1988年有26個機構，到1995年擴增到32個，1998年進一步擴增到38個

機構bn。也就是說，政府機構不但沒有變少，反而變得愈來愈多。自2002年起，

朱鎔基總理大刀闊斧地精簡中央政府機構，這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小政府」的

理念，但是沒過幾年政府機構又大幅擴張。到了今天，所謂「國家主義」更強調

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

為何機構改革的結果總是背離改革初衷？一個普遍簡單的回答是，在中國

國家體制不改變的情況下，在一個省做實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中央各個部

門要求省一級有相應機構，接收各種指令，完成各種任務。更重要的是，當經

濟高度發展之後，「大社會」卻沒有培育起來，這樣政府成為唯一的社會秩序的

整合力量，政府職能不得不擴大。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要從不

成功的經驗當中吸取經驗教訓，大膽思考改革理念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不是簡

單地把失敗歸結於體制或中國政府。

我們首先要討論政府大小的測量問題。測量政府大小有如下幾種指標：

第一是看國家預算的大小。從國家的預算角度來看，中國的預算並非最

大。當然，中國各級政府還有各種預算外的收支。這Ê不作討論。

第二是國家編制的大小，即政府官員的人數。從比較政治角度來講，官員

和被管理人的比例：中國大約一百人有一個官員；在北歐的一些國家大概是

幾十個人就有一個官員bo。從這個比例來講，中國的政府並不是大政府。

第三是政府部門數目的多少。隨Ý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政府的功能愈來

愈多，政府部門也愈來愈多。

第四是國家權力的大小問題，即國家權力的運作受不受約束。國家權力

大，是指國家的權力從上到下可以一竿子貫徹下來。在聯邦制體制下，中央權

力不能一竿子捅到地方，因而這是一個「小」的國家權力。在中國，要建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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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經濟學主張政府

規模愈小愈好，讓市

場運作。但是，後起

的發展國家的經驗說

明，政府在市場上發

揮了巨大的作用。經

濟成功並不歸功於小

政府，而是政府深入

到經濟生活當中，發

揮規範、指導、提高

等作用。

相當於聯邦制下小權力的中央政府，這明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

一直強調強大有力的大一統國家。當然，一個享有寬泛權力的集權政府可能是

一個在能力上比較軟弱的政府。

第五是國家能力的大小問題，即國家權力的運作能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職

能。曼（Michael Mann）認為國家有六項基本能力：（1）強制能力，即維護國家安

全與公共秩序的能力；（2）汲取能力，即動員與調度社會資源的能力；（3）濡化

能力，即培育與鞏固國家認同和社會核心價值的能力；（4）規管能力，即維護經

濟與社會生活秩序的能力；（5）統領能力，即確保國家機構內部的控制、監督與

協調的能力；（6）再分配能力，即維護社會分配正義的能力bp。

諾齊克（Robert Nozick）式的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愈小愈好，愈少干預社會愈

好；小的就是美麗的，國家只扮演一種半夜敲鐘打更人的角色。馬克思主義

學說也包含Ý「小政府」的思想。馬克思所贊成的巴黎公社就是一個小政府：

反對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實行人民自治。五四運動中也出現過無政府主義

的思潮。中國道家學說當中也有無為政府思想。綜上所述，自由主義、馬克

思主義、中國道家都強調「小政府」。但是，中國卻反覆出現了強大的政府。

為甚麼「小政府」的理念失敗了？「小政府」的理念是不是根本就不符合中國的

國情？

其實，哪怕是贊成自由主義，也可以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

強大的政府。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考慮到中國擁有十三億的人口，對眾多的人口進行管理，不得不需

要更多的政府官員和強有力的行政機構。此外，為了增加就業，不少地方增加

官位。政治穩定的要求高於行政的效能。

第二，中國幅員廣大，有五十六個少數民族，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機構

來維持國家的統一。

第三，中國在世界競爭中的國家能力問題。各國經濟競爭背後實際上是國

家能力的競爭。古典經濟學主張政府規模愈小愈好，讓市場運作。但是，後起

的發展國家的經驗說明，政府在市場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經濟成功並不歸功

於小政府，而是政府深入到經濟生活當中，發揮規範、指導、提高等作用。

第四，自然災害的壓力。自然災害如地震、非典（SARS）、冰災、旱澇災害

等，都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用行政力量迅速動員資源救災，減少災害。一個強

有力的政府比小政府在救災上更能顯示出各種優越性。

第五，政府功能與政府規模的關係問題。政府有維護主權統一、維持社會

秩序、管理經濟、進行社會再分配等各種功能。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又會產

生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如勞工問題、能源安全問題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

功能就必須增加，由此政府規模也會擴大。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政府在該強的地方不強，在該弱的地方卻強。這

就是說，在提供公共服務上，中國政府看上去很「小」，但在干預經濟活動上

卻很強大，這種說法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全球化挑戰了「小政府」理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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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小問題是一個

誤導性問題，關鍵在

於要建立一個民主監

督制度。在建立和發

展民主監督制度的條

件下，為了健全國家

功能，國家規模的擴

大、公共預算的擴

大、政府部門的擴大

都是可以接受的。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功能

愈來愈多，政府的規模也愈來愈大。諾齊克的「小政府」理念已成為一種空洞的

理想。

楊燦明和孫群力利用中國二十八個省市區1978至2006年的數據，分析了外

部風險對中國地方政府規模的影響。研究發現，外部風險導致了地方政府規模

的擴大，且外部風險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呈顯著正相關bq。中國政府面對

Ý強大的國際競爭，政府的經濟功能在日益擴大。為了處理全球金融危機，中

國政府要提高人民幣在國際結算貨幣中的地位，以保護中國大企業在國際上的

競爭力。

國家的規範性權力也可以在自由主義學說中得到證明。羅爾斯曾論證說，

在社會合作體系當中，總有一些人要搭便車享受好處，卻不願意承擔責任，這

就產生了相互信任的問題。要建立這樣的信任體系，避免一些人搭便車，就需

要一個公共權力加以規管br。在一盤散沙的背景下，中國不但需要一個這樣的公

共權力，而且需要強大的公共權力來解決社會合作問題。當然，這個公共權力

必須在法制的框架下運行。

自由主義者擔憂一個強大的國家會不受限制，隨意侵犯個人的權利。這種

擔憂確實是有道理的。但是，「小政府」並非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政府大小

問題是一個誤導性問題，關鍵在於要建立一個民主監督制度。一個強大的國家

需要一個健全的、完善的民主監督制度。在建立和發展民主監督制度的條件

下，為了健全國家功能，國家規模的擴大、公共預算的擴大、政府部門的擴

大，都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只是一味追求「大政府」並非是最好的改革路徑。

最好的模式是像美國那樣的強社會、強國家。

四　作為國家建構力量的自由主義

最後，我們必須作出一個重大的區別：自由主義是一種捍K公民權利，限

制專權的建構性原則、秩序安排和實踐；這種自由主義完全不同於國際社會中

所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往往有些人信奉新自由主義，便自稱為「自由主義者」。

從純意識形態的角度，他們確實也是自由主義者。但是這種「新自由主義」是不

同於本文所講的，作為憲政安排的自由主義的制度、程序和實踐。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自由主義的幼稚病通常表現為一種簡單的批評：這

個政策不對，那個法律不行，它們都不符合自由主義原理。這種反對派的傳統

不能發展出一種可操作性的、建構性的力量。

目前，中國有一些宣傳部門自身在轉型做一些民主協商實驗，一些工會也

嘗試努力捍K工人的權利。這些官方部門的功能轉變是否有意義、是否能進一

步健全發展？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其功能轉變本身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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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部分歸因

於近二十年農村基層

民主選舉。正是三年

一次的選舉，中國農

村在表面上雖然有各

種買票的競爭，但在

制度層面上卻實現了

一個大治，這為中國

崛起奠定了強有力的

穩定環境。

現象，由此也引發出另一個問題：中國自由主義怎樣實現功能轉型？中國的政

治自由主義怎樣才能擺脫反對派的形象，而成為國家制度建構當中一種積極力

量？或者變得政治上更為成熟？

阻礙自由主義在中國成為建構力量的根本原因在於冷戰時形成的思維定

位：自由主義曾是反對馬列主義的一種思想武器。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持有這種

觀念。自由主義在美國完全是一種制度化、具有積極意義的建構性思想和實

踐，但是一旦美國在全球推廣民主自由時，自由主義則成為一種顛覆性的思想

「炸彈」。這種思維定位完全是對自由主義的扭曲，是一種國際政治行為操作的

結果。在這種背景下，很難提出自由主義在中國成為建構性力量的問題。

回顧一下英國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斯密和休謨在發展自由主義思想上做

出了傑出的貢獻bs。他們的自由主義理論恰恰是國家建構中的精神力量。他們都

是蘇格蘭人，但是卻成功地建構了一個新民族的認同（英倫三島的統一）。休謨

並沒有寫一部蘇格蘭史，而是撰寫了六大卷英國史。斯密捍K了英國在海外的

殖民運動，並討論甚麼是最好的殖民政策。蘇格蘭的自由主義者成功地超越了

自身狹小的民族認同，塑造了新的大英帝國的民族認同，這為英國國家建構奠

定了一個強有力的思想根基。此外，十九世紀以來，英國自由主義和費邊社

（Fabian Society）結合，成功地推動了各種社會改革。

目前國際上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和把中國的崛起與自由民主對立起來的看

法，製造了一個新的「迷思」：它完全忽視、甚至否認中國地方的民主實踐。其

實，中國的崛起也部分歸因於近二十年農村基層民主選舉。正是三年一次的選

舉，中國農村在表面上雖然有各種買票的競爭，但在制度層面上卻實現了一個

大治，這為中國崛起奠定了一個強有力的穩定環境。中國崛起的持續發展也需

要中國地方官員化解眾多、複雜、尖銳的社會矛盾。不少地方，特別是浙江溫

嶺市率先嘗試各種協商民主的實驗。簡言之，中國崛起可以引發民主建設的內

在需求，特別是協商民主的建設。

今天，自由主義的原則和理念已在中國國家建構中發揮了愈來愈重要的作

用。經濟自由主義學者為國家發展經濟謀劃獻策；政治自由主義學者也開始為

國家的醫療K生改革政策提供方案。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減少腐敗，保護弱勢

群體的利益，個人權利已開始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原則和程序。例如，一

旦涉及到拆房和動用農民土地時，必須得到所涉及到的個體同意和簽字；在村

一級徵用土地時，必須召開村民代表大會，通過後才能付諸行動。近幾年，全

國各地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民主懇談會，在地方落實決策前讓百姓了解政策，發

表意見。這為中國發展協商民主提供了一個機會，也是自由主義為建構和諧社

會，推進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一個機會。

但是，自由主義應該關注更多的公共事務。例如，在國企改革中，很多地

方出現了腐敗現象，用低價把國企賣給老闆。自由主義學者應該關注改制中的

公平問題，賦予工人權利。拍賣國家資產，要通過程序，讓職工代表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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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用民主程序保護工人的利益，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能體現一種對社會

公正的關懷。

簡言之，我們必須為「自由主義」正名，自由主義不僅承擔社會批評的功能，

而且也是捍K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推進國家制度建構中的一個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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