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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政治與激進民主

新世紀的前夜，西方左翼政治進入了低迷徘徊時期。在思想層面上，左翼

知識份子在與保守政治的交鋒中，雖然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批判言路（從女性主

義、承認政治、差異政治、文化多元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等等），但相互之間的理

論取向和關注焦點的差異分歧，使這種批判在整體上呈現出龐雜分裂的局面，

難以為左翼政治的策略提供有效的思想資源。在現實政治中，蘇聯東歐社會主

義陣營解體，北歐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模式陷入危機，而英美目前的政

治領袖雖然表現出親近左翼的面目，實際上卻在延續撒切爾—里根時代的「新自

由主義」政策。現實的政治格局表明，左翼所有重要的制度性方案均告失敗。

然而，對於拒絕加入「歷史終結」大合唱的知識份子來說，現存的西方資本

主義模式絕不是現代性唯一的、終極的方案。因此，如何在危機中調整策略、

開拓新的思想言路以復興批判性的政治事業，是今天左翼知識份子所共同面

臨的問題。法國政治理論家墨菲（Chantal Mouffe）是當代歐洲最有影響的左翼

學者之一1，長期致力於左翼政治理論的重建。她所編輯的《激進民主的維度：

多元主義、公民與社群》（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一書，集結了來自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及南斯拉

夫學者的研究，圍繞0民主理論中的關鍵問題，在反省自由主義的同時也深入

檢討了左翼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試圖為左翼政治在當前歷史條件下重新定位，

是一本重要的當代政治理論文獻。

一　放棄革命，保持激進

民主問題從來就是現代政治爭論的核心，而近十年以來，「民主」語詞更是

全球性的政治「流通貨幣」，種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和思想都試圖在「實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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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民主」或「維護民主」的旗幟下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墨菲認為對

民主的再思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在這部文集中，「再思考」所達成的

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左翼政治必須放棄「全面革命」的理念。

「放棄革命」意味0左翼必須以新的態度來面對「自由主義民主」（l iberal

democracy）。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左翼力量傾向於全面否定自由主義民主體

制，並期待通過革命代之以全新的社會政治形式。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悲劇

正是這種全面革命理念的歷史實踐結果，其災難性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

不容迴避的。同時，在對自由主義的長期批判中，左翼從未完成任何比自由主

義民主更具操作性的民主制度構想，而左翼政治在現實鬥爭（如反對性別的、種

族的歧視等）中的進展卻恰恰是在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中實現的。面對這些歷史經

驗，今天相當多的左翼人士終於接受了他們長期否認的一個信條——如墨菲所

明確告白的那樣——「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是任何民主化過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

分，而社會主義的目標只有在一個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tic regime）內才

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實現」2。

然而，「放棄革命」絕不意味0放棄批判，而是轉變批判的路徑與策略：不

再拒斥自由民主傳統的價值和成果，而是將這一傳統「激進化」（radicalize）——重

新舉起兩百年前民主革命所高揚的「人人自由平等」的旗幟，使用其符號資源，

通過內在的批判，迫使現代民主社會履行其許諾的理想，從而在政治自由主義

的體制框架內不斷擴展與深化民主。墨菲認為，這條「激進民主」的道路是今天

左翼政治復興的唯一希望。

需要澄清的是，左翼的這一策略轉變並不是向保守政治作出的妥協。因為

就組織社會的政治原則而言，沒有甚麼可能比「人人自由平等」的主張更為激進

的了。所以，現代民主的問題不在於它原初的理想，而在於這一理想遠遠沒有

在現存的民主社會中實現。這就要求我們再度檢討自由主義傳統，確定其對當

代民主的正面貢獻，同時揭示其阻礙民主擴展與深化的弊端。在這個問題上，

墨菲特別指出要將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加以區分和剝離。的確，人們

常常把自由主義等同於對私有財產權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維護，但這兩者的

關聯不是必然的，甚至一些自由主義者對此也有所闡明。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有關社會正義的理論並沒有把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作為政治自由主義的

必要前提。因此，左翼的激進民主雖然肯定了自由民主社會的政治形式，但這

並不意味0要接受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墨菲所倡導的激進民主與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以及某些「後現代主義者」的政治主張具有相當的分歧，雖然它們常常貼有類似

的標籤。在哈貝馬斯理論框架中形成的「普適主義版本」的激進民主建築在道德

發展進化論和階段論的基礎之上，尋求「未經扭曲的交流」以及不同價值訴求之

間最終的理性和解。這種版本的激進民主想像了消除對抗與分裂的政治可能。

墨菲對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她所理解的激進民主恰恰預設了民主不可能最終

完成。墨菲認為，平等原則與自由原則之間具有不可消融的張力（tension），這一

近十年以來，「民主」

語詞更是全球性的政

治「流通貨幣」。因

此，墨菲認為左翼政

治必須放棄「全面革

命」的理念。「放棄革

命」意味�左翼必須

以新的態度來面對

「自由主義民主」。然

而，「放棄革命」絕不

意味�放棄批判，而

是轉變批判的路徑與

策略。



二十一世紀評論 15

張力使得現代民主永遠無法清除「不可確定性」和「不可判定性」的成分。因此，

墨菲主張的激進民主從根本上拒絕任何尋求終極解決的理論企圖。另一方面，

墨菲也闡明了她對某些一味強調「異質性」、「瀰散性」和「不可通約性」的「後現代

政治」的批評看法。在某些後現代取向的激進政治話語中，所有利益、所有意見

和所有差異都被賦予同等的合法性。墨菲認為，這種極端形式的多元主義絕不

可能提出任何可行的政治體制框架，因為它否定了任何建立標準的可能。然

而，「為了使我們對多元性的承認不至於導致徹底的冷漠與徹底的無可區分

（indifferentiation），標準必須存在，用以判定甚麼是可容許的而甚麼不是」3。

一旦將左翼政治重新定位於激進民主，即在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的框架內將

平等和自由的原則擴展到越來越多的社會關係之中，許多相關的理論問題也就

需要重新清理。如何構建政治身份確認、如何通過公民參與爭取更充分的社會

正義，以及如何使民主與現代社會的高度異質性相兼容等等，便成為關鍵問題

凸現出來。這部文集的作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在「公民」、「社群」以及「多元主義」

這幾個主要的「激進民主的維度」上展開討論，深入觸及了當代政治理論中一些

關鍵的、有爭議的問題。

二　公民、社群與激進民主目標

一旦放棄全面革命的策略，左翼力量也就不再能夠依據「階級」的概念來形

成政治聯盟。為了實踐激進民主，左翼就必須重建作為行動主體的「我們」。目

前最有吸引力的思路是以「公民」代替「階級」來形成新的左翼政治身份確認

（political identity）4，因為公民的概念在反對專制主義的歷史鬥爭中具有鮮明的

激進特徵。但這個替換並不簡單，它涉及到現代語境中的公民觀問題，這是自

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爭論的焦點之一。

簡略地說，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主張單獨的、理性的個人是社會的基礎，個

人的利益先在於社會，強調個人自由的優先性，並傾向於以「消極自由」方式來理

解個人自由。在公民觀問題上，自由主義者往往採用比較「狹窄」的公民概念：將

公民僅僅理解為（憲法所保障的平等的）個人權利的承擔者，公民身份就是個人理

性地追求自己所定義的「利益」（the good）的資格。每個人只要不觸犯法律或侵犯

他人的權利，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就是「私人領域」的問題，與政治無關。而在社

群主義者看來，剝離了社會性的、無所擔當的（unencumbered）「個人」概念是自由

主義的臆想。人首先是社會性的、根植於不同的社群，「公民」作為政治身份確

認只能在社群中獲得。針對自由主義的弊端，不少社群論者主張恢復「公民共和

傳統」（civic republican tradition）的政治思想5，將「公益」（common good）置於個

人權利之上，強調公民在社群中積極參與對公益的追求才是實踐民主的關鍵。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重要分歧在於：前者強調「消極的個人自

由」，而後者強調「積極的政治參與」；前者主張「個人權利優先」，而後者主張「社

目前最有吸引力的思

路是以「公民」代替

「階級」來形成新的左

翼政治身份確認，因

為公民的概念在反對

專制主義的歷史鬥爭

中具有鮮明的激進特

徵。但這個替換並不

簡單，它涉及到現代

語境中的公民觀問

題，這是自由主義與

社群主義爭論的焦點

之一。



16 二十一世紀評論

群公益優先」。墨菲認為，這兩派的理論都不足以為我們提供與激進民主目標相

適應的公民和政治社群概念，必須對兩派的觀點都進行批判性的吸收，在借鑒

綜合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創新。

在一方面，墨菲指出，激進民主理論應該借鑒社群主義的「積極公民」和「政

治社群」概念。激進民主所要求的公民必須「行動」，以公民的身份參與集體性的

政治事業。從這個基本要求來看，社群主義確實提出了比自由主義更「豐厚」的

公民概念，它將政治理解為一個活動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公民將自己看作是政

治社群的參與者來開展行動，這與激進民主的主張有相當一致的取向。從這個

角度來看，自由主義的「權利公民觀」（citizenship-as-rights）存在嚴重的局限，它

強調個人權利的重要性，但從不闡釋行使權利的導向和內容，把所有「規範性」

（normative）關懷都劃入「私人道德領域」，使政治愈來愈喪失其倫理成分，蛻化

為「工具主義」的事務，僅僅關注既定利益之間的妥協。自由主義公民觀的政治

結果是公共意識的衰落和公民行動的畏縮，這樣的「消極公民」也就不可能形成

政治鬥爭所需要的政治聯盟。

激進民主理論強調政治社群的重要性，而這往往被自由主義者所否認或忽

視。儘管不少多元論自由主義者同意應該把權利平等擴展到以前被排斥的團

體，但他們認為在公民權利的保障下，這種「進步的包容」是一個自然的、順暢

的過程。馬歇爾（T. H. Marshall）的著名論文〈公民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是這種思路的典型代表，其問題在於他們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

一些已被保障的既存權利正是建立在對其他種類權利的排斥或壓制的基礎之

上。因此，權利平等的擴展就必須首先對既存的權利概念進行「解構」，這必然

是一個鬥爭的過程而不可能平坦順暢地自然演進。實際上，自由平等的價值正

是民主革命和政治鬥爭的結果，也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鬥爭，才能將已被認可

的權利擴展到先前被排斥的群體（如奴隸、女性及有色人種）中，也才能實現對

新的合理權利（如同性戀）的承認。由於被現存的權力關係所蒙蔽，一些自由主

義者否認政治鬥爭的必要性，也就避而不談政治社群的問題。在這些方面，社

群論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應當予以重視。

在另一方面，墨菲也告誡我們，社群論者對自由主義的拒絕中包含0潛在

的危險。政治自由主義對現代民主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這包括對多元性和

個人自由的維護、國家與教會的分離、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區別、市民社會

的發展，以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等等。如果「重返公民共和傳統」意味

0否定自由主義的這些貢獻，無視現代民主的創新之處，就有退回到「前現代」

政治觀的危險。墨菲強調「恢復積極參與性的公民理念不應該以犧牲個人自由為

代價」6。在這個方面，社群論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表現出危險的保守傾向。

激進民主方案所追求的是一種現代民主，因此必須尊重多元性以及個人自

由這些現代民主基本的價值，而自由主義的「權利優先」原則就是保障這些價值

的一個必要條件。康德派的自由主義，如羅爾斯的政治理論，明確地將個人權

利置於公益之上，認為正義原則必須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利益概念，只有這樣才

能尊重各種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利益觀念的多元共存，從而使正義原則可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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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公民接受。墨菲認為，在這一問題上，薩德爾（Michael Sandel）及某些社

群論者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他們強調權利絕不可置於公益之上，嚮

往那種以共同的道德價值觀和一個「實質性公益」（substantive common good）的觀

念所組成的社群。在墨菲看來，這樣的社群是與現代民主相抵觸的。她指出，

自從民主革命割斷了權力與皇室或超驗實體的關聯，任何特定的權力合法性都

不再具有終極的保證，「實質性公益的缺失」也就成為現代民主的基本特徵。因

此，她同意羅爾斯所說的：「如果政治社群意味0以確信某個普遍的教條而聯合

起來的政治社會，那我們就必須放棄對政治社群的希望。」7在西方頗有影響的

南斯拉夫左翼理論家季傑克（Slavoj Zizek）從另一個角度觸及了這個問題。他

在這本文集中的論文運用了拉康（Jacques Lacan）派的心理分析理論來觀照東歐

「八九年革命」後的政治發展，指出了追求「有機性社群」的危險性，這種追求將

「多重夢想」簡約為一個整體目標，正在助長權威性的民族主義的興起8。墨菲相

信「現代民主的政治社群不能圍繞0某個單一的、實質性公益觀念來組織」9，因

此應該接受羅爾斯的權利優先原則，這對現代民主是至關重要的。

三　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　

問題的關鍵在此凸現出來：如何可以將公民理解為政治社群的積極參與

者，而同時又與現代民主對個人自由和多元性的維護相兼容？在自由主義者看

來，這種兼容是不可能的，因為對積極政治參與的訴求在根本上與現代的自由

觀念相抵觸。現代的個人自由只能以「消極的方式」來理解，即「免於」的自由

（free from）或「強制的缺失」。在這個問題上，柏林（Isaiah Berlin）著名的「兩種自

由觀」的論點經常被用來拒斥任何恢復公民共和思想的企圖。然而，這一流行見

解受到了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挑戰。

斯金納在他所寫的〈論正義、公益和自由的優先性〉（“On Justice, the Com-

mon Good and the Priority of Liberty ”）中，深入探討了所謂「消極自由」與「積極

參與」的悖論bk。他指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也陷入了那個陳腐的假定，認為保障

個人自由的最佳方式是將社會責任的要求降至最低，所以羅爾斯自由優先的正

義理論是與積極政治參與的觀念相對立的。斯金納卻認為這種對立未必成立。

他在古典共和思想、特別是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的學說中，發現

了一種理解自由的方式：自由被界定為「障礙缺失」的消極自由（因而也就是現代

的自由）卻同時包容了政治參與，因為只有在一個人們積極參政的「自由國家」

（free state）þ做公民，個人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證。它揭示了另一種可

能，那就是「通向個人自由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參與公共事務」bl。斯金納的研究表

明，古典共和的公民觀與現代民主沒有絕對必然的對立，其重要性在於它否定

了自由主義關於個人自由與政治參與不可調和的斷言。

斯金納沒有進一步探討調和了消極自由與積極參與的公民和社群究竟具有

甚麼樣的具體形態，只是闡釋了兩者兼容的理論可能。這一闡釋所依據的具體

社群論者對自由主義

的批判陷入了歧途，

他們強調權利絕不可

置於公益之上，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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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民主相抵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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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缺失」是現代民

主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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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實踐發生在羅馬共和國，一個相對來說小型、同質的（homogeneous）政治社

會，而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特徵是其高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在現代條件

下應該如何組織政治社群、並保證其參與者（公民）的個人自由仍然是一個具有

挑戰性的問題，這正是墨菲自己對這部文集的貢獻中所探討的主題bm。

墨菲主張，我們首先要拒絕那種虛假的二極對立：要麼是自行其是的個人

如一盤散沙般地「堆聚」，相互之間沒有共同的關懷，只有工具性的「利益妥協」

關係；要麼是萬眾一心、步調一致的前現代社群，「小我」的自由被「大我」的集

體目標所吞沒。我們並非在這兩者之外別無選擇，而應該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

主義這兩極的主張，重新界定政治社群和公民的觀念，其中的關鍵是要闡述一

種新的社群凝聚模式。出人意料的是，墨菲在保守主義思想家奧克紹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文本中獲得了有關啟示。

在《論人類行為》（On Human Conduct）一書中，奧克紹特曾區分了兩種不同

的社會聯盟模式：universitas和societas。前者是一種「目標性聯盟」，人們在共同

的實質性目標下結合為一個整體，像「一個人」那樣統一行動。後者代表了另一

種聯盟模式：societas把人們聯結起來的凝聚力來自某種「公共關懷」（public

concern），奧克紹特將此稱為respublica。這種公共關懷不是某個單一的實質性目

標，而是體現為一套規範原則。與羅爾斯正義理論中的原則不同，由公共關懷

所確立的原則不是純粹程序性的規則，而是包含了一定的倫理屬性。在這個意

義上，respublica的構成接近黑格爾的而不是康德的方式。在這種「規範性聯盟」

中，參與者接受規則的權威性，在「公民性實踐」的活動中遵循一定的行為規

範，但他們無需統一行動，可以追求各自不同的實質性目標，享有各自的行為

自由。墨菲認為，societas這種聯盟模式對現代民主條件下的政治社群具有重要

的借鑒意義，因為它承認了價值的多元性，給個人自由留有相當的空間，避免

了實質性公益社群的強制性，但沒有把所有的倫理追求都限制在私人道德領

域，從而支持了一種非工具性的、具有倫理屬性的政治社群觀念。

基於對奧克紹特思想的特定解讀，墨菲闡釋了在她看來適合現代民主社會

的政治社群和公民概念。在自由主義民主的體制內，我們所共享的、使我們結

為「公民同道者」的不是某個實質性目標，而是對「自由平等」這一價值的共同關

懷。這種關懷並不決定每個人具體的目標和行為，但卻指示和建議了有關的行

為規範，借用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術語來說，是一套有關政治行

為的「語法」。認同這套「語法規則」的人們會在彼此之間產生一種「倫理—政治聯

鍵」（ethico-political bond），從而形成某種政治共同體。由於它的凝聚力量不是

實質性的公益，所以這樣的聯盟沒有固定的形態，總是處在不斷的再造之中。

很顯然，它不同於前現代意義上的社群，同時也有別於自由主義所理解的「政治

聯盟」（因為自由主義也把政治聯盟視為「目標性聯盟」，只不過其目標是工具主

義的：促進自我利益）。這是一種非強制性的卻是有約束力和倫理指向的聯盟形

式。它在尊重「權利優先」、承認公私之別、道德與政治之分的前提下，保留了

政治聯盟的倫理性質。在墨菲看來，這就是現代政治社群的適當形式。

我們應該超越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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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公民」就意味0屬於這個政治社群，承認其規則的權威性，以此

來指導政治判斷和行動。公民性也不是現成賦予的，而是「通過對公共關懷的認

同行為來獲得政治身份確認」bn。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闡釋公民性，就可能

形成新的公民概念。「公民」不再是自由主義所簡約化了的「法定身份」（legal

status），也不再僅僅是享有法律的保護、被動的權利擁有者。這些因素仍然與公

民概念相關，但公民定義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對公共關懷的認同。人們可能參與

不同的「目的性事業」，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益觀念，但他們在自身行為中服從政

治行動的「語法」（一套由公共關懷所確立的規範原則），就使他們獲得了共同的

政治身份確認——公民。

對於左翼政治而言，墨菲提倡的激進民主的政治語法就是「人人自由平等」

的原則，這是對現存民主體制所允諾的政治價值所作的一個最為激進的闡釋，

其激進性在於：它要求所有的社會領域都必須接受這一原則的「檢驗」，任何支

配性的控制關係都無可免疫地要受到挑戰。通過對這一原則（「語法」）的認同與

共識，婦女、工人、黑人、同性戀者和生態主義者等等的鬥爭就不再互不相

關，而具有了激進民主的共通性，形成了一條（倫理—政治意義上的）「等價鏈」

（chain of equivalence），從而構成了「我們」——激進民主公民——這一左翼政

治的主體。所以，這個「我們」不是黨派式的政治組織，而是在各種社會運動的

民主要求中所建構的一種集體性的政治身份確認，這種建構可以進一步使各種

批判性的社會力量結為聯盟。這種政治聯盟是基於公共關懷的「規範性」社群，

而不是設定了單一實質性公益的「目標性」社群，所以它與現代民主所要求的多

元性及個人自由的價值相兼容。

四　結語：左翼政治的想像與實踐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預言，隨0民主體制的出現，類似在1640年代的英國和1789年的法國

所發生的大革命「將變得罕見」，因為民主消除了「不平等」這一革命的根本起因。

後來不少論者以這個流行的見解為依據，斷言革命對於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是

沒有意義的，因為以民主的名義來反對民主是自相矛盾的，那等於是公民自己

「革」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一個政治體系保留0一些民主的形式特徵卻走上

逐漸反民主的道路；如果一個形式上的民主社會掩藏0它反民主的傾向，我們

是否有必要討論公民革命行動的正當性呢？這就是政治理論家瓦林（Sheldon

Wolin）在〈革命行動在今天意味0甚麼〉（“What Revolutionary Action Means

Today ”）一文中提出的中心問題。瓦林敏銳地檢討了民主社會中的政治冷淡癥

結和公民性的衰落。他特別指出，最無助的人們（窮人、失業者和少數民族成

員）由於生活在較為孤立隔絕的政治環境中，具有最嚴重的非政治化傾向。因

此，現存的那些個別的、局部性的社會運動雖然是有意義的，但卻是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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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需要開展更廣泛的、整體性的民主運動。所以他認為「民主派需要一個

新的革命概念」——「不是去指明一個社會階級應該奪權⋯⋯，而是去重建得以

表達集體生活民主概念的形式和實踐」bo。

墨菲將瓦林這篇十年前的舊作收在這本文集的最後是意味深長的。實際

上，她主張的激進民主策略就是試圖以新的公民概念把各種局部的社會運動集

結起來，形成最廣泛的左翼政治聯盟，從而爭取激進民主力量的優勢地位。然

而，這一策略是否真的能給左翼政治帶來復興卻是令人懷疑的。墨菲的研究思

路和方法是獨具一格的，其結論也具有相當的理論啟發性，但對於如何造就新

的「激進民主公民」以及如何促進積極的政治參與等「實踐性問題」，墨菲卻沒有

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另外，學術分析中使用複雜冷僻的術語以及行文艱深

晦澀幾乎是左翼理論家的通病，在這方面墨菲也不例外。對於旨在為政治實踐

提供策略的研究來說，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缺陷。

近年來左翼理論呈現出異常活躍的局面，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左翼政治

實踐的繼續消沉。這本文集出版六年之後的1998年，墨菲在接受《新時代》（New

Times）記者採訪時感歎局勢的惡化。她認為最近的「克林頓醜聞」標誌0公共領域

中「沒有真正的意識形態鬥爭」，所以「私人道德問題」成為焦點中心。而在制度

層面上，歐美的左翼力量對於現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不出任何實質性的挑

戰，似乎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左翼正在逐漸向（左右兩極之間的）「中心」靠攏bp。

總的來說，左翼學者在理論上的卓越想像經常伴隨0他們對現實政治的無力

感，這或許也是一種「憂患意識」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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