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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是人類歷史中傳續至今

的一種主要政治形態。在西方，從古

希臘、羅馬的直接民主到近現代的代

議制民主，再到當今新型的審議民

主，民主政治的理論及其實踐有U大

致相同的演變過程和發展模式。儘管

其中仍然存在U諸多問題，但基本的

制度結構和理論形態已經達成普遍性

的共識，有些早已成為公共常識。本

文在此並不準備加以論述，它們只是

我們考慮中國當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一

個參照系。

一　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
 理論出發點　　

民主政治對中國來說並不是一種

完全異質的政治文明，其理論也並不

完全是外來的理論。從民主政治的一

些構成要件來看，中國古代社會也有

某種民主政治的因素，但論及真正制

度形態上的民主政治和理論，在中國

還是近百年來的事情。儘管自鴉片戰

爭以來，中國的現代社會之演變已經

走過了一百七十年，中國的民主政治

和理論也有了很大的擴展，甚至具有

了自己的獨特形態，但是如果參照西

方民主政治和理論，中國現代民主政

治的理論與實踐還處在非常不成熟的

階段。

中國用一百七十年的有限時間高

度濃縮和吸納了西方社會三千年的民

主政制歷史，其中存在U一個嚴重的

歷史政治邏輯的時間錯位問題。我們

知道，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並不是

唯一的政治機制，與其相關聯的還有

法治、憲政、共和等其他諸多方面的

內容；現代性的民主也不是在古代就

發育成熟的，甚至與法治、憲政、共

和相比，民主是在與它們的互動之後

才逐漸趨於良性。

但是，中國百年來的民主政治實

踐和理論卻沒有經歷人家那樣一種歷

史的階段性演變。我們的民主政治一

上來就把西方後發的民主作為出發

點，把人民民主制、民主集中制等作

為理論構建和制度實踐的基礎，與此

相關的法治、憲政、共和反而處在了

次要的位置，或至少與民主的關係並

沒有遵循西方那樣一種歷史的演變路

徑來加以展開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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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勾勒，並不意味U這樣做是不對

的，而是說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

在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

時，由於起點不同，所以必然會面臨

這些問題，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

轉移的前提條件。我們思考當代中國

民主政治的諸多理論形態，應該清醒

地看到這種背景性的差異，才能理解

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理論的所以然。

從現代中國百年民主政治的邏輯

進程來看，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性的

問題，即兩個共和國的民主制問題。

一個是1911年創建的，以國民黨為主

導力量的三民主義的第一共和國——

「中華民國」；另一個是1949年成立

的，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人民民

主的第二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都把

立國基礎建立在人民主權這樣一種現

代民主制的訴求之上。但是，由於中

國國情的獨特性，兩個共和國之民主

建國與西方諸民族國家的民主建國在

政治邏輯上有很大的錯位。

這個錯位對中國當今及未來政治

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從這個視角很

難尋找到一條完全西方化的民主道

路，因為我們的起點本來就與西方的

民主政治不同，但是這樣說並不意味

U我們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就一定

能夠走出一條徹底獨特化的道路。問

題的關鍵是如何看待中國民主政治的

獨特性。筆者認為尋求特殊性與普遍

性的結合，應該是思考中國當代民主

政治理論的出發點。

本文把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問題的

考察放在晚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時間

節點上，筆者認為其中的實質性問題

就是後全能主義（post-totalism）時代的

制度轉型問題，具體地說就是人民民

主制的國家體制與民主集中制的共產

黨體制的關係問題，這是三十年來

中國政治改革的軸心。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1949年中

共建國，實際上是確立了兩種民主制

的統一：一種是人民民主制，另外一

種是民主集中制；前者是人民民主制

的國家體制，後者是民主集中制的共

產黨體制。這個統一用中國的憲法語

言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

各族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

力，成為國家的主人。」黨與國家的

關係，表現在民主問題上就是民主集

中制的黨與人民民主制的國家之間的

關係，這個關係在全能主義時代曾經

被強制地統一在一起。在後全能主義

時代，隨U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人

民民主制度的各種形式，諸如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制、基層民主、鄉

村自治等，它們所遵循的政治邏輯就

與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邏輯產生

了分歧，甚至出現了重大的裂痕。如

何平衡這兩種民主制度的關係，就成

為三十年來後全能主義時代中國政治

改革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到目前不

但沒有解決，甚至愈來愈具有攸關性

的意義，成為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

根本性問題。

筆者認為思考當代中國的民主政

治理論，一定不要忘記它們背後所指

向的，實際上都是如何處理人民民主

制這種國家體制與民主集中制這種共

產黨體制之間的二元張力問題。

二　當代中國民主政治
　理論的五種形態

基於前述的中國百年民主政治相

比之西方民主政治的歷史性邏輯錯

位，以及後全能主義時代之三十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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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人民民主制與民主集中制兩種民

主制之間的張力性關係，筆者初步認

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思想領域大致

有五種有關民主政治的理論形態。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
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可以

說是中國執政黨的主流民主政治理

論，這個理論在十七大的中國共產黨

決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相關重要講

話，以及2005年發表的〈中國的民主

政治建設〉白皮書中都有經典性的表

述。這個理論是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時

期所訴求的一種基於黨與國家一體化

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理論，它在

堅持民主集中制之黨的領導這個基本

框架內，力求容納新的民主內容，進

而實現所謂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

的有機統一。此外，這個理論還有一

個特徵，即強調中國特色，所以中國

傳統的民本思想也被吸納到這個理論

之中。具體分析，這個理論形態包含

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共產黨的先鋒隊理論。先

鋒隊的理論基礎是列寧主義的民主集

中制，它強調的是黨對於國家與社會

的一元化領導，民主是形式，集中是

實質，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

隊，是國家的領導者。當然，這一部

分論述由於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黨

內民主等新的因素出現，已經與列

寧、斯大林民主集中制的黨建理論有

了很大的區別。例如，廢除領導人的

終身制，強化民主決策，尤其是「三個

代表」理論的提出，都是黨建理論與

制度實踐的重大突破，表現出共產黨

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注入新的

民主政治內容。至於這個理論究竟能

走多遠，如何協調黨內民主與民主集

中制的關係，以及人民民主與黨的領

導的關係，真正做到黨政分開，這些

都是有待進一步深究的問題。

第二，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論。中

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歷史上屬於一種全新的政制，

它追求的乃是一種西方的文明政治傳

統，即人民民主的傳統。這個人民民

主的傳統理念在法國大革命、《共產

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以及《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中

都曾經有過經典性的表述。社會主義

國家是一種源於西方的政治產物，其

賴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論在西方的偉

大思想家那õ有U眾多的論述，例

如，從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

馬克思就存在U一個完整的理論譜

系；從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蘇維

埃國家也有U一個完整的政治制度的

建設，至於其中分裂出來的社會民主

理論等第三條道路，不過是正宗版本

的所謂「修正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民

主政治理論從理論源頭來看，是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因此，本質上

亦屬於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論的大譜

系。在西方近現代的社會政治理論

中，人民民主是一個龐大的問題域，

中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例如

其中的人民民主與民主集中的二元張

力，國家體制與共產黨體制的對立統

一等，都隱含U一個從法國到蘇聯再

到中國的西方主義的政治邏輯。

第三，中國傳統的民本理論。中

國傳統中是否有民主理論，一直是一

個聚訟紛紜的問題，但無論怎麼說，

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中

確實是源遠流長的。當前執政黨高調

倡導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確實

存在U一個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吸納

傳統民本思想的理論訴求，這樣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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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又開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路徑。反對教條主義，講究實事求

是，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

一大法寶。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尋

求新的合法性資源，執政黨提出了中

華民族復興的歷史大業，由此，以

人為本的傳統思想就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民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

總的來說，以人為本的傳統民本

思想、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理論、黨

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鋒隊理論，這三個

因素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套完整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

是中國當代佔據主導地位的官方民主

政治理論的核心內容。當然，這套理

論的上述三個因素存在U很大的張

力，甚至相互之間是對立的，在理論

上難以融匯在一起。但是，政治事務

是一件實踐的事務，目前執政黨所構

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確

實是把這三種理論要素融合在一起

了。對此，我們應該看到它可能具有

的內在生命力，如果其中的良性改革

能夠得到實現的話，我們也不懷疑從

中是可能開闢出一條中國民主政治的

新路徑的，當然這需要真正富有成效

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二）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理論

這個理論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

核心理論主張之一。關於自由主義的

代議制民主，諸如議會選舉、法治、

憲政、人權等，經過中國自由派學者

的辛勤傳播，目前在中國已經成為一

些基本的常識，中國的自由主義所主

張的也主要是這類在西方佔據主流地

位的自由民主政治。本文所要討論的

只有一點，那就是這樣的一種西方式

的代議制民主，在晚近三十年的改革

中究竟有多少內容被移植到了中國本

土？它們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訴求，還

是已經融入到中國現代社會的制度實

踐之中？

從理論上或者基本價值上來說，

這套理論在西方已經卓有成效地運作

了二、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制

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並不等於

在中國就可以如此。如何把這套理論

落實到中國的實踐之中，成為中國本

身的東西，這õ並不單純只是一個啟

蒙和宣傳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制度

的土壤問題，存在一個相互作用的問

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就有一種

對於「顏色革命」的擔憂，反對和平演

變是中國主流政治的一個主要目標，

其矛頭所向包括這種自由民主理論。

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主義在中

國近些年來一直處於壯大和發展的過

程之中。自由主義者大體上已經完成

早期思想啟蒙的工作，開始擺脫教條

主義和西方主義的幼稚病，逐步走向

政治成熟，即尋求一條把來自西方的

普遍原理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相結合的

發展道路。

可以說，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者

的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條主義和西

方主義。他們機械地堅持普世性的一

些基本價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

美國為樣板，嚴重忽視了中國國情的

獨特性，排斥中國歷史傳統和中國本

土意識，因此缺乏社會民眾的廣泛支

持和擁護。當今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正

在總結歷史的教訓，其民主政治的探

索開始深入民間，有關中國的自由主

義�事逐漸包含了中國的民族認同和

國家認同，構建自由、民主的憲政國

家成為新的共識。

在官方佔據主導地位

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民主理論，在民間

佔據主導的則是自由

主義的自由、憲政、

民主理論。中國未來

政治發展的前景在很

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

種政治理論及其實踐

之間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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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當前的思想意識格局來

看，在官方佔據主導地位的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在民間佔據主

導的則是自由主義的自由、憲政、民

主理論。在筆者看來，中國未來政治

發展的前景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取決於這兩種政治理論及其實踐

之間的相互關係。當然，筆者並不認

為未來的結局是兩種理論和實踐中的

一方取得絕對的勝利，另一方徹底失

敗，更為現實的前景很可能是以某種

理論為主導的相互吸收和融匯。

（三）左派激進主義的民主理論

民主理論無論在千年西方還是在

近現代中國，都有一個激進主義的政

治傳統。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當

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都秉承U這個

激進的革命傳統。中國官方主導的民

主政治理論，已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

思主義的民主理論，更不是那種左派

激進主義的民主理論。在中國特定的

歷史時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

的大民主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

屬於上述的左派激進主義的民主理

論，這個理論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

之後的思想語境中，又不同程度地在

民間工農大眾和學院知識份子中間有

所回潮。西方傳統民主理論中的激進

左派，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大民

主思想，還有西方當今其他的各種反

資本主義的西馬理論、批判理論、後

現代理論，都成為中國左派激進主義

民主理論的思想淵源。

這派理論並沒有完全得到執政黨

民主理論的支持，當然也不可能得到

自由派民主理論的認同。左派激進主

義者彷彿是在兩個戰線展開理論上的

戰鬥。一方面，他們或隱或明地反對

當前執政黨的民主理論，用他們的話

來說，這個國家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

了，主流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已淪為權

勢階級的寡頭政治；另一方面，他們

起勁地反對各種自由主義的民主理

論，認為代議制民主不過是富人騙人

的遮羞布，自由民主根本滿足不了人

民大眾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訴求。

由於左派激進主義與執政黨在意

識形態上共享U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

源，因此他們可以大張旗鼓地鼓吹直

接民主、人民革命等理論，指責官方

主流民主理論的蛻變，詆毀自由主義

的各項民主主張。從中國當前的思想

語境看，這派理論對中國三十年來的

改革開放構成了某種強有力的挑戰。

（四）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理論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角度

看，馬克思主義歷來就有幾個演變的

路徑，前述的左派激進主義是一個左

派版本，民主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右派

版本。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在

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在秉承

馬恩列斯毛的中國主流政治思想的經

典理論�事中，是向資本主義投降的

修正主義。實際上，在當今國際共運

史中，民主社會主義與發端於自由主

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二十世紀已經

結合在一起，其理論與實踐相互融

合，演變出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形

態，諸如北歐的福利國家的社會主

義、西歐社會民主黨的主張，以及英

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等。在很多方

面，這一派也分享U馬克思主義的部

分理論，甚至高舉U社會主義的旗

幟。

當然，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宣

傳中，上述這些理論不是作為資本主

由於左派激進主義與

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

共享n馬克思主義的

理論資源，他們可以

大張旗鼓地鼓吹直接

民主、人民革命等理

論，指責官方主流民

主理論的蛻變，詆毀

自由主義的各項民主

主張，對中國三十年

來的改革開放構成某

種強有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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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在名義上依

然秉承馬恩列斯毛的正統理論。但

是，隨U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尤

其是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全面變革，

傳統的正統理論有很多已經不能適用

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對於現實社

會的解釋力大大失效。因此，鄧小平

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思想，以

及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理念轉

變，就被構建出來成為中國主導的政

治理論。這個理論路徑對於傳統馬列

主義是一種理論創新，其中暗含U為

右派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提供一種

登堂入室的可能性。

因此，2007年以中國人民大學前

副校長謝韜等人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

掀起的一股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旋

風，在海內外，尤其是在共產黨內產

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題為〈民主社會主

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署名文章中，

謝韜指出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

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中國過去執行

的是左傾修正主義，經實踐檢驗是錯

誤的，中國的改革應該回歸正統的民

主社會主義路線1。我們看到，在圍

繞U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大

旗之下，執政黨內部一直存在U左右

兩種對立的思想路線在鬥爭，即左派

激進主義的民主政治與右派民主社會

主義的民主政治。他們針鋒相對，互

相指責，如何整合他們的理論對壘，

考驗U執政黨的政治智慧。

（五）新近流行的審議民主理論

在西方的語境中，審議民主是一

種高級形態的民主。西方社會由於不

滿於代議制民主的諸多弊端，因而興

起了一種新的建立在代議制民主之上

的審議民主。它是以代議制為基礎的

新型民主，所以，這套理論非常精緻，

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非常的具體深入

與合乎人性。審議民主在西方的興起

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是在自由主義的

民主政治相當完備之後才出現的，具

有西方發達社會的現實背景，其理論

資源除了自由主義，還有共和主義和

社群主義；表面看上去它針對的是自

由主義民主，但實質上它又離不開自

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它解決的只是

代議制民主無法解決的某些問題，從

根本上不可能取代自由民主。西方社

會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所以

審議民主在西方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這樣的一種西方社會的高級民

主，在近一段時間被高調地移植到了

中國，成為中國當代民主政治理論中

的一種新模式。筆者認為，作為一種

思想理論資源的引進和中國民主政治

的一種補充性的解決方式，審議民主

具有它的價值和意義。但值得警惕的

是，我們不要犯「誤置情境」的錯誤。

中國的民主建設，首先需要的是構建

一個較為完善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其

次還需要公民意識的強化以及公共利

益和共和政制的倡導，而這些在當今

的中國社會都還處於初期，因此如果

片面強調審議民主，不啻於緣木求

魚。至於有人把這種審議民主與中國

當今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等同起來，

則更是滑稽。它們完全是兩碼事。當

然，審議民主可以在不涉及根本制度

的層面上，修補自由民主政治的某些

缺陷，但應該曉得它在中國適用的邊

界，不能以它來取代自由主義的代議

制民主或執政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就

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來說，這派理論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是具有補

充性的作用，不可能佔據主導地位。

中國的民主建設，首

先需要的是構建一個

較為完善的代議制民

主制度，其次還需要

公民意識的強化以及

公共利益和共和政制

的倡導，如果片面強

調審議民主，不啻於

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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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代中國民主政治
理論的走向　

上述五種理論形態各自有其社會

基礎以及理論的合理性。從某種意義

上說，它們都是在中國三十年來改革

開放的社會變革中產生出來的思想，

體現U對於西方政治文明和中國傳統

價值的合理吸收與理論創新。但是，

五種理論也都有各自存在的問題，應

該看到，中國正處在一個民主政治的

大轉型時期，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

偉大的變革時代，也是一個充滿U巨

大風險的時代。對於民主政治這個涉

及國家命運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

要有一種大轉型時期的宏觀視野。

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只是從書本

上的或者學理性的條條框框出發來勾

勒現實，而是應該採取一種現實主義

的態度從現實中提升理論。尤其是在

這個大轉型時期，各種理論的提升很

難達到普遍的共識，由於階級利益不

同、歷史經驗不同、理論譜系不同，

在中國的思想界出現這樣那樣的理論

紛爭是正常的事情，它們深化了有關

現實問題的各種爭議。

從這個角度來切入中國的民主政

治，筆者覺得關於黨內民主與黨外民

主、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這兩種路徑

的理論表述，雖然在學理上來說是較

為低層次的分析框架，但是它們對於

分析中國的現實問題，卻具有異乎尋

常的實踐意義。如果從西方政黨政治

的理論框架來看，黨內民主與黨外民

主似乎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高層民

主與基層民主也是一些非常簡單的事

情，但是，在中國它們之所以扮演U

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為中國的政治

結構根本不是西方目前已經成型的政

黨政治制度框架。實際上，這個問題

又回到中國三十年變革之後全能主義

時代的人民民主制的國家體制與民主

集中制的共產黨體制的關係問題上

來，從這樣一個黨與國家的關係問題

的視角來看中國的民主政治，那麼黨

內民主與黨外民主、基層民主與高層

民主這兩種民主的理論路徑，就變得

至關重要了，它們或許是中國民主政

治改革的翹板。在這兩種理論路徑之

下，中國民主政治的內在變量究竟在

哪õ？民主的動力究竟在哪õ？它們

所導致的結構性變化，以及致使其功

能優良與低劣的因素究竟是甚麼，等

等，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代議制民主這樣一種主導了西方

幾百年並業已成熟的民主經驗，是中

國繞不開的民主形式，而且共產黨的

黨內民主以及人民民主的國家體制，

實際上都屬於代議制的現代民主，所

以，筆者認為代議制民主是未來中國

民主政治的主導形態。但是，這õ還

要強調的是，這種代議制民主必然是

伴隨U中國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說，

這種代議制民主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

國家的任何一種代議制民主，它只能

是中國特色的代議制民主。就目前的

情況來看，這種民主模式還是執政黨

的民主化改革，也就是共產黨領導下

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一黨主導

的民主政治理論，或者說至少在改革

開放的相當一段時期，它是一黨主導

的民主政治，從廣泛的黨內民主中吸

納民主政治的因素，把黨內民主與法

治、憲政建設結合起來，從而緩慢達

致中國代議制民主的實現。總之，促

進中國民主政治的改良，實現政治體

制的真正改革，把民主與法治、憲政

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一種代議制民主

的特殊中國形式，這是中國未來一種

可以期待的願景。

筆者認為代議制民主

是未來中國民主政治

的主導形態，但這種

代議制民主必然是伴

隨n中國的特殊形

式，它不可能完全照

搬西方國家的任何一

種代議制民主，而只

能是中國特色的代議

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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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失敗。由於中

國積聚的歷史負債，特別是激進主義

的革命狂潮，也有可能導致中國代議

制民主或一黨主導的人民民主的失

敗，從而重新回到全能主義的政治上

來，這樣一種未來的圖景將是非常悲

慘的。我們知道，左派激進主義所追

求的人民民主或大民主並不是甚麼新

鮮的貨色，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它

們導致了一系列的災難，文化大革命

就是一個例證。這樣的民主政治帶給

中國的是甚麼？不用多說，我們都感

同身受。在中國當前的形勢下，激進

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狂潮是十分強大

的，如果執政黨在推進民主改革的歷

程中，不能夠採取建設性的措施，啟

動政治改革，從制度上懲治腐敗，克

服兩級分化，那麼重新回到過去也不

是沒有可能的。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覺得中國自

由主義的民主理論也應該審慎而成熟

地看待這樣一種未來的可怕前景，並

以此調整自己的理論路線。純粹西化

的代議制民主在中國是不可能完全照

搬過來的，但是，它們的一些核心價

值和基本制度，是能夠在中國逐漸贏

得人民的廣泛贊同，並得到執政黨改

革路線的部分吸納的。關鍵的問題

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應該採

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堅決支持黨

內的政治改良，共同反對激進左派的

民主喧囂，引導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

走上一條健康的道路。

在此還涉及一個如何看待傳統的

問題。目前有一種提法叫儒家社會主

義，把左派激進主義的革命意識與傳

統保守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這個理

論路徑值得警惕。在筆者看來，任何

一種政治一旦與激進主義革命結合在

一起，其結果總是災難性的。未來中

國的民主政治應該與保守主義的反革

命（anti-revolution）結合在一起，在保

守—憲政主義的路徑下尋求改良，這

是一種審慎的理性態度。在漸進改良

的審慎理性中，可以開闢出儒家文化

或傳統文化之復興，而全能主義的政

治與儒家思想的結合在未來的中國則

是注定沒有前途的。當然，中國自由

主義的教條化和西方主義也是行不通

的。因此，積極推進執政黨的富有成

效的社會改革，強化自由民主與黨內

民主的結合，克服自己的幼稚病，警

惕左派激進主義的革命狂潮，瓦解儒

家思想與社會主義激進政治的聯盟，

這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理論

的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課題。

應該看到，古典的自由主義也不

是萬能藥，也不能從理論上解決中國

未來民主政治的所有問題，甚至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現當代的問題毋

寧是一個理論死角，最終很可能是無

解的。但是，理論上的無解並不等於

在現實中就一定是死路一條，現實的

步伐往往是可以一步跨越理論的死角

的，這種情況在中外歷史中屢見不

鮮。很多理論上的難題往往是現實之

手用他們的機緣一下子就予以破解

了。正像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所說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

昏才開始飛翔。」

註釋
1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

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

第2期，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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