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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責任與憲政：

兼論轉軌中政府的大小問題

⊙ 秦 暉

 

* 本文刪節本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3年12月號。

一 關於「最好政府」的考證與傑弗遜－梅遜共識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這句名言歷來被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

會」、「守夜人國家」等主張的經典表述。但如此有名的話最早出自何人？這卻是思想史上

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人們明確知道的是十九世紀美國思想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有過更為極端的表述。他

於1849年出版的名著《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宣稱：人們都說最好的政府

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但其實還應徹底一點，「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可見在梭

羅時代前一句名言已經廣泛流傳。而美國歷屆總統中，明確宣布這句話作為執政理念而且有

據可查的，我所知最早的是第23屆總統、共和黨人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 1889-1893

年在任）。1當然，無論梭羅還是哈里森都不是這種說法的創始者。

至今為止，英語世界最普遍的說法是：此話出自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從學術專著到一般讀物，這種說法十分流行。2而中文著作中稱引這句「傑弗遜名言」的更是

比比皆是。但是現存的各種傑弗遜文集與書信中都找不到這段話。專門以搜集傑弗遜文字為

務的美國傑弗遜遺產協會以及弗吉尼亞大學阿德爾曼圖書館傑弗遜電子資源庫中也檢索不到

這段話。

1999年，傑弗遜遺產協會主席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鑒於查詢此話的人之多，特在網

上發表答貼，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傑弗遜沒有講過這句話乃至類似的話。除了現存傑弗遜

文獻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認為此話也不符合傑弗遜關於政治與政府問題的一貫思想。他

特地引出傑弗遜1788年致史密斯(Samuel Smith)的信，傑弗遜在信中說：「我們現在正搖擺

於太大的與太小的政府之間。但是鐘擺最終將會停止在中間位置上。」科茨說：如果傑弗遜

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他怎麼會認為政府還有「太小」之說？科茨認為，從其一

貫思想看，如果傑弗遜要以一句話來定義「最好的政府」，那只能是「最好的政府就是最遵

從民意的政府」。3不久，科茨又寫了兩篇論文《偽造的傑弗遜引文》("Spurious Jefferson

Quotes")和《最好的政府是……》("That Government Is Best…")，收入他主編的《傑弗遜

主張：以傑弗遜作品為基礎解說當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The Jeffersonian Perspective:



Commentary on Today's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一書。在此二文中，科茨引述了傑弗遜強調政府責任的許多言論，並總結

說：「最小的政府最好」的說法過分集中地關注那作為一種體制化權力的政府，但傑弗遜的

政府思想則是關注作為順從人民意願的服務者職能，武斷地讓政府「管得最少」未必有助於

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科茨指出傑弗遜沒有講過那句話，這看來是對的──畢竟無人能舉出傑弗遜說此話的出處。

科茨還考證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最早是十九世紀前期著名的政論家、傑弗遜

的崇拜者、《美國雜誌》與《民主評論》的撰稿人約翰. 歐蘇利文（John O'Sullivan）於

1837年講的, 也正是這個歐蘇利文最先把這句話歸之於傑弗遜。這個考證也沒有遇到質疑。

但問題在於：即便這句話是歐蘇利文而非傑弗遜最先講的，畢竟歐蘇利文是個當時公認的

「傑弗遜主義者」，他那句話即便不是傑弗遜的原話，至少也是他歸納出來並自以為屬於傑

弗遜的思想。那麼傑弗遜是否確有類似的思想？科茨對此的否認就大有爭議了。

因為眾所周知，美國建國之初以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為首的聯邦黨人與以傑弗遜

為首的民主派進行的那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論戰，正是以要不要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為

爭論焦點的。雙方態度鮮明：漢密爾頓要，而傑弗遜不要。論戰中傑弗遜關於政府（尤其是

中央──聯邦政府）權力太大會威脅公民權利與人民自由的言論可謂比比皆是。並不是科茨

徵引的「鐘擺論」可以抵消的。「小政府」論畢竟不是無政府主義，盡量限制政府權力也不

是完全不要政府。而既有政府，必然會有一定規模的機構。從機構角度講政府不能「太

小」，與政治哲學意義上講「小政府」即限制政府權力也未必是矛盾的。而正是在後一意義

上，傑弗遜的確講過一些極而言之的話，著名的如「寧可無政府而有報紙（指自由輿論），

不可有政府而無報紙」等。與傑弗遜同屬民主派的一些人對政府權力的消極評價更是著名。

如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識》(Common Sense)中說：「政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必要

的惡，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完全不可忍受」。

於是針對科茨的說法，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美國式的「保守主義」）思想界提出了反駁。

著名保守主義思想庫──加圖研究所研究員多恩（James A. Dorn）寫了〈政府地位的上升與

道德的墮落〉("The Rise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cline of Morality")一文，在引證了

傑弗遜有關「好政府的哲學」之後他指出，傑弗遜民主的思想在十九世紀正是被歐蘇利文、

梭羅等人所吸收和弘揚。「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雖然由歐蘇利文首言，但的確反映傑弗遜

的思想：政府正當的管理職能應當被嚴格局限於保護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權利和維護社

會秩序，其他公益領域應當讓民間本著「志願者原則」與「自由原則」實行自治。4在我國，

著名傑弗遜研究專家和傑弗遜文獻中譯者劉祚昌教授也認為，傑弗遜雖然未必講過那句原

話，但顯然有類似的思想。這不僅基於他在國內與聯邦黨人對立的反中央集權態度，而且出

於他長期旅歐使歐，對當時歐洲無論傳統封建政府還是「革命的」法國政府濫用權力的惡果

都深有體會，因此決心不讓美國重蹈覆轍。5

與古典自由派的辯駁相反，科茨的觀點立即引起美國與「保守主義」對峙的「新政自由主

義」（在歐洲常被認為類似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界的共鳴。事實上長期以來，「新政自由主

義」一直有一種「傑弗遜困惑」。因為在傳統上傑弗遜與漢密爾頓通常被認為分別傾向於下

層民眾和上層精英，分別體現了美國二元政治中的「左」與「右」、民主（或自由民主）與

保守（或自由保守）兩支傳統。但是二十世紀美國出現以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

政為路標的「自由主義轉向」後，自認為繼承傑弗遜平民傾向的新政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福利



國家政策卻與傑弗遜反聯邦黨人時表現的「小政府」主張產生嚴重的緊張。

推行新政的羅斯福總統本人就陷於此種困惑之中。羅斯福早年就是一個傑弗遜崇拜者和漢密

爾頓批評者。1925年11月，他曾就鮑爾斯(Claude Bowers)寫的《傑弗遜與漢密爾頓》

(Jefferson and Hamilton)一書在紐約《世界》(World)雜誌發表評論說：漢密爾頓擁有高度

組織化的財富、顯赫出身、商界與傳媒勢力支持，而傑弗遜「只能指望那分散的、無經驗

的、難以接觸更難以組織的勞動群眾」。然而「如果漢密爾頓贏了，公眾能有甚麼可高興

的？」而今天「我所擔心的是，在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後，（與傑弗遜）相同主張的力

量沒有再次動員起來」，「我們今天有許多漢密爾頓，但是視野所及，能有一個傑弗遜

嗎？」6而正是這位以傑弗遜傳人自許的羅斯福，執政後他那「為窮人謀利益」的新政恰恰是

以傑弗遜當年極不喜歡的「強國家」方式推行的。在新政中他曾發表著名的「麥迪遜廣場演

說」，嚴厲抨擊自由放任政策：「全國因政府充耳不聞、視若無睹、無所事事而吃了12年苦

頭。人民看著政府，然而政府掉過臉去。……今天，某些強大勢力企圖恢復那樣的政府以及

它關於最好的政府就是甚麼都不管，一切不操心的政府的理論。」7這裏羅斯福把當時普遍認

為是傑弗遜主張的「最好政府論」幾乎罵了個狗血淋頭，這對於他一個傑弗遜崇拜者而言應

當說是十分尷尬的事。

因此不難理解，當科茨證明傑弗遜並未主張過「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並恰恰強調政府對人

民的責任時，羅斯福的支持者們是多麼滿意。事實上，科茨本人就是個傑弗遜－羅斯福主義

者。他的這一考證並非只出於學術興趣，這從其書名的副標題「以傑弗遜作品為基礎解說當

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就可以看出。 不過，假如傑弗遜確實認為政府的權力應當受到最嚴格

的限制──簡單化地說可以表述為：最好的政府是權力最小的政府。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他必

然主張政府對其委托者人民甚麼責任都不必負？或者說：傑弗遜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

負責任的政府」嗎？當然不。早在當年新政時代羅斯福支持者陷於「傑弗遜困惑」的時候，

著名新政自由主義者、專欄作家與政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指出：「最好的政府是

管制最少的政府，這完全正確；但同樣正確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務最多的政

府。」8其實，如果撇開那句原話而就傑弗遜的思想論，可以說如今雙方的解釋都是有根據

的：傑弗遜既如古典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堅決主張限制、縮小政府權力以維護人民的自

由，也如新政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堅決主張重視、強調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為人民

提供「公僕」服務。

換言之，所謂政府或國家的「大小」可以從兩個意義來談，這兩個意義是不能混淆的：傑弗

遜主張權力意義上的「小政府」，但同時主張責任意義上的「大政府」。多恩與科茨各自從

一個意義上對此都作了成功的證明。但他們以今天的問題意識去套十八世紀的前人，於是陷

入了一場「雞同鴨講」的爭論。

其實當年不僅傑弗遜主張好政府應當有「小權力、大責任」，與聯邦黨人對立的他們那個

「民主派」9中人大都如此。即使人們普遍把「小政府」理論歸之於傑弗遜，但從沒有人把傑

弗遜的同鄉兼同事、另一位美國開國思想家和弗吉尼亞人梅遜(George Mason)關於「最好政

府」的說法看成是對傑弗遜的反駁：梅遜撰寫、弗吉尼亞議會於1776年六月十二日通過的

《弗吉尼亞權利法案》稱：「在所有各種形式的政府當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夠提供最大幸福

和安全的政府。」

在傑弗遜因為使歐未能參加制憲會議時，梅遜是在這一會議上反對聯邦黨人的主要「民主



派」代表。他與傑弗遜的立場是一致的。顯然，梅遜講的「大政府」是對國民的「幸福和安

全」承擔「最大」責任的政府，而不是擁有無限「最大權力」的政府，正如傑弗遜講的「小

政府」是權力最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最不負責的政府一樣。在限制政府權力、重視公民權利方

面，梅遜與傑弗遜並無分歧，因此他的《權利法案》緊接上面那段話就說：「當發現任何政

府不適合或違反這些宗旨時，社會的大多數人享有不容置疑、不可剝奪和不能取消的權利，

得以公認為最有助於大眾利益的方式，改革、變換或廢黜政府。」

可見傑弗遜與梅遜的共識實質上可以表述為：「最好的政府」是權力最小、而責任最大的政

府。亦即從限制公民自由方面來說是「小政府」而從提供公共服務來說是「大政府」。

二 「次好政府」與「最壞政府」：憲政與前憲政下的不同「問題」

但是這種「傑弗遜－梅遜共識」所追求的好政府可能存在嗎？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完全沒有

權力的政府事實上是無法對任何公共服務承擔責任的。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世上

不可能有這等好事。在《獨立宣言》與《權利法案》的時代，傑弗遜與梅遜等美國先哲們的

「問題意識」在於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的強權而爭取自由，他們既指責英國人濫用強權損

害北美人民的自由，也指責英國人不負責任未保障北美人民的福利，因此他們可以同時提出

政府權力最小化與政府責任最大化的訴求。而這樣的訴求與其說是傾向「大政府」或「小政

府」，勿寧說首先是傾向憲政政府；與其說是追求「自由放任」或「福利國家」，勿寧說首

先是追求民主國家。

從制度安排的「經濟人預設」10出發，可以認為無論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沒有制約條

件，統治者都可能趨向於權力盡可能大，直至予取予求；而責任11盡可能小，乃至不聞不

問。而被統治者則相反，他們都希望兼享最大自由與最大福利保障，因此要求統治者權力盡

可能小而責任盡可能大。一方面，統治者希望沒有甚麼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同時沒有甚麼事

情是他必須做的。另一方面對老百姓來說，理想的統治者必須按他們的意願做盡量多的事，

同時不能違背他們的意願做任何事。統治者希望做有權無責的「人主」，而被統治者但願要

有責無權的「公僕」。這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就權力與責任、或曰權利與義務達成協

議或契約就成為必要。這個契約要規定政府必須做甚麼（即規定政府的責任），為此被統治

者授予其相應的權力。同時更要規定政府不能做甚麼，被統治者有哪些統治者不能剝奪的權

利。這樣一種契約安排，就是所謂的憲政。憲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權力與責任相對應，

這種權力必須為被統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夠向被統治者負責。在憲

政原則下無條件的權力（無論是王權還是「多數人權力」）沒有合法性。而「無代表不納

稅」、對民而言無權利不應有義務，對國而言無服務不應有權力，則成為共識。

另一方面，「被統治者」包括各種各樣的利益群體，他們所希望的政府服務通常很不相同。

例如富人也許更希望政府能夠保護財產，而窮人可能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福利，等等。因此政

府究竟要對社會提供甚麼服務、承擔那些責任，要有一種機制來決定。一般地說，由於每個

人都是、並且只是他自身利益的最佳評價者，社會最大利益的評價就只能以自由表達－多數

決定的方式進行。或者更確切地說，自由表達－多數決定對社會最大利益的偏離最小。這就

是所謂的民主。

因此憲政與民主可以說是兩回事：前者追求權責對應，後者追求多數決定。前者講的是權力

運用的規則，而後者講的是權力的來源。歷史上曾經有過無憲政的「民主」，也曾經有過無



民主的「憲政」，於是今天也就有了憲政與民主哪個更重要的爭論。但是歷史又表明這兩者

實際上是互為依存的：無民主則憲政原則不能貫徹到底，無憲政則民主機制更會走向反面。

沒有民主的「憲政」，例如中世紀作為憲政雛形的「大憲章」或貴族憲政，只能使統治權力

對一部分（通常是少部分）被統治者負責；而沒有憲政的「民主」例如雅各賓式的「大民

主」則常常導致「多數人權力」的不負責任濫用，到頭來也損害多數人自身。人類社會經過

長時期的「試錯」，民主與憲政都逐漸成熟而融會為現代的憲政民主或曰民主憲政。

但是今天人們對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從瑞典到美國──仍有許多批評，這是理所當然的。

憲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憲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權力

極小責任極大的「最好政府」。同時憲政政府也仍然是各種各樣的：在憲政民主之下公民們

打算授予他們的「公僕」哪些權力以便要求後者承擔哪些責任？是授與政府更多的權力以便

要求它承擔更大的責任、為社會提供盡量多的福利與保障，還是授與政府很小的權力因而也

就無法要求政府承擔甚麼福利責任，便成為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

甚麼是「次好政府」的問題：是權大責亦大的政府好呢，還是權小責亦小的政府好？在不同

的國家，乃至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人們對這一問題給予了不同的答案。經過二十世紀初的

「進步主義」、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的民權立法，美國實際上趨向於梅遜式的「最多

服務的政府」。到了80年代出現「里根政策」，又強調堅持傑弗遜式的「最少用權的政

府」。兩者形成「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峙。

而在歐洲，類似的對峙則被稱作「社會主義」(即瑞典式的社會民主主義，不是共產主義)與

「自由主義」的分歧。這種分歧集中體現為「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選擇──前者

似乎是「大政府」，國家被授與較大權力來履行提供公共福利的責任；後者則是「小政

府」，國家權力小責任也小。冷戰結束之初曾有人認為後者已經成為最後的選擇，是為「歷

史的終結」。但是這樣的說法後來不斷被顯示出是過於武斷了。如今「福利國家」的危機雖

然嚴重，「自由放任」的問題也還不少。而那種「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國家」的「第三條

道路」究竟如何走，也還遠未見分曉。

事實上，由於人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束縛的排拒）與對安全的追求（對風險的排拒）同樣出

於天性，而且儘管今天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存在著包括明確劃分「群己權界」、群

域民主己域自由、以及多數基本領域的群己界分已有定論這「三大共識」，但是人類生活中

的一些領域到底屬於群域還是屬於己域，是「邊界游移，情景決定」的，不可能有固定的劃

法。12因此人類永遠會有「左右派」。人類的「終極選擇」是甚麼，乃至可不可能出現「終

極選擇」，實可懷疑。在「政府」問題上，權力極小責任極大的「最好政府」從未實現，而

在權責對應基礎上，甚麼是「次好政府」──是權責都較大的政府（例如社會民主政府），

還是權責都較小的政府（例如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夠有公認的結論。

不過歷史雖然並未「終結」，但歷史畢竟在「進步」。人類憲政的歷史，乃至啟蒙時代以來

三百年人們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理論探討與實踐努力如果說有甚麼公認的成就，那不在於

它實現了「最好政府」，也不在於它分辨出了「次好政府」，而只在於它揭示了甚麼是「最

壞的政府」：那就是權力最大而責任最小的政府。我們可以把這幾類政府的邏輯異同圖示如

下：

圖1 各種政府的權責關係



顯然，「最壞政府」的特點就在於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這樣的政府過去曾經在東方與

西方都十分流行，今天它則已經日薄西山──在一些地方它已被歷史淘汰，在另一些地方它

的合法性資源也日漸衰微了。

但過去的時代並非如此。

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時自由主義是在新舊大陸同時興起的，而且應當說美洲自由主義的源頭還

是歐洲自由主義。但「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的想法卻只出自美國的傑弗遜、歐蘇利文、梭

羅、哈里遜等人，十八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思想家強調權力制衡、治權民授、限權分權的言

論很多，但沒有人像美國人那樣談論「小政府」。為甚麼？

我看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已經實現治權民授、權責對應的美國，沒有人會設想很少承擔公

共服務責任的政府還能擁有很大權力來剝削和禁錮人民。可是在十八世紀絕大多數國家仍是

專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家天下」而非「公天下」的歐洲，國家機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為

統治者私人或小集團服務的，在公共服務領域「最不管事」的政府同時卻擁有強權來汲取民

脂民膏、侵犯國民自由，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情。在這種「既非福利國家又無自由放任」的

狀態下，單純強調「不管事」並不一定意味著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正如那

時「管事最多」的政府也未必是社會主義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一樣（請想想馬克思對

「重商主義」、對俾斯麥體制的憎惡）。專制政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政府，同時也往往是對

人民不負責任的政府，因此在專制條件下，政府推卸責任並不必然意味著放棄權力或接受對

其權力的約束，政府很少提供公共服務也不意味著它不會最大程度地弄權自肥。換言之，在

這種情況下責任意義上的「小政府」與權力意義上的「大政府」是完全可以同一的。

而在這種情況下，不分權責的「大小政府之爭」就不會有甚麼意義。相反，限制國家權力的

自由主義要求與強化國家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在這個時代是可以一致的。這正是今天多恩那

樣的古典自由派與科茨那樣的新政民主派都可以祖述於傑弗遜的根據。道理很明顯：既然有

責無權的政府可欲而不可能，有權無責的政府可能而不可欲，則人們可以爭論的就是政府權

大責亦大好呢，還是權小責亦小好。但是這兩者都以權責對應為前提，而能夠權責對應的政

府就是憲政民主政府。因此在憲政民主之前的專制時代這種爭論就無法成為「真問題」。在

統治者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的情況下，只有先以憲政消除了權大責小的「最差政府」之



弊，甚麼是「次好政府」的爭論才有了現實意義。這就如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國王只有確實

穿上了新衣，這衣服好不好看才能成為真問題一樣。

今天「右」如美國，「左」如瑞典，都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實現了權責對應──雖然相對而

言前者權小責亦小，後者權大責亦大。於是人們不分權責地爭論「大政府」還是「小政

府」，或褒瑞貶美，或褒美貶瑞，也就有了某種合理性。

可是如前所言，這種爭論如果放到傑弗遜的時代，就容易造成混亂。當時的「兩黨政治」中

傑弗遜是「左派」，但他卻主張權力意義上的「小政府」，這使羅斯福時代的「左派」感到

尷尬。其實這算甚麼？當年比傑弗遜更「左」的人不也更主張「小政府」乃至寧可更偏向

「自由放任」嗎？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可從來不主張國家主義。他高度評價主張「自由放

任」的重農主義而蔑視主張「國家干預」的重商主義，高度評價魁奈(François Quesnay)、

亞當．斯密(Adam Smith)而鄙視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李斯特(Frederich

List)。列寧鼓吹「美國式道路」而反對「普魯士道路」。不都是這樣嗎？傑弗遜時代的「自

由左派」反對「大政府」，而羅斯福時代的「自由左派」主張加強「國家干預」，這不是因

為羅斯福比傑弗遜更聰明或者更高尚，而就是因為羅斯福時代的憲政民主已經比傑弗遜時代

成熟多了，因而不再可能出現權大責小的聚斂政府。脫離這一點而僅僅因為羅斯福比傑弗遜

更時髦更新潮更前沿，就在憲政民主程度還不如傑弗遜甚至不如俾斯麥的時代「強化國家干

預」，那就不是甚麼「自由左派」，而是比漢密爾頓、比托利黨甚至比柯爾貝都更「右」，

與其說像羅斯福，不如說像俾斯麥、像重商主義者甚或更等而下之了。

反過來說，在專制條件下把國家不負責任說成是「自由主義小政府」，就像把同樣條件下政

府擁有無限權力說成是「福利國家」一樣荒唐。而把專制條件下統治者既有無限權力又不負

甚麼責任，或者說是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負「自由主義式的責任」這樣一種病

態，說成是「超越了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兩者」的「第三條道路」，那就更加荒唐。

如果真有甚麼「超越」這兩者的更高的「主義」，那恐怕應該是只有「自由主義的權力」卻

要負起「社會主義的責任」才對。這也就是作為「傑弗遜－梅遜共識」的「最好的政府權力

最小而責任最大」。如前所述，當年傑弗遜與梅遜們的這一理想並未實現，現在多數發達國

家倒是的確自由與福利都更發展了。即以美國而論，許多論者都提到羅斯福傳統到60年代

「民權政治」而極，此後美國似乎又「回歸保守主義」，「政府製造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

更多」之說大為流行。但是據政治上傾向民主黨的哈佛大學波克(Derek Bok)教授指出，事實

上就在這種說法日益得勢的同時，從60年代到世紀末這三十多年中國家政策的實際趨勢卻相

反：無論在環境保護、公共衛生、扶貧濟老還是在增加婦女及少數族裔機會等各個方面政府

作用都在明顯加大。13因此所謂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義化」實際上恐怕只是反映人們對個

人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時他們對政府福利責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當然，即使這樣，美國也還遠遠談不上實現了傑弗遜－梅遜共識。也許這個共識根本就是烏

托邦。不過大概要算一種「有益無害的烏托邦」，對它「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是社會之

福，起碼它不會造成社會之禍。它比那種一說「社會主義」就只要不受制約的權力、一講

「自由主義」就只推卸政府責任的做法都可取得多。

三 轉軌時期的限權問責與憲政問題

要之，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探求所及範圍內，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憲政前提下



權責均大的社會民主政府還是權責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難以確定的。我們可以確定的

是：甚麼是最壞的政府？那就是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的政府。無論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

者，在他們能夠進行有意義的爭論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消除、改變這樣的政

府。

當然，不是說這時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就沒有區別。也許最重要的區別是：自由派在這個階

段最關心限權，而社會民主派最關心問責。但是，以推卸政府責任來偷換對政府限權這樣一

種「偽自由主義」與真自由主義之別、和以強化政府權力來偷換向政府問責這樣一種「偽社

會民主」與真社會民主之別，恐怕更為重要。這裏要強調的是此所謂「真偽」並非價值判斷

而是事實判斷。筆者不懷疑那些「偽主義」者不僅可能具有良好動機，甚至可能充滿學理上

的自信──因為完全有文本上的根據說明：憲政體制下的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是主張為政府卸

責的，正如憲政體制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政府擴權一樣。（在這種體制下，只有反對或

至少輕視憲政原則的少數極左派14既要求政府放棄權力又要求其承擔更大責任。如「九一

一」之後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既抨擊政府的安全對策而要繼續擴大美國傳統

的個人自由，又反對現行的社會體制而要政府在福利上大包大攬。反之，也只有少數極右派

既要政府擴權又替政府卸責。如現今美國某些在以安全、反恐為由實行強硬管制和減少福利

責任兩方面都很極端的「雙重鷹派」。）但是從本質上講，自由主義的要旨在於政府限權以

保障人民自由，只是憲政下權責必然對應，因而限權不能不意味著相應卸責。反之，社會民

主主義的要旨在於問政府之責以推進福利與平等，只是權責既然對應，則問責不能不相應擴

權。如圖2所示：

圖 2 憲政下的政治譜系

但是在權責不對應的非憲政體制、專制體制下，圖2所示的邏輯關係就大有不同。由於權責不

對應，卸責未必導致限權，擴權也未必導致問責。而作為經濟人的統治者當然樂得既擴權又

卸責。事實上在專制之下，鼓吹擴權總比要求限專制者之權討好而無險，鼓吹卸責也比問專

制者之責討好而無險。所以我們雖然不能因此對具體的論者作誅心之論，但在這種體制下某

些「左派」勸上擴權而回避問責之制，某些「自由派」為上卸責而回避限權之要，的確很容



易得到社會學上的解釋。

而真正的自由派以對上限權為宗旨，在卸責未必導致限權時自然不言卸責。所以在憲政發達

之前傑弗遜只講權力意義上的小政府，而不談責任意義上的小政府。同樣，真正的社會民主

派以問上之責為能事，在擴權不能保證問責時自然不講擴權。所以普列漢諾夫說在一個「警

察國家」社會民主黨人當然要反對土地國有制。這時自由派與左派各自的真偽之別如圖3所

示：

圖 3 憲政以前、專制下的政治譜系

圖3說明：在非憲政體制下自由主義者如果只為上卸責就會異化為「偽自由主義」，而社會民

主主義者如果只勸上擴權也會異化為「偽社會民主主義」。這樣兩種「偽主義」在憲政條件

下是不存在的。今天西方許多論者根本不會面對這種問題，他們的古典自由主義似乎只有

「福利國家」（或社會民主主義）這一個敵人。只要國家不負責福利，他們就認為是「自由

化」了。反過來在他們的對立面即所謂左派中，也有不少人眼中只有自由主義這一個釘子，

只要有貧富分化，他們就認為是「自由競爭」所造成：一旦國家弄權限制自由，他們就認為

這是基於公共責任。這種邏輯下無論左右的許多人已經把契約國家當成既成的事實自明的前

提，往往直接以責任之大來證明權力之大，或者反過來以責任之小證明權力之小。這樣的邏

輯在當今西方憲政制度的背景下可以理解，但用到別處就要出大問題。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缺少權力－責任（權利－義務）關係和契約國家的清晰論述（當然至少

在儒家中，某些因素還是有的）。西學中本來倒不乏這些內容，但西方國家既已通過憲政民

主解決了權責對應問題，不分權責地論「大、小」對於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講，就成了邏輯上

雖不嚴謹、但實踐中並無大害的語言習慣。15可是本來權責關係就稀里糊塗的國人如果接過

他們的這種語言去討論「他們的問題」，就會產生大弊。把歷史上的「國責不下縣」說成是

「國權不下縣」，還只是學術之弊，以下這些說法就是現實之弊了：

今年非典流行期間，以自由主義者自許的王怡先生在網上發表文章，批評要求國家為非典病

人承擔醫療費的主張。他宣稱政府沒有責任負擔這種醫藥費，而且如果要求政府對此負責，



就等於「將政府擺在了一個全能政府的地位。你嚴厲要求它負上很多的責任，也就是大方地

授予他無限的權力。」 看來他認為當今那種不受制約的權力是「要求它負上很多責任」的公

民「大方地授予」的，只要人民不「要求」政府，讓它不負責任不管人民死活，它自然就沒

有權力了！昔人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句，王怡先生則大概有點「錯把中國當瑞典」了。

而另一方面，自許左派（「自由左派」）的王紹光先生居然也有完全同樣的「錯認」。雖然

他的立場好像與王怡相反：王怡討厭瑞典，而王紹光似乎喜歡瑞典（或者喜歡羅斯福等），

所以他大力鼓吹要強化國家權勢，增強政府對全國財源的「汲取能力」。似乎他認為統治者

對人民不負責任就是因為它「汲取」民脂民膏的權力太小，只要它權大無邊，放手「汲

取」，人民自然就有了「福利國家」。但是兩位先生都沒有看看歷史：在並無憲政基礎的時

代，擴大朝廷的「汲取」權力只是產生了秦始皇而不是產生了羅斯福。反之，不負責任不問

民間疾苦百姓死活的皇上不是更像里根、撒切爾夫人，而是更像那個當百姓紛紛餓死時質問

他們「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王紹光先生在主張政府擴權時的確常以政府承擔的責任作為理由，但他從不談有甚麼機制可

以保證權責對應。過去他不談憲政，但曾主張要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然而後來他在

《南風窗》撰文說，由於「民主」往往使人想到西方那一套，他現在已不想講甚麼「民主國

家」了。而現今政府的「汲取能力」儘管仍未達到王先生設計的標準，比當年他提出「能力

報告」時無疑是強大得多。而正如王先生自己近來多次指證的那樣，中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

不公平在這些年間不是下降而是急劇上升。他以此作為「汲取能力」還應進一步提高的理

由。但是他沒有解釋迄今「汲取能力」與社會不公何以同步上升，此後這種同步又何以不會

繼續？

儘管如此，筆者對王紹光先生追求「福利國家」的目標不持異議，如同對王怡先生追求「自

由放任」的目標也不持異議一樣。但是如果兩位王先生不是對美國或瑞典，而是對中國談問

題的話，那麼王紹光先生多談問責而少談擴權，王怡先生多談限權而少談卸責，才有利於實

現兩位各自的目標吧？

實際上，在非憲政條件下「無福利即自由」之說與「有強權即福利」之說同一邏輯而且同樣

荒謬。此種邏輯如能成立，那麼全民公費醫療的瑞典就應當被視為最極權的法西斯國家，而

沒有任何公共衛生責任的「雍正王朝」該是天字第一號民主政府了。而使問題變得更荒謬的

是：王怡批評的人還並非主張「福利國家」，也不是要求普及公費醫療，他們只是鑒於惡性

傳染病患者作為傳染源無權自由選擇就醫與否，甚至人身自由也已受到非常限制，他已不可

能自我負責，而社會與國家已經對他行使著非常權力，當然也就必須對他承擔責任。即使假

定最極端的自由放任論者會否定一切福利保障乃至主張「餓死活該」（這往往是左派攻擊自

由主義的口實，實際上幾乎沒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恐怕也不會否認非典這類患者應

該得到全額公費醫療。因為「餓死」涉及的是本人，而惡性傳染源涉及公眾，這種治療已經

不是福利保障問題，而是公共安全問題，因此難免具有強制性。而公眾與政府有甚麼理由強

迫一個本身已遭不幸的患者自己承擔公共安全費用？其實，讓政府不負責任地不作為，與讓

政府不負責任地胡作非為本來就是一回事。王怡先生如果不主張讓傳染源自由擴散又不要求

政府為其付帳，那就是讓政府強制他自掏腰包，這不是最嚴重地破壞自由主義原則嗎？

與這種顛倒權責的論點方向相反而邏輯相同的，是那種國家主義的主張。例如：本來意義上

的「義務教育」原是指國家承擔提供免費教育的義務、公民享受免費教育的權利。但國內現

在有人卻把它理解為：政府有權強制公民出錢接受指定的教育，卻並無義務提供足夠的教育

經費，公民有義務接受政府指定的教育，卻沒有享受免費教育的權利。以致一些傳媒常出現



權力機關援引《義務教育法》迫使某公民出錢送子上學之類的「官逼民智」報道。16實際

上，如果我們公共財政真的負擔不起，政府的免費義務少些也就罷了，權利義務倒過來的那

種官有權民有責的「官逼民智」不論有甚麼實行的理由，說它是「義務教育」都是不通的。

另一個例子是所謂「土地福利化」的提法。有人提出土地福利化意味著必須按「反私有化」

的方向調整土地關係，因為「社會保障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私有化」的。因而農民的土地處

置權應當弱化，政府有權限制農民轉讓土地、取消「三十年不變」的承包權而改為更頻繁的

定期重分等等。這種看法也是權責顛倒的。無論我們在經濟上是否贊成「土地私有化」，它

與「社會保障制度」不應當有甚麼關係。這裏姑且不論傳統的福利國家理念受到的質疑和當

代不少國家的「社會保障市場化」改革的是非，僅從傳統的社會保障概念而論，所謂「社會

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說法若能成立，其含意顯然是指提供保障的義務不能「私有化」，而決

不是指享受保障的權利不能私有化。道理很簡單：所謂社會保障，是指社會（以政府、社

區、企業或其他社會組織形式為代表）承擔義務，向公民提供養老、醫療、失業等保障。對

於被保障者而言，享受保障則是他本人的（亦即「私有」而非公家的）權利。儘管在許多情

況下，被保障者可能也有部分義務（如在政府、企業、個人三方統籌的保障制度下必須交納

的強制保險金），但這只能是提供保障的社會組織承擔義務的補充。如果提供保障的全部義

務都只由被保障者自己承擔，社會組織不承擔義務而只對被保障者行使強制權力「逼其自

保」，這樣一種狀態就根本不能叫做社會保障。舉例而言，公費醫療是社會保障，而官府強

制百姓自己掏錢看病（哪怕是出於好意）就不是社會保障。「土地福利化」正是這樣一種情

況：它假定政府、社區、企業等等並不向農民提供甚麼，而是由農民耕作自己的土地來給自

己提供「保障」，「社會」要做的只是行使權力禁止農民自由處置土地以強制農民承擔「保

障」自己的義務。應當說，這種把「保障」不是看作政府的義務、公民的權利，而是看作政

府的權力、公民的義務的做法即使有理由存在，它也不能稱之為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保

障」。正如「官逼民智」也許有某種理由，但它與「義務教育」無關一樣。「官逼民自保」

也決不是「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能私有化」就是說政府或「社會」不能把自己的義務

推卸給農民（農戶），而「土地福利化」等於是政府讓農戶自己保障自己，這就已經把保障

義務「私有化」（而且是強制私有化）了，這還談得上甚麼「不能私有化」呢？

我國如今仍然是不發達國家，社會保障網尚不能惠及多數農民，實事求是承認這一點並不丟

人。如果自欺欺人地把事情說成是：我們沒有「國家福利」，但有「土地福利」，卻可能使

人誤以為我們的農民已經具有了「另類的」社會保障，從而取消了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

任務。這無疑是有害的。

在西方，傳統上左派喜歡強調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等，而右派可能不以為然，但在權利義

務（或權力責任）顛倒的情況下把單向的強制當成保障，則是左右都不會犯的「底線」性質

的誤解。當人家的左、右派在爭論政府的義務有多大時，我們干脆將權利與義務顛倒過來。

人家左派主張政府必須多出錢供百姓受教育，右派認為不必出那麼多錢。而我們有些人則認

為政府可以把百姓抓起來逼其出錢受指定的教育。人家左派主張公家出錢為百姓辦醫療、養

老等等，右派認為公家包不了這許多，而我們有些人則認為公家可以把農民的土地控制起來

令其耕田終老，以使農民進城貢獻青春後不許留在城裏給公家添亂。這類主張不管有無「現

實的」道理，與人家的「左右之爭」究竟有何關係？強迫陷入絕境的弱勢者支付本應政府負

責的公共安全費用，這難道僅僅是在拒絕「福利國家」？街頭公審貧困學生家長，這難道僅

僅是在反對「自由放任」？不解決這些「真問題」，不實現共同的底線，我們有甚麼資格妄

稱「左」「右」、標榜這種或那種現代文明中的「主義」呢？



四 「尺蠖效應」與「天平效應」：兩種截然不同的「左右互動」

出現這類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缺少一個治權民授、權責對應的機制，即憲政民主機

制，「自由放任」與「福利國家」共同以為基礎的機制。沒有這樣一種機制，權力太大責任

太小的國家就不可避免。這樣的國家可能一直「左」著，或者一直「右」著。前者如我國文

革時，後者如蘇哈托、皮諾切特時代的印尼與智利，兩者都會造成積弊。

而第三種情況是：在不受制約的權力之下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同樣依托專制強

權，先以「左」的名義搶劫，再以「右」的名義分贓。以「社會主義」為名化平民之私為

「公」，以「市場經濟」為名化「公」為權貴之私。「國有部門」在「左右循環」中成為

「原始積累之泵」：以不受制約的權力為強大的馬達，一頭把老百姓的私產泵進國庫，一頭

又把國庫的東西泵進權貴的私囊。這可比「資本主義」條件下富人在市場上通過交換「私對

私」地兼並窮人要「高效」得多了！我把這稱之為「尺蠖」效應：你看那尺蠖一會兒收縮，

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有利於權勢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

俗語所說：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這樣的「左右之爭」有甚麼意思呢？我既不認同這樣的「左派」，也不認同這樣的「右

派」。我甚至也不願意自詡為介於它們兩者之間兩頭討巧的「中間派」。

但是，在另一種情況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憲政民主條

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處。而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更是正常現象，並

且是有益的現象。「左」的時候福利、平等和社會保障受到重視，國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

會主義優越性」。但是左過了頭，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選民又會推「右」派上台，自由競

爭，鼓勵投資，提升效率，社會得以真正獲得「自由主義的生命力」。待到競爭過了頭，貧

富分化大，選民又回過頭選左派。反正不管誰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麼「國家干預」

也只是盡福利之責，不至於任意沒收百姓財產。而右派再怎麼「自由放任」也只是讓老百姓

各顯其能，不會「放任」貪官污吏橫行霸道。這樣的「左右循環」我也好有一比，謂之「天

平」效應：那天平的兩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個公平的支點附近左右擺動。天平因此在許

多文化中成為公正的象徵。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左」還是「右」，而在於是「尺蠖效應」中的左右呢，還是「天平

效應」中的左右？而這兩種效應之區別，就在於專制威權，還是憲政民主。今天的中國，左

派抱怨公共資產被盜竊，右派批評私有財產受侵犯。其實在一個「權力捉弄財產」的社會

裏，無論公產私產都是權力刀俎下的魚肉。人們常說憲政民主國家私有財產是不可侵犯的，

其實在這些國家，公共財產受到的保護也比我們這裏嚴密得多。福利國家瑞典的公共財力堪

稱雄厚，自由市場美國的私人財富也很驚人，但無論瑞典還是美國，公私財富的比例也許不

同，但公產私產同樣是不可侵犯的17。

而在專制時代，就像北宋後期那樣，王安石主張國家統制，而司馬光主張自由放任，兩

「黨」也是你上我下，輪流得寵了好幾個回合。可是雙方都不是受權於民，而且弄權無制

約，儘管理論上好像雙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說是要「摧制兼並，均濟貧乏」，似乎頗有「社

會主義」的味道。而司馬光主張「國家不與民爭利」，似乎很有「自由主義」豐采。不幸的

是實行下來，王黨的「國家統制」嚴厲地束縛了「阡陌閭巷之賤人」的經濟發展，而馬黨的

「自由放任」則使「官品形勢之家」得以放手聚斂。王得勢則朝廷禁網遍地，民無所措其手



足，馬得勢則貪官污吏橫行，民無所逃其削刻。國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無數土皇帝與

土圍子，卻放不出一個中產階級，而國家的經濟統制也只會「與民爭利」，卻統不出個社會

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國家」，正如司馬光搞不成「自由市場」，而這兩種政策輪番上

場到後來都加劇了王朝的治理危機，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縮中走向危機，最終在危

機中滅亡。

在這種情況下，你讓我選擇做王黨？馬黨？騎牆黨？得了吧我誰也不選。因為我是人，又不

是尺蠖。

另一類「左右」又怎麼樣呢？一位朋友在周游美國與北歐一圈回來後發表見解說：美國的

「自由主義」只講個人自由、公民權利，忽視了社會平等，不利於保護弱者。而瑞典的「社

會主義」只講社會平等、福利保障，忽視了個人自由，不利於發揮效率。我們都不能學。聽

完高論後我對他說：是的，我也同意無論瑞典的福利還是美國的自由我們今天恐怕都還搞不

了。不過您說美國的個人自由太過分，那麼美國的社會保障如何？不會也「過分」吧？您說

瑞典的社會福利太過分，那麼瑞典的個人自由如何？不會也「過分」吧？當代美國的社會保

障體系已經相當發達。那裏有聯邦財政負擔的、覆蓋全國統一標準的養老保險，有聯邦與州

兩級財政共同負擔的失業保險、老年援助與兒童援助，還有體現「矯正正義」、具有道德補

償性質的對黑人、印第安人等歷史上曾經遭受不公正對待族群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特別幫助。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社會保障開支通常佔到GDP的13%左右，雖然達不到瑞典式的「從

搖籃到墳墓」，但其最低生活保障功能是十分健全的，更不用說他們還有發達的NGO志願公益

部門來參與社會保障了。

同樣，除了高額累進稅對個人資本積累形成的限制外，瑞典的企業在市場上的自由空間還是

受到法治保障的。那裏的老板可能不敢惹工會，但用不著害怕當官的，更不會擔心八九十個

「公章」與「大蓋帽」都來吃你的「唐僧肉」。而憲政制度下當今瑞典的公民政治自由更是

可圈可點，起碼不在其他發達國家之下。

那麼我們呢？我們的公民自由趕不上美國，但是我們的社會保障能達到美國的水平嗎？我們

的福利制度趕不上瑞典，但是我們的公民自由能有瑞典的程度嗎？如果美國的「自由過分」

我們學不了，學學它的社會保障如何？如果瑞典的「平等過分」我們學不了，學學它的公民

自由如何？據說美國的社會保障與瑞典的公民自由水平都「太低」，經常出國的您老兄可能

已經不稀罕這麼「低調」的社會保障與公民自由了，但是如果您不是只盯著「國際前沿」而

是能夠多關注我們自己的問題，您可能會發現這些「低調」的東西對一般老百姓還是非常有

用的。而根本的問題在於：如果這樣「低調」的自由與社會保障對於我們尚且是奢望，又何

談美國式的高調自由或者瑞典式的高調平等，甚或介於美瑞之間的「中庸」程度的自由平

等，乃至「超越」美瑞之上的更高自由與更高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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