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可

以有很多視角，視角的選擇在很大

程度上決定了結論。如果從憲法文

本的角度來觀察，《八二憲法》的制

訂及歷次憲法修改都可以看作某種

程度的政治進步1。即便將這一視

角擴展到整個立法工作上，這一結

論也基本是穩妥的，法律體系的完

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運作的

制度化水平。然而，正如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誰若

想通過法律彙編來判斷那個時代的

政府，誰就會陷入最可笑的謬誤之

中。」2如果轉換一下視角，從政黨

政治、政治參與、司法獨立等角度

觀察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可能就

得不出令人樂觀的結論。事實上，

對評判政治發展而言，困難並不在

於得出甚麼樣的結論，真正的挑戰

在於怎樣得出結論。不同於一般的

泛泛而論，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

係學院謝岳教授的新著《維穩的政治

邏輯》（以下簡稱謝著，引用只註頁

碼）從中國大陸的「維穩」政策切入，

通過扎實的論證，貢獻了一個觀察

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獨特視角。

「維穩」是中國大陸近年來的一

個熱門話題。隨 市場改革的持續

推進，在製造了經濟繁榮的同時，

社會矛盾衝突也在持續增長，惡性

犯罪、上訪、群體性事件愈來愈

多，挑戰社會政治秩序的行動愈演

愈烈。面對這種局面，政府對「維

穩」愈加重視，各種「維穩」政策陸

續出台並付諸實施，然而效果不

佳。如謝著所述，隨 「維穩」政策

的推進，中國大陸的社會秩序非但

沒有好轉，各種不穩定的因素反而

┌維穩┘與政治發展
 ——評謝岳《維穩的政治邏輯》

   ● 黨東升

謝岳：《維穩的政治邏輯》（香港：

清華書局，2013）。

觀察中國大陸的政治

發展，可以有很多視

角。不同於一般的泛

泛而論，謝岳的新著

《維穩的政治邏輯》從

中國大陸的「維穩」政

策切入，通過扎實的

論證，貢獻了一個觀

察中國大陸政治發展

的獨特視角。

c139-1303017.pm 7/10/13, 3:22 PMPage 148 Adobe PageMaker 6.5C/PPC



「維穩」與政治 149
發展

大幅增加（頁32-37）。對於當前的「維

穩」政策來說，「越維越不穩」正在成

為一個準確的評價。作者以敏銳的

問題意識，抓住這一政策悖論，通

過對「維穩」行動、機制和邏輯的清

晰展示，令人信服地解釋了「越維越

不穩」的政治原因，並對「維穩」政

策的政治影響做出了精當的評價，

透過這些分析，中國大陸政治發展

的本質問題也得以充分地揭示。

一般來說，共同體的社會生活

欲得以維持，某種程度的秩序不可

或缺。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為了維

持共同體的社會秩序，任何社群都

發展出了維持穩定的制度3。對處

於大變革之中的國家而言，由於社

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利益和價值衝

突的加劇，原有的「維穩」制度在應

對新環境時會出現不適應，有效性

大打折扣，合法性也面臨質疑，這

種狀況在轉型國家屢見不鮮，由此

導致的不穩定也比比皆是4。此時

要麼停止或減緩變革的進程，要麼

對「維穩」制度進行調整，由此國家

面臨 重大的方向選擇。

對於努力實現現代轉型的國家

而言，為了適應或推動經濟社會的

重大變革，對「維穩」制度作出調整

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但關鍵的問題

是，「維穩」制度調整的方向何在？

謝著認為，公正獨立的司法、廣泛

參與的代議政治和自治互助的公民

社會構成了現代國家「維穩」的三大

系統（頁5）。需要說明的是，作者

並未對這一命題展開論證，而是直

接將其作為理論預設，以此為起點

展開本書的寫作。

謝著將論證的起點建立在「三大

系統」這一理論預設之上，無疑是一

種危險的做法。首先，這一預設的普

適性便很容易招致特殊論者的批評；

其次，由於這一預設在很大程度上

是西方中心的，非西方的學者有各

種理由拒絕接受；再者，由於這一預

設本身包含 多元交錯的價值判斷，

即便在西方也會碰到質疑的聲音5。

但作者顯然不想就此用力，而是直

接亮明了自己的立場，並「持開放

的態度，歡迎各種批評」（頁2）。

以此理論預設觀照中國大陸當

前的「維穩」政策，可以形成一條基

本的命題：如果國家的「維穩」政策

強化了三大系統，就會有助於社會

政治秩序的穩定，反之則會損害社

會政治秩序的穩定。這樣一來，在

弄清楚中國大陸當前的「維穩」政策

是甚麼之後，以三大系統為參照，

就可以評估當前政策之得失和影

響。據此，作者提出了本書要回答

的三個基本問題：第一，中國的

「維穩」政策是甚麼？第二，為甚麼

「維穩」政策效果不佳？第三，當前

的「維穩」政策會對市場經濟和三大

系統產生怎樣的影響？作者希望通

過對中國大陸「維穩」政策的研究，

為政治發展理論提供一個經驗觀察

的機會，從而幫助學者進一步理解

中國政治和社會。

與坊間熱議的「維穩」相比，在

官方的行文中，「維穩綜治」、「綜治

維穩」是經常連用的詞彙，這種連用

顯然反映了二者之間的緊密關係。

籠統地講，二者可謂一體兩面。謝

著將研究對象瞄準社會治安綜合治

理，可謂抓住了國家「維穩」政策的

核心。綜合治理是一個宏大的歷時

性系統工程，包含了「嚴打」、警務

聯防、群防群治、大調解等行動。

作為本項研究的基礎工作，作者採

用工筆手法，孜孜不倦，圖繪了綜

治行動的全景圖。在這些行動背

後，黨的全面領導、專政與民主、

作者以敏銳的問題意

識，抓住「越維越不

穩」這一政策悖論，

通過對「維穩」行動、

機制和邏輯的清晰展

示，令人信服地解釋

了「越維越不穩」的政

治原因，並對「維穩」

政策的政治影響做出

了精當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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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開支和治安責任四種機制

隨後也被清晰地揭示出來。

如果將研究停止於這 ，則不

免流於平庸，在筆者看來，謝著更

加富有學術價值的努力在於，「揭示

隱藏在綜合治理政策行動與機制背

後的邏輯關係」（頁246）。這顯然構成

了本書的重點和亮點，因為與行動

和機制這些現象相比，它們背後的邏

輯能夠更加深刻地反映中國大陸政治

的本質。透過對「公共安全政治化」、

「秩序至上主義」、「公安主導」、「泛

行政化」、「選擇性地方依賴」、「運

動式動員」這六大邏輯的揭示，中

國大陸的「維穩政治」這一形象躍然

紙上，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本質問

題也就不言而喻了（頁246-71）。

在回答本書設定的三個問題

時，作者指出：

第一，面對社會治安日益惡化

的形勢，由於政府認識到司法機關

解決糾紛的能力並不理想，同時認

識到，挑戰政治秩序的危險主要來

自於社會的最基層，挑戰者主要由

社會的流動人口和邊緣人群構

成，社會衝突的焦點主要是那些面

廣量大的人民內部矛盾（頁7），使

得綜合治理成為國家「維穩」政策的

主要和核心的內容；

第二，由於綜合治理政策主

要致力於提高政法機關的打擊和監

控能力、捍 政權能力、政治動員

和幹部控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偏

離了「社會秩序維護所需要的公民社

會自治能力、司法能力以及代議能

力」（頁273），使得國家政治維護能

力愈來愈強，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

民權利的能力愈來愈弱。由於政治

維護功能壓倒性地凌駕於社會秩序

和公民權利之上，在社會自治能力

已經初步發育和公民權利意識已經

顯著提高的背景下，「維穩」行動反

而激起了更多的不滿和抗爭。在這

個意義上，「越維越不穩」至少是部

分準確的表述；

第三，由於「綜治維穩」模式加

強了黨政合一、模糊了國家與社會

的邊界、削弱了行政系統的科層

制、加重了司法邊緣化，因此非但

沒有強化上述理論預設的三大系

統，反而給三大系統的建設製造了

難以逾越的政策障礙。

基於這些判斷，作者對中國政

治改革的艱難前景抱有相當清醒的

認識。不寧唯是，在作者看來，由

於「維穩」政策與法治理念背道而

馳，如果繼續長期實施，三十年市

場化改革取得的經濟成果也有葬送

的危險。應當說，這是一個振聾發

聵的論斷。

對秩序的偏好意味 人類總是

需要某種社會控制機制，但是由於

這一需求與人類對自由的嚮往產生

了巨大的衝突，因此如何在國家與

社會、政治秩序與公民權利之間進

行合理區分，或者說，怎樣組織國

家的權力使其既能服務於公共利

益，又不致於損害社會自治和公民

自由，就至為關鍵。從謝著中，我

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家實施的「維

穩」政策對秩序的極端偏好，以及

這種偏好對司法公正、代議政治和

公民社會的削弱。在這種偏好的引

導下，不同於1990年代中國大陸弱

化黨政權力、強化通過法律進行社

會控制的政治發展趨勢6，黨政權

力取代法律重新成為了社會控制的

主要手段。由於國家的綜治行動過

份仰賴權力的運用，將「維穩」作為

主要目標，將政治秩序凌駕於公民

和社會之上，權力的泛濫勢所必然。

然而當權力的觸角超越了社會和權

與坊間熱議的「維穩」

相比，在官方的行文

中，「維穩綜治」、「綜

治維穩」是經常連用

的詞彙，反映了二者

之間的緊密關係。謝

著將研究對象瞄準社

會治安綜合治理，可

謂抓住了國家「維穩」

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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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邊界時，隨之而來的既可能是

表面短暫的秩序，也可能是更多激

烈的抗爭。

在導言部分，作者解釋了長期

以來人們迴避研究「維穩」問題的主

要原因——「第一手資料很難得到」

（頁8）。互聯網的發展和政府資訊

的公開部分地降低了這一工作的難

度，但是寫作的困難仍然存在，因

為公開的資料仍然是不全面的，在

可信度上也是可以受到質疑的。作

者的寫作主要依賴於第一手文獻資

料和實地調查，並在這些資料的基

礎上，通過扎實的梳理和甄別，向

讀者呈獻了一部關於「維穩」政策實

證研究的佳作。但是不得不說，由

於一些重要資料的欠缺，比如更加

全面的政法人員和政法經費資料、

「維穩」行動的決策和實施過程、被

「維穩」人群的不同回應策略等，謝

著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不過，作者利用可以獲取的經

驗材料，秉持客觀立場進行實證研

究，得出的結論常有出人意料之處，

也正因為如此，書中論及的很多主

題都值得認真研讀和玩味，茲舉

三例如下：

第一，在法學家的研究視野

中，調解一般與裁判放在一起進行

研究；作為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

制，調解更多被賦予正面的評價。

而在謝著中，調解作為一種「維穩」

工具，被放置在「嚴打」的延長線

上，由於研究路徑的差別，得出的

結論大有不同。作者通過對大調解

歷史、制度和案例的分析，充分揭

示了大調解作為「維穩」工具背離法

治的本質屬性，這對於那些無視當

下中國大陸政治發展水平，積極宣

導調解優先的法學家而言，無疑是

一種有力的批評。

第二，作者對公共安全開支的

研究是一項極富雄心的嘗試，因為

中國大陸的公共安全開支體系看起

來雜亂無比，而且資料獲取十分困

難。在這一部分的研究中，作者撥開

資料的迷霧，嫻熟地運用統計分析

方法，令人信服地描繪了公共安全開

支的基本面貌，並通過地域比較揭

示了公共安全開支給不同地方帶來

的財政壓力。如此，「維穩」政策的

局限性和負面影響也就昭然若揭了。

第三，在解釋「越維越不穩」這

一悖論時，作者將秩序結構劃分為

四個類型：政治秩序、社會秩序、

局部或少數人秩序、個人權利。在

作者看來，在穩定問題上，中國大

陸政府最看重的是政治秩序穩定，

其次是社會秩序穩定，少數人和個

人的權利問題則是更加次要的政策

目標（頁253）。一方面，政治穩定至

上意味 政府優先維持政治秩序；

另一方面，個人或少數人的維權行

動以及對社會秩序造成影響的行為

也常常被視為挑戰政治秩序的行動

來處理，而處理手法往往是壓制型

的。事實上，「維穩」政策的實施使

得政府的政治秩序維持能力大大增

強了，就政策實施效果而言，至少

在短期內，政府的政治穩定性也得

以加強了。因此，如果說政治秩序

「越維越不穩」，顯然是不準確的。

但是由於政府採取了錯誤的方式處

理維權行動，對擾亂社會秩序行為

的處置也失當，在「維穩」政策實施

的同時，社會秩序反而愈來愈不穩

定了。因此，僅就「維穩」政策的短

期效果評價，「越維越不穩」只能算

是部分準確的評價，即伴隨 「維

穩」政策的實施，社會秩序愈來愈

不穩定了。但是從長期來看，由於

當前的「維穩」政策無法從根本上改

作者嫻熟地運用統計

分析方法，令人信服

地描繪了公共安全開

支的基本面貌，並通

過地域比較揭示了公

共安全開支給不同地

方帶來的財政壓力。

如此，「維穩」政策的

局限性和負面影響也

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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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會秩序和保護個人權利，最終

也會動搖政治穩定的根基。如果

「維穩」政策不進行大幅度的調整，

「越維越不穩」可能會成為一個愈來

愈準確的評價。

儘管謝著有上述優點，但也有

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在此

略舉兩例加以探討：

第一，如果作者的理論預設能

夠成立的話，為甚麼中國大陸政府

會偏離公民社會自治能力、司法能

力和代議能力建設，而採取了綜合

治理這一替代政策？作者對這一問

題並未給予正面的回答。在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那 ，對處

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來說，現代性

和穩定性之間有 先後次序，「首

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

合法的公共秩序。」7對中國大陸的

政治發展而言，在保證政權穩定的

有效性前提下逐步積累合法性8，

是一種正確的路徑選擇嗎？或者具

體點說，當前的「維穩」政策是一種

正確的選擇嗎？儘管謝著並未直接

就這一問題進行回答，但在筆者看

來，本書結論部分的相關表述隱約

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當前的「維

穩」政策正在以透支合法性的代價

來換取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偏離

了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謝著探討了「維穩」政策

對三大系統的影響，但遺漏了三大

系統對「維穩」政策的影響。既然二

者是相關的，影響也應該是相互

的，對二者之間關係的探討就很有

必要。最基本的問題是，二者是相

互消長還是平行發展的？從實踐看

來，三大系統的建設對「維穩」行動

是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作者

的研究也表明，隨 司法能力的提

高，「嚴打」這種「維穩」工具的適用

空間愈來愈小；即便是調解，依法

調解的成份也愈來愈多。如果三大

系統建設可以有效抵制「維穩」的負

面影響，隨 公民社會自治能力、

司法能力和代議能力的提高，「維

穩」政策自然會被社會所淘汰；如

果三大系統建設無法抵制「維穩」的

負面影響，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

廢除或調整某些「維穩」制度就是必

須考慮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或許由於謝著

旨在對中國大陸整體的「維穩」政策

進行描述和解釋，地方政治發展水

平的差異在本書中並未受到應有的

重視。現實情況是，隨 經濟發展

水平的持續擴大，東南沿海省份與

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政治發展水平已

經有了很大的差距。與經濟欠發達

地區相比，經濟發達地區的公民在

權利保護、利益表達和社會自治能

力方面有更高的發展基礎和政治訴

求。因此，「維穩」政策在不同地方

對三大系統的影響也將呈現不同的

面貌；更加細緻的研究，需要通過

對跨地區的「維穩」政策實施情況的

比較來實現。另外，基於「維穩」個

案的社會學研究同樣是有價值的，

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維穩」

行動的真實運作。從這個意義上

講，作者的這項研究不會是終結。

當前，由於一些深層次矛盾無

法解決，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話題

重新升溫。作為一名政治學者，謝

岳也不乏對改革的關注。通過對

「維穩」政策的深度剖析，作者對

「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作了獨

到的詮釋。在作者看來，當前由於

政府過份強調「維穩」，使得鄧小平

的用「改革」來平衡「發展」與「穩定」

的戰略面臨 嚴峻的挑戰（頁2-5、

272-76）。由於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

如果三大系統建設可

以有效抵制「維穩」的

負面影響，隨 公民

社會自治能力、司法

能力和代議能力的提

高，「維穩」政策自然

會被社會所淘汰，否

則，廢除或調整某些

「維穩」制度就是必須

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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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推進，對「穩定」的訴求無法通

過公民社會自治能力、司法能力和

代議能力建設來實現，而是延續了

威權政治下的綜合治理模式，這種

「維穩」模式的實施進一步擠壓了政

治改革的空間。當「穩定」被推崇到

愈來愈高的地步時，「發展」非但成

為一個次要的目標，甚至已經取得

的發展成果也可能會喪失。重新實

現「發展」與「穩定」的平衡，需要

啟動更加根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改革。

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政治秩

序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對抗是一個經

典的話題，當前中國大陸對「維穩」

與「維權」的爭論再次將這一對抗生

動地展現出來。如果國家繼續將

「維穩」作為主要的政治訴求，對維

權行動的壓制就在所難免，而由於

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壓制將

會導致更多的維權行動，並不斷動

搖政權的合法性，最終危及政治的

穩定。謝著提醒我們，超越這一惡

性循環並非易事，克服「維穩」的政

治慣性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改革。

法學家龐德（Roscoe Pound）在

那個著名講義 指出，擁有理想成

份的法律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手

段，起 維繫文明的作用。在法律

與權力的關係上，龐德直截了當地

表達了自己的觀點9：

今天許多人都說法律乃是權力，而

我們卻總是認為法律是對權力的一

種限制。⋯⋯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

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

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

的。但是法律決不是權力，它只是

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

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

明的一種東西。

就謝著的主題而言，從政治文明的

維持出發，運用帶有理想成份的法

律合理組織「維穩」的權力，才能實

現社會的長久穩定。在此，公正司

法、代議政治和公民自治構成了

「維穩」的理想圖景，而中國大陸的

「維穩」政策與這一理想圖景的差

距，既提醒我們注意中國政治發展

的現實，也意味 中國的政治發展

仍然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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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謝著而言，公正司

法、代議政治和公民

自治構成了「維穩」的

理想圖景，而中國大

陸的「維穩」政策與這

一理想圖景的差距，

既提醒我們注意中國

政治發展的現實，也

意味 中國的政治發

展仍然有 很大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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