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與民主本來是互為制約與補充的憲政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

有民主的自由只能走向專制，沒有自由的民主則只能走向愚昧與極權。在西

方，洛克（John Locke）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分別代表的自由與平等思

想只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偏好，雖然對於具體政治制度設計意義深遠，但在

本質上都是建立在憲政民主基礎上的。美國聯邦立憲接受了洛克與孟德斯鳩

（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自由主義思想，通過聯邦制和三權分立等憲政制度

來約束大眾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反「民粹」的思維模式，但是制憲者在終

極意義上是認同民主的。事實上，正是在接受大眾民主的前提下，美國限制

民主的自由憲政模式才顯現出其真實意義。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其經典的

《聯邦黨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指出，三權分立等限權措施

只是對民主的補充而非替代1。法國革命則是受盧梭影響的產物，但是大革命期間

制訂的《人與公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卻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憲章。諸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當代左派

（「西馬」）學者也早已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在接受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基礎

上批判主流體制的弊病。各國制度與思想發展軌ê都表明，自由與民主是共存

亡、共進退的兩大憲政要素，傾向不同而本質一致，並共同擔當反專制的使命。

然而，在中國——一個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的國家，所謂的「民主派」和

「自由派」之間的口水仗還打得尤其熱鬧，甚至發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民

主派」反對選舉民主，並攻擊自由（或憲政）民主為「精英政治」；「自由派」則給「民

主派」貼上「民粹」的標籤，一概斥之為「暴民主義」。弔詭的是，自由與民主的本

意都是主張監督和限制政府，在中國卻都蛻變為向政府靠攏的威權主義；左派

更有回到文革式個人極權的勢頭。當下中國正陷於左派反自由、右派反民主、

左右共同走向威權（甚至極權）專制的危險。

中國┌自由派┘與
┌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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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此，中國憲政改革的希望何在？眾所周知，當今中國改革的主要障礙

在於既得利益集團；而打破既得利益障礙的根本動力在於人民，因為屬於人民

的公共利益只有靠人民自己才能維護。然而，人民靠得住嗎？這並不是一個不

需要答案的反問。在當今中國，如果說右派本能地鄙視和畏懼人民，那麼左派

則一貫玩弄「人民」話語，企圖利用「不明真相的群眾」實現另一種極端的精英統

治，而人民自己則長期受意識形態蒙蔽，在主權、族群、統一等問題上很容易

為狹隘偏激的民族主義煽情所蠱惑，在「反貪」、「打黑」、「仇富」方面又體現出

憤世嫉俗和不擇手段的傾向，從而驗證了右派的恐懼和自己對左派的利用價

值。在改革停滯不前的今天，改革動力何在是左右各派都必須面對和回答的真

問題。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國左派與右派的譜系。

一　中國左翼譜系分析

雖然「民粹」在中國已經成了安在左派頭上的一頂帽子2，但其所對應的西

文“populism”其實並不帶有貶義，甚至有點褒義。它的本意無非是關注社會多

數、同情大眾疾苦，並寄希望於以「群眾運動」來爭取和維護多數人的利益3。僅

此則不僅無可厚非，而且恰是現代民主的題中之義。當然，這種「民粹」（或民主）

帶有集權（甚至極權）的危險傾向，但是任何立場一旦走向極端都會有害，僅此

並不足以否定左翼民粹主義立場。要對「民粹」做出道德判斷，首先要區分不同

類別的「左派」。筆者把中國當前的「左派」分為以下六種：

一是「均富左派」，主要特徵是認為當下中國貧富差距太大、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又譯堅尼系數）太高，因而首先需要劫富濟貧以均貧富，走到極端

就是平均主義「大鍋飯」。在此且不深究其所主張的手段是否正當，至少有限平

等和均富的訴求並不存在正當性問題。你可以說簡單均富是不理智的，不利於

多數人或社會下層的長遠利益，譬如推行「大鍋飯」、平均主義的結果是讓每個

人都變得更窮，但這類論點的出發點還是為了社會大眾好，爭論的只是真好還

是假好、一時好還是長期好的問題4。我們不需要有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如

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份子）或膜拜工農的變異心態（如陳獨秀、李大釗），就能認

同一個正當國家的職能和基本立場是保護多數人的利益。建立國家的目的難道不

是為了促進多數人的公共利益，而是為了維護少數人的特權嗎？一個為了所有人

的幸福而建立的國家至少要保證多數人基本體面的生活，防止過度的兩極分化。

二是「草根參與左派」，基本主張是反對精英政治，並把基層民眾作為政治

改革的決定性力量，通過大眾普選、全民公決或創制，乃至街頭運動來實現左

翼目標。這類主張本身可能是激進、幼稚甚至離譜的，譬如用古雅典抽籤選官

的「真正的民主」代替縱容精英「腐敗」的現代選舉民主5，但它們沒有必要一定是

激進或離譜的。草根參與完全可以被納入憲政與法治的軌道，成為和平、有

序、漸進改革的根本動力。畢竟，人民的利益不靠人民自己出來維護，難道還

能靠好心的統治精英替他們做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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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兩類人就是中國的「左派」，那麼筆者自己也至少是半個「左派」。

呼籲保護農民的利益、被拆遷戶的利益、上訪人的利益，不正是要保護當今中

國多數人的利益嗎？支持大眾參與選舉並積極獨立參選，提倡保障公民在憲法

上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不都是在鼓勵平民百姓的政治參與

嗎？可惜中國的多數左派似乎並不滿足於以上的理性訴求，而往往訴諸以下更

為激進的表達形式。

三是「國家主義左派」，主張依靠政府而非人民自己的力量來實現左翼理

想，有的甚至鼓吹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然後讓國家代表多數人（無產階級）

對少數人（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左派具有國家主義的天然傾向，雖然他們喜

歡把「人民的利益」掛在嘴上，但是在他們眼�，「人民」中的多數實際上是孱弱

無能、目光短淺，甚至完全沉默、令人失望的，不足以認識並維護自己的基本

利益；尤其在非民主國家，不僅人民沒有民主參與的習慣，而且有名無實的選

舉制度本身使得參與的代價相當高昂。這也是為甚麼只有非民主（或民主不成

熟）國家才會發生革命，否則馬克思的邏輯是說不通的——既然工人階級佔人口

的絕大多數，大眾普選等社會民主綱領顯然是成本更小也更有效的奪取政權方

式，為甚麼還要搞暴力革命呢？自圓其說的解釋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

和虛假的，其潛台詞其實是「無產階級」是一夥沒有受過教育、特別容易受騙的

草根群氓，因而只有在一個先進政黨的帶領下走向革命。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經

濟學的基礎上發展的國家革命理論，僅適用於當年中、俄等經濟、政治、文化

全方位落後的傳統威權國家，而革命後建構的集（極）權主義國家秩序往往只是

滋生了新的精英統治集團，恰和普惠大眾的左翼理想背道而馳。

四是「文革左派」，其特徵是崇尚文革時期對領袖個人的頂禮膜拜，認定某

位領袖就是濟世救民、普度眾生的「救星」。如果「國家主義左派」可能還認可組

織原則，那麼「文革左派」則把民主、法治、程序正義等所有原則都視作妨礙實

質正義和個人崇拜的絆腳石，推崇赤裸裸的人治。毋庸置疑，高尚的人格是有

感染力的，人格崇拜可以說是人的天性，這也是為甚麼人格化的基督教上帝比

非人格化的儒家「天道」更容易為人所接受。然而，盲目的個人崇拜是危險的。

尤其在民主渠道不通暢的威權國家，人民無法通過憲法規定的各種權利和制度

表達並實現自己的訴求，經常陷於無力、無助、無奈，很容易從無所不在的抑

鬱中產生「救星」情結；而威權體制恰恰御用新聞機器、限制言論自由、人為「造

神」並封殺一切負面信息，從而為文革式政治動蕩培育了豐富的社會土壤。

五是「憤青左派」，他們和「文革左派」結為一體，不看事實、只認死理。雖

然威權社會遍地都是「不明真相的群眾」，但是在資訊發達的今天，要弄清歷史

和現實真相並非難事。然而，許多人卻沒有意願和勇氣探索真相，並在此基礎

上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觀，甘願讓自己處於受蒙蔽狀態並跟ÿ起哄。由於社會

多數人遭遇制度性剝奪，受挫感普遍較高而受教育層次較低，更不用說長期受

到左翼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耳濡目染，網絡匿名交流又為不負責任的洩憤提供

了理想平台，因而自然會產生大量「憤青左派」。從中國近代歷史看，憤青是激

左派具有國家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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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危險的，因為他們過於情緒化、不獨立思考、不願面對中國社會的真問

題，很容易為野心家利用並成為邪惡勢力的打手。

六是「權貴左派」，他們和「憤青左派」相反，處心積慮巴結當政者，或有時

候就是別有用心的權貴自己。如果說「憤青左派」無知，那麼「權貴左派」就是無

恥，因為憤青還真誠相信自己欠缺思考的主張，權貴的巴結者則「有奶便是

娘」，根本無所謂信仰或立場，因而完全是「假左」——之所以顯得「左」，只不過

因為那樣對自己更有利6。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左翼立場帶有天然的「政治正

確」——至少政治安全——優勢，甚至在一個改革受挫、憤世嫉俗的環境下，反

改革主流反而顯得更「新潮」。因此，那些精英左派之所以屢屢發表驚世駭俗的

言論，並非出於不可救藥的「傻」，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比誰都「精」；在他們身上，

早已看不到一點「真左」的遺風——哪怕是堅持錯誤的風骨。他們堅持那套與現

實出入如此巨大的、看上去「牛頭不對馬嘴」的話語體系與其說是幼稚，不如說

是世故；他們之所以不顧顏面地宣揚執政合法性，無非是為了獲得執政者的認

同，並在正統話語體系中佔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只是其過於僵硬、粗鄙或缺乏

藝術的表達方式往往讓執政者躊躇再三，只好間接利用。

在道德底線普遍失守的今天，中國「左派」的最大問題恰在於真假難辨：剛

才還是高調「打黑」的「反美鬥士」，一眨眼就成了美國領事館的「避難者」。諸如

此類的現象已經不是個案。「假左」在上煽風點火，「左憤」在下盲目鼓譟——這

才是自由主義者應該恐懼的會把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民粹主義」。

二　中國右翼譜系分析

筆者上面說自己的一半是「左派」，那麼另一半則是「右派」。現代西方的左

右之爭無非是自由多一點還是福利多一點。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左右其實並

不矛盾。這是因為雖然「福利」是一個相對確定的概念（最低工資、失業救濟、醫

療保險、義務教育等基本保障），但「自由」卻是多維度、多面向的，未必完全與

平等衝突。相對共和黨來說，美國民主黨比較贊成平等，卻也支持婦女墮胎的

自由；共和黨反對政府向富人徵稅，卻堅持傳統的基督教家庭倫理。自由和平

等之間的所謂「衝突」只是體現在經濟層面上，經典自由主義堅持政府仍然維持

守夜人的最小角色，新自由主義則主張加強干預以維持平等和市場秩序，但是

從「自由主義」標籤的新舊變換來看，事情顯然不像左派挺政府、右派反政府那

麼簡單，更不用說「積極自由」、「二代自由」、「三代自由」7等新概念的攪局。事

實上，在自由民主佔主導的西方憲政秩序中，溫和左派和右派輪流執政，有時

甚至令人很難辨清左右的政策差別所在；極左和極右則都站在各自的反政府立

場，批評代表社會多數的現行政策。

和左派一樣，中國當前的「右派」也是一個大「口袋」，筆者將其分為以下幾

種，並將自己歸為有限度的第一和第二種「右派」：

中國「左派」的最大問

題恰在於真假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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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個人主義右派」，主張個人應免於一切不必要的集體或公權力限制。

如果說「均富左派」傾向於無底線平等，那麼「個人主義右派」則傾向於無底線自

由，走到極端就是無政府主義。由於民主政府一般會採取有效的再分配政策，

不受干預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勢必會加劇不平等，自由和平等兩種價值取向不

僅存在內部張力，而且也隱含了對政府職能與權限的截然不同理解。

二是「最小政府右派」或「限權右派」，其特徵是承認政府本身的必要性，但

是主張將政府干預限於最小，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護個人自由而非社會平等。

由於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分支是積極的，司法分支則是「消極」的（如「不告不理」），

不會主動攬權，且主要負責裁處私人糾紛，藉以維護「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

因而自由主義者多崇尚英美普通法傳統。事實上，洛克早已在其自由主義契約

論中主張，法院是政府的第一要素；一個原始文明可以不要行政，甚至可以沒

有立法，但是不能沒有定紛止爭的法官8。到近代，司法不只是被動適用立法，

而且積極控制行政越權或違法；自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Marbury v.

Madison）之後，美國甚至還用憲法約束立法行為。到1930年代的「新政」時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是用司法權遏制立法與行政的經濟干預措施，雖然功敗垂

成，但是改頭換面之後，普通法院現在已被普遍視為個人自由的保護神。

三是「精英右派」或「反大眾右派」，不僅主張政府最小化，而且要求政府控

制大眾的盲動，至少保持「超然」獨立，不為社會多數的訴求所控制。恰恰在一

個多數人消極沉默的威權國家，「精英右派」還總是幻想自己正在受到「多數暴政」

的壓迫，至少念念不忘代表多數的政權上台——不論是通過痞子革命還是民主

選舉——的可怕場景。就和社會大眾的平等主義傾向一樣，自由主義者的精英

傾向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一般是比較成功的職業人士，受過高等教育並有穩

定的工作、家庭和收入，因而將無底線平均主義視為洪水猛獸。十八世紀的美

國立憲者也是一群貴族，制訂聯邦憲法的初衷正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個人自由並

遏制多數主義民主（或「民粹」）的盲動。雖然這種自我保護意識既自然也正當，

但是如果任由其矯枉過正、無限發酵，並生成反民主、反大眾的情緒，那麼它

對於中國社會將和「國家主義左派」一樣有害。

四是「精英右派」進一步演變而成的「集權右派」，他們要求政府積極控制和

引導大眾，並有效遏制多數利益聯盟的形成和得勢。表面上，自由主義和集權

主義是格格不入的，「集權右派」似乎是自我矛盾的怪胎，但是如果將精英主義

邏輯延伸一步，則不難得出「通過專制保護自由」的右派悖論，因為自由——尤

其是在專制下的自由——是要靠政府維持的。精英往往從骨子�鄙視社會底

層，不信任他們理性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以至動輒用「素質論」為少數人的統

治辯護，一說起平民政治就驚呼文革式「大民主」來了！他們至少認為現在的中

國人是不配行使民主權利的，必須在政府訓導下經過無限期的「自由主義」薰陶

之後才夠格，只不過這種所謂的「自由主義」已經蛻變為獨裁專制的ç道士。在

本質上，被推向極致的集權「自由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

最後，就和「憤青左派」與「權貴左派」一樣，右派隊伍中也同樣存在憤青和

巴結權貴者。如果「左憤」不講理，也不要期望「右憤」講理；網上不分青紅皂白、

表面上，自由主義和

集權主義是格格不入

的，「集權右派」似乎

是自我矛盾的怪胎，

但是如果將精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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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由——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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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靠政府維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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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來我去對罵者，左右都不能倖免。只是在正統意識形態偏左的體制環境下，

左右分布不完全對稱；在一般情況下，用不受官方認可的右翼意識形態去接近

權力顯然是緣木求魚。因此，「憤青左派」和「權貴左派」在數量上更多一些，真

正有獨立思考和身體力行精神的「均富左派」和「草根參與左派」更少一些。「左憤」

鼓譟愈兇，右派就愈恐懼，愈認為人民「素質低」、「不成熟」，千萬不能貿然搞

民主，否則文革時期（子虛烏有）的「大民主」就不請自來了。

然而，中國若不及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官員腐敗愈來愈廣、人民怨氣愈

來愈重、輿論限制愈來愈嚴、「不明真相的群眾」愈來愈多，那麼「文革」就真的

近在咫尺了。到時候，左派要篡權鬧革命，或依託某個「救星」高調「唱紅打黑」，

右派則死守排除民眾參與的既有政治體制，這樣就產生一種「趨同」現象：左右

兩派看上去打得不亦熱乎，實際上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向政府權力靠攏，最後

中國不只是輸了民主，也輸掉了自由。國家主義、集權主義本是左派的天性，

但是左派現在也患上「民主恐懼症」的右派病。這就是在一個既沒有民主也沒有

自由的國家，右派精英的「自由」和左派憤青的「民主」（或「民粹」）在愈演愈烈的

口水仗中一同走向威權主義的「殊途同歸」。

三　人民靠得住嗎？質疑精英自由主義

在一個既得利益綁架改革的時代，人民無疑是推動良性改革的根本動力，

但是這個常識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人民」自己似乎出了問題。右派天

然畏懼大眾；左派則只是打ÿ「人民」或「民主」的旗號，心�明白這個虛無縹緲

的抽象符號只有利用價值。改革確實需要人民推動，但是人民自己靠得住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極左和極右自不必說，也不值一駁，但是即便最同

情民主的自由主義者似乎也是否定的9，這就值得警惕了，因為他們一般被認為

是中國社會中最理性的一群人，甚至代表了中國憲政改革的希望。這些溫和自

由主義者看起來只反「民粹」、不反「自由民主」bk，但是其骨子�的精英氣息使他

們的主張成為實際上的反多數、反民主；或者說他們所支持的「民主」確實像某

些左派指責的那樣，是無效、無用、「無牙」的民主。譬如他們批判的一種觀點

是「以為民主就是普選，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結果是一團糟

的民粹民主」bl。他們似乎可以容忍「一人一票」，但是由此選舉產生的立法者卻

不能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制訂約束所有人的法律，否則就成了「少數服從多數」的

「民粹民主」。多數人的意志確實未必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正當的，憲政的作用正

是防止代表多數人的政府剝奪任何人的基本權利，但是一般認為「多數暴政」僅

限於例外情況，憲政國家的日常規則仍然是「民主加法治」，也就是由民主程序

制訂符合多數人利益的法律來統治社會。如果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法律實際上不

能統治，那麼還要法律幹甚麼？

精英自由主義之所以反對多數主義民主（或「民粹」），大致有如下理由。首

先，人民不僅一點也不「神聖」，而且根本靠不住，因為按照自由主義的純粹理

國家主義、集權主義

本是左派的天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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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邏輯，任何人都不是神，因而都是靠不住的，作為凡夫俗子（而非抽象意義）

的「人民」自然也靠不住。既然人民和獨裁者、多數人和少數人都一樣靠不住，

可見問題根本不在於誰統治，而在於如何統治。對於青睞法治的自由主義者來

說，良治當然不能依靠任何人，而是得依靠法律、制度。在改革三十年後形成

的法治主義一統語境下，這一套早已是老生常談。它的致命缺陷在於孟老夫子

兩千多年前精闢指出的「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法律」、「制度」

都是沒有生命的人造物，需要人的努力才能得到實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論語．ç靈公》），此之謂也。那麼多年空談法治，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成卻

難以落實，根本原因何在？無非是控制國家機器的既得利益者不想落實，而本

來可以從良法中受益的多數人只能無可奈何地「圍觀」。不靠人民（即社會多數

人），對人民有利的制度、法律如何形成？形成後又有甚麼力量推動實施？

其次，人民之所以靠不住，是因為他們自己無法行動。歷史是英雄創造

的，根本沒有「人民」的事，「人民」實際上不可能統治。作為理性人，他們都是

搭便車者，寧可坐享其成，而不願意為推動制度進步承擔任何風險和代價。搭

誰的便車呢？自然是搭少數改革精英的便車。這說得沒錯，絕大多數人（包括絕

大多數「精英」）都是狹義的理性的搭便車者，尤其在中國拋頭露面，哪怕只是低

度參與也風險巨大，因而憲政改革注定面臨奧爾森（Mancur Olson）所說的「集體

行動困境」bm。這種純粹學理推斷的問題在於，銳意改革的精英哪�都有，中國

應該也不缺，為甚麼他們在有些國家或地區居然成功了，在中國卻至少從百日

維新開始一無例外地失敗了？如果改革精英只能和保守精英「窩�鬥」，那麼失

敗就是必然的結局——光緒必然敵不過慈禧、孫中山必然敵不過袁世凱、抗戰

之前的共產黨必然敵不過國民黨⋯⋯如果不能打「民意牌」，如果人民永遠是一

群「不明真相的群眾」，永遠不能理性判斷是非並影響精英內部的宮廷鬥爭，甚

至連搭便車都不敢或沒有機會，體制改革怎麼可能成功呢？如果成功希望渺

茫，連搭便車者都找不到，又有哪個改革精英敢拋頭露面、以卵擊石呢？如果

人民永遠不露面，改革何時可能啟動呢？再說，既然中國民眾是沉默無力的多

數，他們的問題不是太積極，而是太不積極，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又有甚麼好恐

懼的呢？

最後，精英自由主義認為不僅一般意義的「人民」靠不住，中國人民尤其靠

不住，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專制體制下，或為臣民，或為暴民，偏偏不是民主

社會所需要的公民。這樣的「人民」不行動還好，一行動就注定四分五裂、惡性

內鬥，或極易聽信別有用心者的煽動蠱惑，上當受騙、誤入歧途，民粹主義、

民族主義、極左思潮泛濫成災，把改革帶向文革式災難。「重慶模式」也許可以

作為一個例子。過早讓人民捲入政治，極易造成極端主義、暴力革命、恐怖統

治、長期動亂、多數暴政等種種踐踏個人自由的「壞東西」，多麼可怕！這一套

推斷基本上是肇始於梁啟超的「素質論」翻版，無非是「民智未開、制度未立」，

因而不能貿然改革。這套邏輯本身也不能算錯，專制臣民的素質永遠是擺脫專

制的障礙。其問題在於，要等到人民的憲政覺悟提升到符合自由主義所要求的

高度之時，中國憲政早已水到渠成，還要發動群眾做甚麼？可惜的是，不讓人

精英自由主義認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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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參與，民眾覺悟永遠提高不了，因而永遠不可能啟動憲政⋯⋯這樣，精英自

由主義的「素質論」就陷入了一個自我循環的專制無底洞。

由此不難理解，自由主義開出的藥方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義改革，概括起

來是「先自由，後民主」——更準確地說，先通過精英專制統治提高民眾素質，

讓社會多數人都接受自由憲政理念，然後才能搞民主，如此產生的民主才可能

是「優質民主」或「自由民主」。因此，中國當務之急仍在於「啟蒙」，而不是行動，

否則很容易像五四運動那樣憤激衝動、走火入魔。原來，「素質論」的根子並不

全在專制保守主義那�，而且也在「自由保守主義」這�，或者說兩者在「保守」

（蔑視民眾）方面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和左派民粹也是相通的。雖然表面上格格

不入，但是在反對民主這個問題上，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相映成趣；後者幻想

用天方夜譚的「直接民主」來替代選舉民主，前者則索性以「自由」與「啟蒙」的名

義退縮到專制精英統治的老巢。

沒有人會反對，民主是要有一定條件的；中國目前的選民素質未必能承載

大規模民主選舉的重任，因而憲政啟蒙依然是今日中國的當務之急。尤其在某些

關鍵問題上，由於長期宣傳灌輸形成的潛移默化影響，以及對政治敏感信息的

高度過濾，國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遭到嚴重扭曲，因而不足以對這些問題做出

理智判斷，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國選民在所有問題上都不能做出理智判斷，在行動

之前都需要知識精英誨人不倦地灌輸自由主義法治理念。對於看得見、摸得ÿ、

近在咫尺的切身利益（譬如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凡夫俗子比誰都清楚，而保護自

身利益是人類與生俱有的本能；只要為他們提供一條參與決策的有效渠道，沒有

理由認定他們先天不合格。2011年末至2012年初，廣東省烏坎村民不就行動起來

了嗎？他們之前受過甚麼自由主義法治教育呢？精英自由主義的問題是以偏概

全，認為當前民眾在某些問題上不理智，便在所有問題上都不理智；認為任何人

都不可能像上帝那麼絕對可靠，就無人夠格決定影響自己的公共事務。但是公共

決策總得有人去做。既然人民不可靠，那麼就只有繼續按現行模式讓官員決策。

這樣，看起來弔詭的是，自由主義便自覺或不自覺地和專制主義合流了。

事實上，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自由主義說得不錯，任何人都是不可靠

的，但國家統治的技藝正是在不可靠的所有人之上建立一種相對可靠的統治制

度。在此有必要複述麥迪遜在《聯邦黨文集》第五十一篇的至理名言：正是因為

人民不是神，因而才需要政府統治；也正因為官員不是神，因而政府需要人民

監督bn。問題在於，美國的自由立憲者認為，人民監督的首要機制是民主選舉，

只不過靠人民監督官員不夠，還需要官員監督官員的分權機制；但是到了中國

這�，自由主義似乎就剩下對人民的不信任——因為人民不可靠，至少目前還

不能讓他們參與政治。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嘴上說任何人都不可靠，但是實

際上對社會大眾尤其防範。既然人民不值得信任（甚至很危險），他們就只能繼

續接受政府和精英的管教。這個出發點注定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只能寄生於專制

主義，而且愈是得罪大眾，就愈是要仰仗專制者的鼻息。所有專制獨裁的認識

論根源都只有一個，那就是不信任乃至鄙視人民。既然大眾都像孩子一樣經常

會受到蠱惑並走火入魔，他們便既不能有言論自由，更不能搞民主選舉。

自由主義開出的藥方

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

義改革，概括起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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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未必反對「先自由，後民主」的路徑，因為民主本身就是人民行使的政

治自由，而這種自由起碼是要建立在言論與新聞自由基礎之上的；如果人民連

基本真相都不知道，怎麼可能對公共事務做出理性決斷？然而，筆者反對以「自

由優先」為名割裂自由和民主的關係，甚至將兩者對立起來，因為這樣會徹底葬

送中國的自由主義，就和民初的民主實踐缺陷最後葬送了中國的民主一樣。自

由主義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沒有民主的「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如果在現體制

下，這樣的「自由」在效果上只是維護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讓多數人認為它只是

貪官的自由、奸商的自由、罪犯的自由，這樣的自由主義能為多數民眾所接受

嗎？難道自由主義理念（或任何理念）能在沒有制度實踐帶來實惠的情況下，光

憑學者的「三寸不爛之舌」灌輸給民眾嗎？沒有民眾的自覺推動，光是知識精英

的呼喊和個別改革官員的引導，這樣的「自由」有能力把中國帶向「民主」嗎？沒

有至少有限度的民主參與，自由主義首先失去了根本動力，成為知識精英畫餅

充飢的空中樓閣。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動輒拿十八世紀英國、今天的新加坡及香港區區幾例作

為「先自由，後民主」的代表，其實這些國家或地區即便「專制」，也絕對不是完

全沒有任何民主。自1215年《大憲章》（Magna Carta）頒布起，英國的民主參與就

在貴族與國王爭權奪利中不斷擴大，即便在十九世紀普選之前也不能說沒有小

範圍的民主參與。今天新加坡和香港的選舉狀況確實不理想，但是新加坡沒有

反對黨嗎？香港立法會沒有反對派嗎？他們的不民主和我們這�的不民主是一

回事嗎？如果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民眾沒有一點參與，社會反對派的聲音完全沒

有融入制度框架，他們的官員怎麼還能做到相對清廉？難道百年殖民就能把人

變成上帝嗎？其實按照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或波普（Karl R. Popper）

那樣的經驗自由主義，自由也是要按層次漸進推動的。不是先有了完全的自

由，然後才實行民主；兩者之間不僅不對立，而且相輔相成、循環遞進。自由

有助於推動民主，民主反過來擴大自由。今天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

沒有民主就很難推進，因為沒有一點民眾的壓力，官方不會自動擁護真正的自

由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確實是民間「倒逼」出來的。

四　結論——自由與民主是盟友而非敵手

鑒於中國當前狀況，筆者更支持「先民主，後自由」的改革路徑——不是指

現在就全面實行普選，再來推動自由，而是中國改革早已遭遇民主瓶頸，因而

下一步應該推動有限範圍的民主選舉及其他民主參與，並在此過程中讓人民自

己體會到自由的好處。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支持孫中山提倡的「訓政」，中央和

省級政府不必馬上直選，但是應該盡快在黨內和基層實行直選。目前中國民眾

還不能理智判斷主權、統一、族群等大問題，貿然擴大民主很容易造成蠱惑人

心的極端民族主義得勢，但是沒有理由認為人民也沒有能力理性判斷直接影響

自己的民生問題。對待人民就和對待任何個人一樣，我們既不能盲目自信，也

筆者反對以「自由優

先」為名割裂自由和

民主的關係，甚至將

兩者對立起來。自由

有助於推動民主，民

主反過來擴大自由。

今天中國已經有了一

定的自由，但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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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盲目悲觀。只要把民主參與控制在有限範圍內，自由主義者是沒有理由恐

懼民主的。

無論是民主還是自由，憲政終究是為了全體人民的事業，也只有人民自己

出來推動才能進步。不錯，人民是不可靠的，但是和官員相比，筆者還是寧願

把信心放在人民這�，因為目前和官員談憲政不啻與虎謀皮，人民則畢竟是可

以被說服的，因為憲政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人民很悲

觀，對政府倒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動輒教訓說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只能通過

漸進、有序、可控的改革去逐步實現」，需要「具體的、可操作的可行方案」bo，

但是拋開人民之後，這些高明的方案到底在哪�呢？至今還沒有看到。難道是

因為中國官員和知識精英都特別無能，看不到這些「可操作的可行方案」嗎？

官員為甚麼要讓這些方案變得「可行」或「可操作」呢？今日偌大中國又去哪�

找一個自上而下立志改革的領導？這種期盼蔣經國或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的心態和當年期盼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的「救星」情結有甚麼本質

區別？沒有人民的壓力和呼應，又有誰敢做這個改革「救星」？如果哪天這個人

真的出現了，難道就一定是自由主義的福音嗎？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精英自由主義是無法面對這些問題的。自由主義對個

人判斷的不信任是現代憲政分權理論的起點，但是發展到極致卻情不自禁地站

在多數人的對立面，甚至蛻變為少數獨裁者的幫兇。這不能不說是自由主義的反

諷。事實上，自由民主對人性的認識更加平和。它從不絕對相信任何人，但是在

總體上，自由民主對所有人都賦予一種有限信任。正是人的內在德性使民主自治

成為可能，而人的內在弱點則不僅使制約民主成為必需，而且也進一步凸顯了

公民共治的必要性。過度懷疑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普通人的理智，最終只能

墮入專制。當然，民主是有條件的，缺乏民主歷練的中國大眾未必符合大規模

民主的條件，但這並不意味ÿ他們無能力去理智決定自己身邊的那些人和事。

中國改革的當務之急是讓人民在其力所能及的民主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素

質，而絕不是以他們缺乏參政議政能力為藉口一概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

從戊戌變法開始，中國改革的無數次失敗最終都是因為缺乏足夠強大的民

間支持。中國文人的自命清高真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改革失敗了一個多世

紀，屢次碰得頭破血流尚不知悔改，還要變本加厲地輕視人民；保守派敵視不

說，改良派也一如既往地鄙視。如果人民太愚昧，不足以支持精英高瞻遠矚的

改革，就不讓他們行動，那麼他們甚麼時候才能從實踐的成功和失敗中學到經

驗並脫離愚昧呢？不讓人民在實踐中教育自己，他們將永遠愚昧下去；沒有人

民的支持，改革只能永遠失敗下去⋯⋯中國人已經押了一個多世紀的寶，手運

一次比一次差，難道還要再把自己的命運全部押在宮廷鬥爭的賭桌上嗎？

自絕於人民之後，中國的自由主義只能有兩種出路：或者讓自己成為永遠

不可能實現的空中樓閣，或者自覺不自覺地和獨裁同流合污，而後一種似乎是

精英自由主義的自然傾向。一旦蛻變為少數人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中國式自

由主義只能激起多數民眾的進一步反感。要走出少數獨裁的泥潭，中國的自由

主義精英必須放下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認真對待大眾民主，妥善界定多數人和

鑒於中國當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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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由」的改革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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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人的權利邊界。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不等於這個國家就應該讓少數人來

統治；堅持多數人統治，也不等於民主就是「民粹」或侵犯少數人的暴民政治。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由和民主對立很正常，因為整個國家已經建立在憲政

基礎上，而憲政內部會自然生成自由、平等、民主等不同價值取向之間的張

力；但是在今日中國，兩者決不能對立，而是要相互扶持，因為我們甚麼都沒

有，哪�來的對立呢？自由和民主面臨的是共同的敵人——集權專制，只有聯

手結盟才能馴服這個強大的對手。再這樣胡攪蠻纏相互糾結下去，最後的下場

只能是雙雙被共同的敵手所同化或制服。只要願意面對今日中國的真問題，溫

和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上述各自的前兩種立場）是沒有理由不能求同存異、相互

尊重、真誠合作、共贏發展的。至少，兩者應該是盟友，而非敵手。只有兩者

聯手，中國的憲政改革才有希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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