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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與民族認同

一　民族主義的問題場域：以中國為例

依照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相關定義，「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某一特

定人群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state）的運動或思潮，而這一人群在擁有了國家之後

才可稱為「民族」（nation）。相應地，所有不擁有國家但具有自覺而獨特的文化特

質的人群，則被統稱為「族群」（ethnic group）1。筆者並不一定認為這一約定式

的定義就是唯一正確或最全面的，而是希望從這樣一個言之有理且有較大影響

力的定義出發，對與民族主義相關的諸問題做一番探討。

從以上界定出發，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唯有「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才

能被定義為「民族」，其所擁有的國家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人們日常所說的

「五十六個民族」，無論是人多如漢、壯、維、藏等，還是人少如赫哲、鄂倫春

等，則都是「族群」，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單獨擁有國家，而是在聯合成為

中華民族之後才共同擁有中國的國家體驗。此外，儘管族群不是民族，但這不

等於說族群必定不會有民族主義的思潮和運動。在中國民族—國家擁有或宣稱

擁有主權的範圍之內，新疆、西藏和台灣等地都有部分人群欲求建立獨立的主

權國家。雖然這些努力都還未達成其各自的最終目標，即建立各自的民族—國

家，但這顯然並不妨礙我們稱之為「民族主義運動」。蓋爾納嘗言，民族主義先

於民族而存在，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不是相反，指的正是這種現象。

中文的「民族」二字被習慣地同時用來指稱“nation”和“ethnic group”兩個概

念，無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話語混亂。而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經常論及的「民

族問題」的確包含了民族和族群兩個層面的問題。在族群層面上，政治權力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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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的不平衡、文化多樣性的存廢、族群關係的處理等，都是困擾中國多年的

問題。而在民族層面上，中華民族和維吾爾民族主義、藏民族主義，以及台灣民

族主義的衝突，則構成對中國政治體統一與分裂乃至存亡絕續的重大挑戰。

此外，還有一類牽涉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問題，一般不在日常語言中被歸入

中國的「民族問題」，即中國民族—國家和其他民族—國家間的利益矛盾問題。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此類問題經常被表述成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崛起」之類。但

是，這些問題和族群、民族問題一樣都是和民族主義的政治密不可分的。事實

上，人們有理由說，正是由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相當狼狽地被捲入歐美資本

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中，才產生了傳統的中華帝國向現代性的中國民族—國

家轉變這一政治命題本身，並由此命題衍生出了以下三重而一體的轉變，即原

帝國境內既有的不同族群間關係模式的轉變、中國國家結構沿p民族主義邏輯

的轉變，以及當中國接受了民族主義的普遍邏輯並且循此原則進入國際利益爭

奪之後的地區和世界格局的轉變。

因此，綜上所述，蓋爾納所謂的「民族主義」在中國（不是中國的民族主義）

所可能牽涉的問題從結構上說包含了三個層面。首先是族群問題，即在中國

民族—國家之下各獨特族群（現實來說就是「五十六個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

其次是民族問題，即某些處於中國民族—國家控制或影響之下的族群欲求建立

獨立國家的問題；第三是國際問題，即中國民族—國家和其他民族—國家的利

益爭奪或合作的問題。

這三個層次的問題是彼此關聯的。一方面，無論中外，族群問題與民族問

題的關聯都至為明顯。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公平、經濟利益格局的不平衡、族群

文化完整性和尊嚴的危機，乃至赤裸裸的族群間歧視，都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

導致自認為受到損害的族群放棄在既定政治體內謀求改善的努力，轉而謀求建

立獨立的政治體，從而使族群問題轉變為民族問題。而這種促使矛盾性質轉變

的損害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想像出來的，既可能是出於民眾的自發認識，

也可能是來自某族群內部精英階層的鼓動或灌輸。與此相應，既有的或曰受到

挑戰的民族—國家則力圖使問題限制在族群政治的層面。另一方面，以中國的

情況為例，國際問題和民族問題、族群問題之間的相關性最明顯地體現在維、

藏、台民族主義在同中國民族主義的鬥爭中與世界列強如美、日、俄歐等的明

暗呼應，以及各國在同中國民族主義的爭奪或合作中經常打出的所謂「新疆

牌」、「西藏牌」和「台灣牌」等。

在這個三個層次中，無論是從研究分析的需要來說，還是從現實政治的格

局來說，處於中樞位置的當然是中國民族—國家及中國民族主義。儘管全球化

浪潮洶洶，當今世界仍然是一個按照民族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民族—國家的世

界；縱然有聯合國等超國家機構的存在，壟斷合法暴力使用的也仍然是民族—

國家。只要這一點沒有變化，那麼無論是沒有民族主義訴求的族群，還是有民

族主義訴求的族群，抑或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必須面對從清帝國基礎上演

變而來的中國民族—國家，先是中華民國，然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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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民主體制與民族主義：經驗和理論

1949年以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在處理前述族群、民族和國際等三

個民族主義問題時，都不乏成功和失敗的紀錄。而其成敗相抵之後的總體表現

如何，則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毋庸諱言，在那些認為中國政府的相關紀錄

總體上失敗多於成功的人們之中，很多人都認為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

是一個根源性的原因；相應地，中國政治從威權向自由民主體制的轉型，也就

成為總體上解決與民族主義相關的三種問題的途徑。事實上，疆獨、藏獨和台

獨的代表人物或同情者對於中國大陸現政體的激烈批評，以及對於一個自由民

主的中國可以成為他們選擇放棄獨立立場之前提的明示或暗示，都已是關注相

關問題的人們所耳熟能詳的了。在國際上，對激進的、「憤青」式的中國民族主

義憂心忡忡的人們，也常常將之歸咎於中國威權主義政府長期以來的放縱、操

弄乃至培養。同理，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情感的正當、理性化的表達也被認為

繫於中國政治的民主化轉型。

然而，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能否解決民族主義問題，卻並不是確定無

疑的。我們先來看經驗證據。

在國際問題的層面上，雖然不乏爭議，但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民主和平論」

的確顯示了民主制度在處理民族—國家間的利益衝突時，有p降低乃至消除戰

爭危險的巨大價值。但除此之外，在民族和族群兩類問題上，民主制度的紀錄

就不是那麼令人鼓舞了。

在民族問題的層次上，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加拿大的魁北克分離主義運

動、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埃塔（ETA）恐怖組織、比利時的分裂危機等，都是發

生在成熟民主國家而拖延甚久的民族問題。雖然加拿大、比利時兩國的分裂危

機總體上說是和平的，但北愛爾蘭問題在1970至1990年代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

血腥的地區衝突之一，而埃塔恐怖組織的活動至今仍然是西班牙國內安全的首

要威脅。這些例證表明，單單民主制度本身至少並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充分條

件，甚至也不能保證民族問題總是以和平方式展開。

在族群問題的層次上，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的持續深入也使得成熟民主國

家內部的族群矛盾在過去大約二十年中一直呈持續上升之勢。「光頭黨」之類的

種族主義暴力份子自然無需多論，以排外或者維護所謂「主體民族」、「主體文化」

等立場為特色的右翼勢力和言論在大西洋兩岸也都屢屢在各種選舉中獲得勝

利。僅在2010年，此類值得關注的事件就有：要求限制移民的右翼政黨在一向

以開放、理性著稱的瑞典獲得突破性的選舉勝利；法國在夏秋之際爆發了驅逐

羅姆人的事件；因為自身歷史問題一向在族群問題上極端謹慎的德國，其總理

默克爾（Angela Merkel）公開要求穆斯林移民認同德國的主流文化；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則提案主張本國的阿拉伯公民宣誓承認以色列

本質上是一個猶太人所有的國家。凡此種種都顯示，一個基本面運轉良好的民

主制度並不見得就一定能夠保證國內各族群之間，特別是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

之間，總能以公平的態度互相對待。需要強調的是，族群矛盾的上升和激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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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中不是近幾年的事，也不是僅僅因為幾起公共事件而引起的應激性反

應，而是過去至少二十年間持續惡化的一個問題。換言之，民主制度及其治下

的人民應該說已經有了足夠的時間來考慮、應對這類問題；而目前人們所看到

的令人失望的結果，無疑更增添了對民主制度解決族群問題的能力的疑慮。

如果說經驗證據顯示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是解決民族

主義諸問題的充分條件，那麼新加坡的例子則說明民主制度甚至也不是一個必

要條件。政治上，新加坡是一個一黨獨攬政權的威權主義政體。在人口結構

上，新加坡主要由華裔、印度裔和馬來裔三大族群構成，與此三大族群差異疊

加的還有儒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重要的宗教差別。在國家間關係層

面，由於獨立運動的糾葛，新加坡和近鄰馬來西亞的關係也曾經非常緊張。簡

言之，新加坡是一個政治不大民主、族群非常多元化、國際環境不佳的政治

體。但是新加坡獨立近五十年以來，除了創造了人所共知的經濟成功之外，在

族群、民族以及國際關係層面也都保持了相當好的紀錄。

以上的討論意在說明，雖然一國的政體類型是影響所有政治問題的重要變

量之一，但單就民族主義諸問題而言，無論是民主還是威權政體都不必然地導

致這些問題的解決或惡化。一定有一些其他的變量，在特定的條件和組合之

下，對此類問題起p大於政體類型的、有時是決定性的影響。至於這些變量究

竟是甚麼，則不是本文探討的範圍了。

總的來說，本文所稱的「民族問題」，即如前文提到的維、藏、台民族主義

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衝突，或者加拿大、比利時、西班牙等國的分裂危機等，在

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看來，是完全不能由任何設計良好的民主制度本身所能解

決的。密爾（John S. Mill）曾斷言：「在一個由不同的民族構成的國家，自由制度

簡直是不可能的。⋯⋯一般說來，自由制度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政府的範圍應

大致和民族的範圍一致。」3密爾那不免有些悲觀主義的態度，來自他對於民主

制度（甚或任何政治制度）克服民族之間的不信任的能力的懷疑。他認為在同一

政府之下的不同民族之間的互不信任和敵視將能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即一個民

族會僅僅因為另一個民族贊同某項政策而反對這一政策。我們有理由假設，如

果密爾讀到《左傳》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句子，一定會擊節大讚。密爾進

一步論證說，這種一國之內、不同民族間的互不信任足可為專制者所利用，以分

而治之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專制統治。而只有較強大或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對本

國其他民族的同化，才能化解多民族共存一國之內造成的對自由制度的威脅4。

當代民主理論家達爾（Robert A. Dahl）不見得會贊同密爾的悲觀主義，但他

同樣認為民主理論本身無法解決民主的政治體的邊界該劃在哪ñ的問題：「民主

過程的標準預設了單位本身的正當性。如果單位本身不適當或不正當——如果

它的界域和範圍無法得到正當的證明——那麼它就無法單純根據民主過程來獲

得正當性了。」5舉一個例子來解說這段有點抽象的話。在台海兩岸的民族主義

者的論戰中，台灣一方常常宣稱，台灣的命運只能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而

中國大陸方面則總是說，台灣的命運必須由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決定。雙方的爭論，用達爾的理論來描述就是，雙方對於決定台灣命運的民主

雖然一國的政體類型

是影響所有政治問題

的重要變量之一，但

單就民族主義諸問題

而言，無論是民主還

是威權政體都不必然

地導致這些問題的解

決或惡化。一定有一

些其他的變量，在特

定的條件和組合之

下，對此類問題起Ò

大於政體類型的、有

時是決定性的影響。



8 二十一世紀評論

決策的範圍和邊界發生了爭執。換句話說，有的台灣人決定舉行2,300萬人的統

獨公投，有的中國大陸人則反駁說，只有13億人的公投才有合法性。而在達爾

看來，關鍵之點就在於，雙方的主張無論誰對誰錯，都是無法用一個民主的程

序來決定的。公投可以是一個民主的解決爭議的辦法，但是誰來參加公投則不

是一個可以由民主來解決的爭議。

綜合密爾和達爾的觀點，我們可以說，雖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化約

為一個「多數決定，少數服從」的決策規則，但它同時要求無論多數派還是少數

派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自己人」，具有某種「共同性」（identity）。唯其如此，暫時

的少數派才可能接受在某一議題上被多數決定的事實，並寄望於下一次扳回一

城。而如果少數派認為那些多數派中包含了一些非「自己人」，那麼他們很可能

根本無法接受多數的合法性，進而質疑民主本身的合法性。達爾沒有具體論及

決定「誰是自己人」的一般原則是甚麼，密爾則似乎暗示民族的共同性就是所謂

「民主單位的界域和範圍」的決定原則。我們可以說，這就是民族主義的原則。

揆諸現實，近代以來所有民主政體都無一例外地是民族—國家之內的民

主，人們還有沒有看到超國家的民主6。反過來說，只要民族主義的理念和情感

還不能從世上多數人心中消失，那麼以全球為一個決策單位的民主大同夢所直

接帶來的可能只會是全球各民族的生育競爭和人口爆炸。這聽起來是個笑話，

但卻相當深刻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即民族主義而不是自由民主主義才是現實中

決定政治體邊界的最高原則。

雖然民族主義和民主在法國大革命的禮讚之下同時走進了現代世界的政治

舞台中心7，自1789年以來二者的運行軌>和命運卻不是相同的。除了南極洲，

現在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屬於某個民族—國家或者被一個以上的民族—國家

所爭奪8，而儘管有所謂的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民主制度的覆蓋性仍然遠遜於民

族—國家制度。民族—國家當然不一定是民主的，但是看來現代民主卻必須在

民族—國家之內展開；而且，如果我們同意密爾和達爾的論述不無道理，民主

本身幾乎無力對自己所必須生存於其中的民族共同體的構成和邊界有所影響。

三　中國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抉擇

自由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糾結關係，給當代中國的政體轉型增加了新的

困難和複雜性。一方面，如前面已經提到的，維、藏、台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

主義的矛盾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包含了民主與威權的政體選擇的意味。即使是台

灣民眾中不那麼反對統一的少數派，也多數不能接受與一個非民主的中國大陸

進行統一。公開放棄了西藏獨立口號的達賴喇嘛也嚴正地指出專制政體是相當

多的藏人無法真心認同於中國的最大癥結。

另一方面，在中國社會內部，在那些肯定不樂見疆、藏、台分離出中國的

普通民眾中間（毫無疑問地，此類民眾並非不包括維吾爾族、藏族和台灣民

眾），對於改革政治、實現有意義的民眾政治參與和民主決策的呼聲，在本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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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十年中持續高漲。雖然人們還不能確知其實際意義，但中國最高領導

層成員，如溫家寶，在2010年下半年也頻繁而語氣懇切地談論政治改革。這說

明不論出於何種原因，社會對於民主政治的呼聲已經使得中國執政者不得不

做出回應。具有更重要意義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在2010年授予了二十年來堅持

爭取人權、謀求民主的劉曉波先生，在肯定了中國民主運動高尚的道義價值

的同時，也是事實上承認或者塑造這一運動已經出現了類似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之於南非、金大中之於韓國這樣的領袖。

不過，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政治和民主政治雖有聯繫，但畢竟是

兩個各自擁有不同邏輯的體系。具體一點說，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雖然很可能

會使部分現時的維、藏、台獨立人士放棄獨立，但一定不是他們中的全部。人

們不難想像，這剩下的一部分堅持追求獨立的人士，還很有可能利用新的民主

政治權利和規則推進他們的獨立運動。同樣肯定的是，那些熱切追求政治民主

化的中國人中間，也會有很多是不會為了民主而放棄其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

歸根到底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意味p中國分裂，會有多少

人支持民主化？顯然沒有人能夠事先知道這個答案。但我們可以有理由地推

測，在「民主化=分裂」的前提下，支持民主化的力量會受到很大的削弱。至於這

個削弱的程度是否會達到民主化不能實現的程度，則又是無法預知的。需要辨

別清楚的是，民主化帶來國家分裂，是一個或然事件而不是必然事件；但僅僅

是它的可能性就足以在民主化發生之前改變很多人對民主的預期和欲望，從而

影響事態發展的真實軌>。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看，無論是民主還是威權體制，在其穩定狀態下，國家

分裂的幾率都小於威權向民主轉化的過程。簡單化的表達就是，民主不會帶來

民族危機，但民主化可能會9。而在專門研究民主化的學者中，可能的民族危機

則是民主化的大敵。悲觀者如羅斯托（Dankwart Rustow）斷言，如果民主轉型

前夕的社會對於政治體的成員邊界沒有共識，民主化幾乎不會發生bk。而林茨

（Juan J.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則在他們已成經典的轉型學著作中，將這

個問題列入決定轉型成敗和新民主能否得以鞏固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如果相

當一部分人們，因為他們不想成為某政治單位的組成部分（不論這一政治單位是

多麼的民主），從而不認為要求他們服從的要求是正當的，那麼這就會成為民主

轉型的一個嚴重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民主的鞏固的威脅甚至會更加嚴重。」bl

冷戰之後的民主化浪潮中，前蘇聯東歐地區的現實是以上論斷最好的例

證。其中的血腥和戰亂，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而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

義的事件發生在中國可能的政體轉型之前，成為中國公眾認知結構中一個重要

的組成部分，無疑增加了民族主義因素在中國政體轉型中的影響權重。

對於那些希望和有能力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精英而言，不論在朝在

野，都必須面對民主化和民族主義糾結在一起的這個難題，必須在中國境內互

相競爭的（至少）四種民族主義（中、維、藏、台）中做出選擇。對於很多正直的

自由主義者來說，支持在現實中處於弱勢、而且是受到他們所反對的威權政府

壓迫的維、藏、台民族主義，似乎是符合其自身的自由主義原則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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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純粹的自由主義政治原則來看，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

（Leviathan）中所論述的，主權的個人和主權的國家（利維坦）是自由主義政治僅

有的兩個概念範疇（conceptual categories）。一個以上的主權國家間的關係原則是

甚麼？自由主義無法就此給出論述。一個主權國家之內的眾多個人，除了他們

之間關於將權力交予國家的契約和他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之外還有何種關係，

也不是自由主義所關心的。

在任何社會，人們的組合和組織方式都是近乎無限的，可以是族群，也可

以是宗教、家族、性別、階級、黨派等。任何一種給某一特定的人群組合方式

以高於其他組合方式地位的政治理念，都一定不是自由主義。例如社會主義更

關注階級，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更關心宗教、宗族或者任何傳統的人群組織

等，社群主義更關心所謂的「社群」（community），多元文化主義則更關注以獨特

文化來界定的族群等。事實上，自由主義可以和所有這些非自由主義做一個簡

單的兩分法，即自由主義的政治行動基本單位是個人，而其他主義的政治行動

基本單位則是各種先在的人群。自由主義絕非不承認這些人群的存在以及他們

在具體問題上的重要性，而是主張國家對任何人群組成方式都要持一種超然中

立的態度，而只關心個人之間以及個人和國家的契約關係。

從這個角度出發，在中國的具體情境中，自由主義者支持或反對任何民族

主義運動，都可能是出於自身體認到的正義、情感或利益，而絕不可能是出於

自由主義本身，因為無論是自由主義哲學還是自由主義的制度（自由民主制）都

沒有關於民族或者其他任何群體的原則性的論述。換句話說，你可以不支持乃

至反對台灣、西藏和新疆的獨立，而不違反任何自由主義的原則。在四種民族

主義中的取捨，只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民族主義抉擇而不是中國自由主義

者的自由主義抉擇。

同理，支持獨立運動也並不違反任何自由主義的原則。如果我們把中、

維、藏、台四種民族主義做一個兩分，即主張維持中國統一的中國民族主義和

意在分離中國的反中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原則本身可以允許一個自由主義

者做任何二選一。不過，自由主義的政治和自由主義的原則就是兩回事了。這

ñ需要考慮的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選擇。如果說，信服

自由主義原則的人們覺得自由民主政體相對於威權專制政體具有正當性和可欲

性，那麼他們的行動邏輯就應該是盡力使它的實現更加快速和順利。如果現實

的判斷是，支持獨立運動將使民主運動受到傷害乃至可能失敗，那麼自由派的

政治選擇就應該是反對獨立。

剛才已經說了，反對三種獨立運動本身是不可能違反任何自由主義原則

的。但這樣做的確可能傷及有些人的正義感。這ñ就是政治取捨的艱難之處。

如果支持600萬藏人、800萬維人和2,300萬台灣人的獨立會傷及13億人的民主前

景，而這個民主化的前景本來除了不能應許這3,700萬人的獨立夢想之外，可以

滿足他們其他所有的政治要求，那麼究竟該如何抉擇？這種所謂「殺一救百」的

選擇在政治現實中其實還更加複雜。例如，支持獨立運動意味p將中國民族主

義的旗幟拱手讓給威權主義的執政當局，而後者正是民主運動所主要指向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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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民主派是否願意這樣給對手送去武器？再如，人們事實上並不確實地知道

支持三種獨立運動就一定會導致民主運動的失敗，人們確知的只是那樣做有可

能導致民主化失敗的可能性。民主派是否願意為了一種或然性就斷然地選擇反

對獨立運動？

政治很難是有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傾向的人所能夠勝任的，即使他

是個看起來美好的、有正義感的原教旨主義者。任何主義和奉行這種主義的政

治之間都存在差距和張力，甚至我們可以說，某種主義的政治一定包含了對主

義本身的背離。相較於完全沒有原則性信念的政客，對任何有某種信仰而又主

動或被動地投身政治的人來說，這種必然的背離或妥協都是或多或少的一種痛

苦。本文意在展示自由民主原則及其運動與中國的民族主義政治現實之間的關

係，尤其是其中的張力，並希望讀者能夠同意，如何在其中做出抉擇不是一個

追求自洽性的知識遊戲或者實踐道德感的倫理行動，而是一個政治人所必須嚴

肅對待的、關乎人的利益乃至生死的政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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