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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國家最高

領導人，都對民主持肯定的態度。然

而，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的民主化

進程似乎並未取得任何進展。其實，

就社會結構而言，相比其他發展中國

家，中國有更好的民主化基礎。在多

數發展中國家，社會不平等和族群分

化通常是成功實現民主政體的最大障

礙，而中國則是少有的經歷了現代社

會革命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歷了類似

革命的歐洲國家一樣，中國的社會革

命打破了由精英階級所控制的舊社會

結構，由此而來的平等的社會結構構

成了一個開放社會的基石。

但是，一個有效的民主政體——

即除民主選舉之外，還有政府在憲政

框架之下的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

以及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是需要時

間才能建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前三十年在很多方面走了彎路，後

三十年又經歷了一條複雜的發展道

路。無論是出於有意或無意，在過去

的三十年Ç，中共以經濟增長為核心

的政策——或稱「增長共識」——起到

了轉移公眾對民主化需求的作用。通

過保持經濟增長並輔以公民自由的擴

大，這項政策基本取得了成功，大多

數中國人都對共產黨的領導表示滿

意。與此同時，中共逐步完善了對自

身的制度化改革，包括黨內決策過程

的制度化、權力交接的不成文規則、

黨員數量的擴大以及黨內民主等。最

重要的是，中共已經由一個無產階級

政黨轉變為一個不具有明確政治意識

形態的政黨。

然而，這些變化似乎並沒有像政

治理論所預言的那樣轉變為民眾對民

主更熱切的期望；相反，中國經濟的

成功卻助長了一種樂觀的觀念，即中

國的精英體制可以成為同西式民主相

抗衡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這種觀念

不僅為多數官員所接受，而且也受到

許多知識份子的推崇。

本文首先討論社會基礎和民主化

成功之間的關係，並認定中國在這方

面具有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加成熟的

社會條件；然後探討「增長共識」在中

國的形成，以及該政策所產生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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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性後果，即收入增長和公民自由

的擴大緩解了民眾對民主的需求；最

後，討論這個後果的可持續性問題，

說明政府的問責和回應缺乏體制基

礎，而建立這個基礎的出路只有民主

化一條路。

一　民主的社會基礎

導致民主化失敗的原因很多，但

和平時期發展中國家民主化最可能失

敗的地方，是政府不能履行其對公民

的承諾。但是，在抽象層次上，民主

具有確保政府問責的內置機制，即如

果不能滿足民眾的要求，政府官員會

在選舉中被民眾淘汰。在現實中，民

主不能做到這點的原因，主要是長期

的社會不平等及其帶來的消極後果。

多數北方國家，如英國、法國、

西班牙和俄國，在完成民主轉型之前

都經歷過革命。革命幫助這些國家開

始了從古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

這個轉型是人類文明史上迄今為止最

偉大的變革，它使人類擺脫了以暴

政、無知、迷信和痛苦為常態的境

地。這樣的變革，在大多數發展中國

家才剛剛開始。

北方國家的革命對世界的影響是

十分深遠的，即便是對此進行一個最

精煉的解釋，也超出了本文的範疇和

筆者的能力。和本文相關的是，這些

革命打破了以精英統治為核心的舊社

會結構。法國和俄國革命如此，英國

革命似乎溫和一些，但其核心仍然是

以新興商人階級為代表的議會和舊體

制下的國王及貴族之間的鬥爭。雖然

舊精英階級要經過很長時間才退出歷

史舞台，但革命早已決定這些變化終

將發生。

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制度是在

殖民者離開時建立的。殖民者往往通

過當地精英階級來統治殖民地，直至

殖民者離開之時，這些地區還很大程

度地保留¹舊的社會結構。因此，精

英統治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成為一種通

病。社會不平等和經濟、政治不平等

之間雖然關係緊密，但也有重要的區

別。社會不平等是靜止的，並對變化

有很強的抵抗性。舊社會結構的一個

鮮明特點，就是伴隨每個人終身的

「身份」，社會精英集團具有排他性並

且非常穩定。相比之下，經濟和政治

不平等可以通過個人奮鬥和政治運動

在短期內得到改善。

實證研究表明，民主不能確保政

府對民眾負責的原因與以下三點有

關：政客的操縱、民眾缺少信息和特

定群體的邊緣化1，而這些因素都與

社會不平等有關。多數發展中國家的

政客來自控制¹媒體、政府和經濟的

精英階層。即使他們並非出身精英階

級，但是為了取得並保持自身的權

力，他們通常會迅速同精英集團聯

合，或直接組成新的精英團體。在一

個不平等的社會中，操縱選票或誤導

民眾更加容易。而特定群體的邊緣化

通常是社會或族群排斥的結果。

另一個阻礙發展中國家政府對民

眾負責的因素是民粹主義的流行。乍

一看這似乎不合情理，因為民粹主義

所要求的，恰恰是政府對民眾的呼聲

做出反應。然而，稍微深入地研究就

會發現，現實並非如此。民粹主義的

結果往往是過量的再分配，以至於損

害政府長期進行再分配的能力。政府

會在民眾短期壓力之下採取有害於經

濟長期增長的舉動，如國有化、發行

超量貨幣，甚至直接沒收部分人的財

產。民粹主義還會給政客操縱選舉的

實證研究表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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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政治與法律 機會，他們會利用民粹主義給予的空

間，為民眾開出迷人的支票，從而輕

鬆當選。最適合民粹主義生長的地方

正是不平等的社會。普通民眾不是因

為他們比富人窮而期望再分配，而是

因為他們認為富人的財富不是通過自

身努力獲得的。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

Ç，富人往往靠有利的社會地位、初

始資本（尤其是土地），甚或不法行為

獲得財富；更令普通民眾不滿的是，

多數公共投資帶來的回報也會落入富

人手中。因此，立即進行再分配是一

般民眾最理想的選擇。

總而言之，社會不平等之所以阻

礙民主，是因為在這種背景下，政府

要麼為社會精英服務、要麼被民粹主

義所「劫持」，要麼兩者兼而有之。在

這方面，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更

好的基礎。中國是唯一經歷過徹底革

命的發展中國家。1911年孫中山領導

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

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1919年的

五四運動繼而顛覆了這個專制統治的

道德和文化基礎；最終，1949年的新

民主主義革命徹底打破了中國舊有的

社會結構，鏟除了其賴以存在的經濟

和政治基礎。

在人民共和國的頭三十年Ç，儘

管中共犯了許多錯誤，其中一些至今

仍沒有得到認真對待，但是社會平等

程度卻得到了改進。土地改革雖然

血腥，但它卻實現了孫中山「耕者有

其田」的夢想；接下來的公社化——

撇開它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可怕後果

不論——進一步平均了農村居民的財

產；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除了

城市中資產集中的可能性。通過立法

（主要是《婚姻法》）、教育普及和普遍

就業，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

高。教育水平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

的重要因素，在農村尤為突出，而初

等教育的普及基本抹平了這種差距。

在�生保健方面，成就同樣顯著，農

村幾乎普及了初級�生保健體系。最

後，社會主義薪酬制度中的平均主義

除了造就一個收入上平等的社會之

外，還向中國人灌輸了強烈的平等觀

念。儘管它可能包含¹嫉妒和其他有

害成份，但這種平等觀念防止了極端

不平等在中國的出現。

但是，如果說中國具有更好的社

會基礎來實現民主，那麼問題就變得

更加棘手了：為何今天的中國並不是

一個民主社會？首先，我們應當認識

到，中共在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間的

絕對統治並非例外，英國和法國在革

命之後都經歷了絕對統治的時期，革

命產生的混亂一般需要絕對統治來平

息。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改革開放

三十年之後、共產黨也放棄了絕對權

力的今天，為何民主仍然沒有到來？

二　經濟增長與民眾對
民主化的需求

（一）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

1976年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處

於經濟崩潰的邊緣。國家經濟增長在

1970年代前期持續下降，最終在1977年

成為負值。更加危急的是，1976至

1977年農業產出連續下降，造成嚴重

的食品短缺。在1959至1962年空前

絕後的大饑荒之後，一場相似的災難

似乎又要降臨中國。危機的壓力在促

成農村改革的過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也最終帶來1984年公社體系

的瓦解2。

另一方面，1972年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的正常

化，為中國領導層開啟了一扇觀察

中共在人民共和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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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就的大門，出國

考察的官員在回國之後撰寫的報告表

明，中國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

爭中——至少在經濟競爭中——無疑

是失敗了。至此，黨內的激進派也認

識到，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

高，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將受到威

脅。因此，追求經濟增長成為黨內的

共識。

在中共開始遠離激進主義的同

時，自發的民主運動也開始興起。事

實上，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可以看作

是1976年「四五運動」的繼續。從表面

上看，「四五運動」是群眾自發悼念周

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但

其實質是民眾在壓抑太久之後對自身

權利的要求。1970年代末，西單「民主

牆」以文革遺留的大字報方式，大張旗

鼓地討論民主問題。在大學校園內，

民主競選選出了學生會領導和區人代

會代表。一種說法認為，這些運動之

所以存在了一段時間，是因為黨內溫

和派希望藉此向當時當權的激進派施

壓，迫使其讓步。無論這種說法是否

正確，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溫和派控制了黨，激進派迅速瓦解。

然而，大眾對民主的需求在1980年

代持續上升。1980年代早期最顯著的

經濟增長發生在農村，因為只有農

村進行了切實的改革。城鄉收入差

距從1978年的2.7倍降低到1985年的

1.8倍3，城市居民開始對現狀愈來

愈不滿。在國際上，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領導下的蘇聯

政治改革鼓勵了民眾對更多政治自由

的要求，同時，中美之間的戰略合作

關係給中國社會，尤其是年輕學生帶

來了顯著的影響，愈來愈多的年輕人

開始將美國的政治模式認定為理想的

政治體系。自1986年起，院校學生發

起了一系列遊行示威活動，開始是要

求在校園Ç有更多權利，後來演變為

對民主的訴求。這一階段的兩位共產

黨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對這些民主

運動表示出很大程度的同情，但在他

們的掌控之下，經濟發展並不容樂

觀。1988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8%4，

這一數字讓中國人回想起1940年代末

共產黨即將勝利時國統區的惡性通

貨膨脹。所有的因素綜合到一起，最

終引發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和「六四

事件」。

同一時間，東歐和蘇聯正在發生

天翻地覆的變化，共產主義政體一個

接一個瓦解，有的領導人甚至被處

決。中共內部對此的反應不一，一些

人堅持退回舊體制，另一些人認為應

當繼續改革。這種分裂導致學生運動

之後的兩年內中國的經濟增長停滯

和政治改革倒退。直到1992年鄧小平

南巡之後，改革才得以重新上路。對

於鄧小平這樣的溫和派而言，共產黨

維持政權的唯一途徑就是實現經濟繁

榮，因此改革是必然的。

（二）經濟增長與低民主需求

中國最艱難的改革都發生在1990年

代。價格改革於1994年結束，不但雙

重匯率被統一，而且大多數商品開始

由市場定價。1980年代，國有企業中

不涉及所有制的改革並不成功，現在

國企終於開始私有化了，這個過程

持續了十多年，直到今天還在繼續，

儘管國企的數目已經不多了。國企改

制特別困難之處在於，它涉及成千上

萬人的就業，在1995到2005年間，近

五千萬人下崗或失業。1990年代末期，

政府也經歷了一場改革，不僅裁員

15%，而且簡化了行政流程，降低了對

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

可以看作是1 9 7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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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質是民眾在壓抑

太久之後對自身權利

的要求。



106 政治與法律 企業的收費。同時，中國還加速了融

入國際社會的步伐，並最終於2001年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19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給予了中

國人民大顯身手、發財致富的機會，

「下海」成為當時的流行語。忽然間人

們意識到，相比爭取民主，賺錢才

是實實在在的。自1992年經濟開始增

長之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沒有讓人

失望過。1980年代早期，中國是一個

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的窮國；二十多

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的人均收入已

超越了中低收入國家的標準，達到

3,400美元；沿海地區的增長更快，

多數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都超過了

6,000美元5。這種增長並不僅僅是字

面上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實質

性的提高：人們開始住進更大的房

子、購買私家車、穿時髦的衣服，甚

至出國遊玩。

雖然農村的收入增長不及城市，

但農村的生活水平同樣得到很大改

善：幾乎所有的村子都通了電，多數

村子修建了連接主要幹道的道路，大

多數家庭擁有電視，年輕人都有手

機，還有些人購買了摩托車。最重要

的是，將近三億農村人口擺脫了貧

困。各種調查普遍表明，農村居民對

生活的滿意度（更時髦的說法是「幸福

指數」）比城市居民更高。這不是因為

他們的收入水平比城市人高，而是因

為同城市人相比，他們感覺生活水平

相較過去有更大的提高。

2008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

3.3倍6，為世界之最，但如果將城市

和農村分開來看，收入分配其實是相

當平均的。全國總體的收入基尼系數

（the Gini Coefficient）是0.47，和美國

相當；而將城市和農村分開計算時，

基尼系數都是0.377。考慮到一個人

感受到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只與其周

遭環境有關，這種程度的不平等並不

會引起大眾對富人或政府的反對。這

並不是說沒有渴求變革的呼聲，但多

數不滿都是針對腐敗和富人非法獲利

的行為。和任何發展中國家一樣，腐

敗在中國十分嚴重，但中國和其他發

展中國家的區別在於，中國的腐敗官

員一直受到審查和嚴懲。雖然這些措

施並不能根除腐敗，但它至少能讓民

眾對政府產生信心。

伴隨¹經濟改革，社會保障在一

段時間內被削弱了，但胡錦濤、溫家

寶政府啟動的數個計劃，正在重建社

會保障體系。在城市，養老保險體系

得到重建，覆蓋率也在提高；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向超過二千萬低收入居民

提供了社會安全網；醫保體系正在進

行新一輪的改革，目標是走向全民醫

療保險。在農村，新的養老保險也啟

動了。

收入增長和福利改善的結果是公

民自由的增加。改革之前，國家通過

所謂的「單位」控制¹個人從出生到死

亡的全部生活。改革可以說是國家退

出社會的過程。如今，只要努力，每

個人都有發揮自己最大潛能的機會；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可以為自己做

決定；賺錢不再被認為是罪過，同時

政府也能尊重個人財產權。2003年胡

錦濤、溫家寶上任之後，政府甚至在

最受爭議的土地徵用問題上作出了很

大讓步，200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物權法》讓公民可以依法保護自

己的財產，包括房地產。

此外，政府還出台了限制自己權

力的法律、法規。1989年通過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給予普通

公民起訴政府不正當行為的權力，而

200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多數不滿都是針對腐

敗和富人非法獲利的

行為。和任何發展中

國家一樣，腐敗在中

國十分嚴重，但中國

的腐敗官員一直受到

審查和嚴懲。雖然這

些措施並不能根除腐

敗，但它至少能讓民

眾對政府產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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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開條例》規定政府必須公開包

括財政預算在內的非國家機密信息。

雖然這些法律的實施遠非完善，但它

們的存在至少表明政府願意將自己置

於公眾的監督之下；對政府官員也構

成一種威懾，防止他們過多地濫用權

力。這些法律頒布之後，普通公民的

確成功利用它們向政府索取賠償金、

獲取政府財政信息。

除此之外，政府對不稱職的政府

官員的調查和查辦愈來愈嚴厲，比如

2008年毒牛奶事件發生後，石家莊市

的書記、市長和數名高級官員被撤

職。同樣的事情在孟學農身上戲劇性

地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在他剛就任北

京市市長的時候，由於未對「非典」

（SARS）做出及時處理，他失去了市

長的位置；另一次是在他剛就任山西

省省長的時候，由於「黑磚Ä」和礦難

頻發，他又失去了省長的位置。儘管

沒有正式規定，但當政府不能對群體

事件或重大的突發事件做出正當處理

的時候，民眾普遍的期待就是相關官

員辭職或被撤職。

這並不是說中國人民已經享受和

發達民主社會一樣多的公民自由。令

中國人民滿意政府的原因，主要有兩

點：其一，人們或許對現狀有很多抱

怨，但對比今天的生活和三十年前的

生活，很少會有人否定生活水平的巨

大提高；其二，多數人的生活並沒有

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預，或者說，他們

可以避開政府的干預。國家可能不給

予正當的補償就徵用居民的土地，但

多數人並不擁有土地；國家監控言論

和網絡，但人們可以在私人集會上交

流，也可以通過技術或者調侃手段突

破網絡上的封鎖；國家或許肆意向企

業收取不合理的費用，但多數人沒有

自己的企業；國家嚴格控制政治集

會，但在私人集會中，人們仍然擁有

很大的空間，比如到公園Ç參加自發

的合唱或參與家庭宗教活動；甚至在

計劃生育方面，對許多家庭而言，生

一個孩子已不是政府強制的結果，而

是一種社會習俗。

公民自由在發達的民主體制中為

公民提供一些背景性權利，即當公民

感到自身權益遭到侵犯時可以調用來

保護自己的權利。這些權利對於長期

穩定和建立一個公平、有序的社會來

說十分重要。在中國，多數人還忙¹

享受經濟增長的好處，以及隨之而來

的自由，所以忽略了這些在長期來說

更為重要的權利。

三　問責、回應及其與
民主的關係　

一般認為，「問責」是只有在民主

政體中才會出現的名詞。然而，中國

的威權政體也為民眾提供了一定的問

責機會，特別在非政治領域；而且，

政府也在日益增強對民眾要求的回應

（responsiveness）。問責和回應是一個

良序民主所必需的，但兩者有很大的

區別。問責意味¹政府的行為要符合

一般認為，「問責」是

只有在民主政體中才

會出現的名詞。然

而，中國的威權政體

也為民眾提供了一定

的問責機會，特別在

非政治領域；而且，

政府也在日益增強對

民眾要求的回應。

孟學農曾因施政失當而兩度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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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核查；回應意味¹政府對民眾的

要求做出反應。一個有問責機制的政

府可能是一個被動的政府，它或許會

盡可能少答應事情，因此一個有問責

機制的政府不一定是一個給民眾辦事

的政府；相比之下，一個回應民眾要

求的政府更可能為民眾辦事，也更可

能促進經濟增長。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可能有

問責機制，但卻不回應民眾的要求，

中國政府則在回應民眾要求方面做得

比較出色。中國政府在提高國民收

入、提供社會保障和保證窮人基本生

活這些方面做得相當成功，在特定領

域也允許公民自由的存在。除了人代

會和政協外，民眾還可以通過撥打市

長電話、遞交請願書、在媒體和網絡

上發表文章、遊行示威等方式向政府

傳遞自己的聲音。雖然政府的打壓仍

然很常見，但我們能看到政府正在對

公眾的要求做出回應。這樣便帶來一

個問題：中共這樣做的動機是甚麼？

一個簡短的回答是，中共的動機

在於從民眾那Ç獲得執政的合法性。

在民主政體中，政府的合法性是經由

民眾同意的選舉和輔助制度產生的。

非民主政體中的政府不是由民眾選舉

出來，也不是按照一定的程序產生

的，所以它們需要尋找其他的方法獲

取執政合法性。歷史上，統治者常常

利用軍事力量和迷信獲得合法性，一

些當代獨裁者也試圖效仿古人，但都

遭遇了慘痛的失敗。

在現今的威權政體中更常見的，

是統治者討好一小部分潛在的反對者，

購買他們的支持。這些政體也可能發

展經濟，但它們允許與其結盟的小團

體獨吞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軍政府

統治下的拉丁美洲國家，以及現在的

津巴布韋政府都是如此。中國與此不

同，中共願意讓社會各個階層都從經

濟增長中獲益，並允許公民自由的存

在。在很大程度上，這和中國的社會

結構以及中共自身的政治基礎有關。

筆者在第一節中強調過，中國社

會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系列

革命之後成為了一個相對平等的社

會。一個平等社會沒有突出的精英團

體，利益集團因此失去了組織起來的

基礎，統治者不會面對某個團體的挑

戰，因此也就無需購買它們的支持。

相反，為了獲得執政合法性，統治者

會試圖討好所有民眾而非某個團體，

換言之，政府對社會採取一種中性的

態度。中國政府就是這樣一個中性政

府。這不是說中國政府是無私的，而

是說它不會特意照顧某些群體的利

益。我們都知道，中國政府的政策是

有選擇性的，城鄉收入差距就是這些

政策的結果之一。但是，選擇性的政

策並不代表選擇性意圖；對中國而言，

政府政策的背後意圖是統一的，即全

面的經濟增長。比如，政府政策偏向

於城市並不代表政府偏好城市居民，

而是因為城市的生產率高於農村。

一項政策到底是出於政府對不同

人群的偏好，還是統一的偏好下的措

施，一個測試是看政府對特定人群的

偏好是否是持續性的。中國政府在過

去三十年間通過了這項測試，即沒有

明確地偏向任何群體。改革是一個將

權利從國家移交給普通民眾的過程，

中共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因為自身內部

精英的反對而退縮；改革也重新分配

群體的利益，在一些情況下，比如國

企改制過程中，很多人的利益會受到

損害，這時政府也站穩了腳跟，頂住

了民粹主義的呼聲；為了彌補農村生

活水平的相對下降，政府啟動了新農

中國政府的政策是有

選擇性的，城鄉收入

差距就是這些政策的

結果之一。但是，選

擇性的政策並不代表

選擇性意圖；對中國

而言，政府政策的背

後意圖是統一的，即

全面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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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設；等等。總體而言，中共在過

去三十年間保持了中性的性質8。

中共能保持中性也和黨自身的政

治基礎有關。在毛澤東時代，黨的成

員大都來自勞動階級，經過改革時期

幾輪思想的轉變，黨開始吸納各界成

員。一個重要的改變是允許資本所有

者入黨，同時，許多接受西方教育的

知識份子開始在黨和政府內擔任高級

領導職務。最終，中共內部變得和社

會一樣多樣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幫助

了黨保持相對於社會的中性。

但是，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制

度，問責和回應能否持續？一些論者

傾向於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諮詢

型民主」就是答案之一9。然而，筆者

個人的意見是，也許中國的民主制度

會不同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民主制

度的基本框架是不可避免的，這包括

定期的競爭性選舉、權力的制衡，以

及民眾表達方式的多樣化。沒有這樣

的基本框架，對政府的問責就沒有保

障，特別是當事態要求政府按照既定

的規則行事的時候。而由於問責沒有

保障，政府對民眾要求的回應可能是

不完整的、或者是有選擇性的。

舉例來說，一位印度學者和筆者

在一項北京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對比研

究中發現，兩個城市對待移民子女教

育的態度差別很大。瑞安的經濟基礎

在於製造業，所以當地對合格工人的

需求很高，因此，當地學校不僅對移

民子女開放，而且還給予困難學生補

助。相反，北京希望發展知識型經

濟，因此不歡迎低教育水平的移民，

採取的措施之一是向移民子女徵收高

額借讀費。即使是在瑞安，政府的回

應也不是制度化的，而是出於當地政

府對當地經濟的關注bk。

說到底，當前政府的問責與回應

產生於中共對合法性的追求，而不是

執行社會契約所內置的機制。然而，

不管是否與其初衷一致，中共對合法

性的追求將不可避免地把中國引上了

民主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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