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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11JJD810018) 阶

段性成果





献给我的父亲:

一个社会底层的理想主义者





内容摘要

全书分设前言、六个章节、结语等三个部分，后附安徽

省宜城市和深圳市福田区两个人类学田野研究中发放的四份

调查问卷和八份调查表格。

安徽省宣城市的人类学田野经验研究表明，公民个人特

别是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的代表

人物在国家"政治安排"下的政治参与模式，是 20 世纪 50

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遗留问题所

采取变通政策的有益借鉴与有效延伸，主要表现为在代议制

民主政治范式下，党和国家把这些典型的代表性人物有组织

地"政治安排"为不同层级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甚至一定行政级别的党

内外领导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既有政治体

制内吸纳新兴社会阶层中的积极力量、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

转变既有执政方式的突破性创新举措。

公民以个体身份在国家"政治安排"下的政治参与，其

利益表达机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会发生擅变，即公民个人一

经享有国家"政治安排"下的政治待遇，他在既有政治体制

内必须以政治化了的特殊身份，来表达"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以彰显执政党与国家的根本政治目标，而不便

于直接表达与伸张自身所在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定权益。其结

果是，该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初动机与实际目的之间，必然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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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相当大的偏差，即"政治安排"这一制度性安排，不足

以充分实现公民预设的表达自身诉求等政治参与的直接目标，

久而久之，这一框架下的政治参与动机发生转移，政治参与

结果产生嬉变。

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主导的政治体制内"政治安排"

的政治参与模式，正向着公民个人从体制外以合群结社自治

维权等形式"政治嵌入"地方政治生活中的新型模式过渡，

并形成与国家"政治安排"传统政治参与模式共存并举、相

辅相成的新局面。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合群结社后

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化治理的人类学田野经验表明，国家

主权政治权威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与公民自

由结社活动基于协商对话等"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

实体公正等法理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

关系，公民个人由此通过结社自治活动乡从既有政治体制之

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

接丽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

意义上的"嵌入" (embeddedness )内涵，即"政治嵌入"式

的政治参与形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多元化、利

益主体多样化，公民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方式主动地参

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构国家与社会之

间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形态。

国家"政治安排"一一公民被动但直接参与政治，与公

民合群结社一一主动但间接"政治嵌入"政治活动中，这两

种不同民主政治形态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本质上是人民主权

与国家主权之间内在法理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安徽省宣城

市田野经验中所展现出来的国家主导"政治安排"的政治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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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态，向着深圳市福田区商业街田野经验中展现出来的私

(民)营商人合群结社"政治嵌入"的政治参与形态的不断

演进与转型，试图揭示出主权在民的法理原则和人民主权决

定国家主权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

"人民"是近现代史以来，人类社会中"神权"普降人

间的物化形式，是一切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摞;但是，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抽象物， "人民主权"的"人民"与"君

权神授"中的"神权"一样，都无法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找到

具体的替身甚至是现实化身。近现代社会备受推崇的"人民

主权"，因缺乏实践主体而易于沦为类似"神权"等的政治

"神话"。"人民主权"的实现途径往往被视为人类社会普遍

通行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但代议制民主只是人类社会民主政

治的一种模式，而并不能完全等问于"人民主权"本身。

在法理层面，"人民"是"公民"基于社会认同的政治

共同体;"人民主权"是公民自然法权基于政治认同的"集

合";保障公民自然法权，是保障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题中

应有之义。

公民自然法权衍生出人民主权，决定了公民个体与公民

合群结社而形成社会自治组织等社会行动主体，在既有政治

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政治嵌入"地方性政治活动，符合

主权在民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等法理精神。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的私(民)营商人合群结社，

以草根民间结社形式，基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通过主动

但间接的"政治嵌入"参与形态，与地方党委政府重构了结

构性的良性互动关系，达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当妥协"

的社会管理效果，这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现实途径。"政治

嵌入"的民主政治资源，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双方能够基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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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等法理关系

实现"正当妥协"。从民主范式来看，"正当妥协"属于区别

于代议制民主范式的协商民主范式。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

良性互动的"正当妥协"民主范式，有利于克服代议制民主

范式中的孔多塞悖论与阿罗投票悖论，有利于实现人民主权、

主权在民的法理原则，有利于建构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4 



前言

安徽省宣城市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以国家"政治安排" (political arrangemer时①形态，直接

① 政治安排( political arrangement) 的概念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后经

多次中共中央高层会议研讨而正式形成，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过程中区别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的一种政治策略。

第一，毛泽东于 1955 年 10 月 29 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

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

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

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 349 页)

第二， 1955 年 11 月 16 -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

提出"为了进一步展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

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出一批核心分子。每个大城市应当有几百个

这样的核心分子，每个中小城市也要有几十个或者几个这样的核心分

子。这些核心分子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地

解决了 F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他们逐步地不怕共产了，能

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党委应当

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统一战线部门的二E作人员和经济机关

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切实解

决他们的疑难问题和困难，经过他们去团结私营工商业者。" (参见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第 466 页)

第三，在这次会议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

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对于(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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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经验，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

北商业街草根民间商会组织以"政治嵌入" (political embed

dedness) ①形态，主动但间接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经验，

(接上页注①)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

元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

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

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

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0 (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第 154 页)

① 参见以下资料政治嵌入" (political embededness) 是指公民个人或者

公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活动中，自觉与不自觉地隐含着带有→定指向性的

政治性利益的表达与诉求。"嵌入"源于美国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

尼( Karl Polanyi) 在他的名著《大转折: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

源} (Karl Polanyi , The Great Tran价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0/ Our Time , Boston: Beacon Press by arrangement with Rinehart & 

Company , Inc. , 1944. )中关于" embeddedness" ( "嵌入" )的论述。

在这里"嵌入"是指，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社会中，由于生产力

落后，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市场化，经济交往过程中渗透着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分1: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逐

步完善，经济交往过程中的社会关系逐步退化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

的理性行动。但是，真正把"嵌入"观念演绎成为流行术语的是美国著

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他于 1985 年在《美

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题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的问题"的文

章(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 

ness" , Americαn Journal 0/ Sociology 91 (3): 481 - 510 , November 

1985 )。在该文中， Mark Granovetter 重新定义了"嵌入"的概念，即指

出，在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经济交换大多趋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交

换，这种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交换不仅嵌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

且还广泛地嵌入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说，随

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经济交换中所包括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等

其他范畴的因素，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以网络化、全球化等结构性特

征更深入更广泛地存在。这一新观念的引人，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

的诞生。同时，此后"嵌入"一词被引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

多学科共享的学术话语。本研究中的"政治嵌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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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与互补性;①这不仅仅是两个个案的微

(接上页注①)公民与社会团体的非政治性活动中，蕴涵着政治参与的性质与

特征。附有关资料如下:

① 

Ethan Michelson , "Lawyers , Political Embeddedness , and lnstitutional 

Continuity in China' 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 Americα loumal of Sociolo

gy , Volume 113 , Number 2 (September 2007) , pp.352 … 414 

Catherine Welch , Ian Wilkinson , "The political embeddedness of Inter 

natIOna阻叫al Business Networks 

Number 2 , 2004 , pp. 216 - 231 (16) ,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Chong Ju Choi , Raman Manoj , Olga Usoltseva , Soo Hee Lee , "Politi

cal Embeddedness in the New Triad: lmplication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 

Mαnagement Intemαtionα1 Review , July , 1999 

Anna Bengtson , Cecilia Pahlberg , "Political Embeddedness of Techno 

logical development" , Intem α twnα1 loumal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 Vol. 2 , 

2009 , No.4 , pp.418 … 434. 

Jane Hardy , Frank Curr町， Zhen Ye , "CuItural and Political Embedded

ness ,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cality in Transforming Economies: The Case 

of ABB in Poland and China" , Competition αnd Chαnge ， Vol. 9 , 2005 , 

No.3 , pp.277 -297. 

Zheng Lu ,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s a Double-edged Sword: Firms in 

China' s Stock Market"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

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 Sheraton Boston and the Boston 

Marriott Copley Place , Boston , MA , Jul 31 , 2008 目

陆益龙: <<嵌入性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一一安徽小岗村调查} ，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7 0 

参见以下资料 ( 1 )关于公民个人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内被"政治

安排"来参与皖南宣城市七县市区的地方性政治活动的人类学研究，系

本人赴宣城市做囚野调查期间 (2002 年元月至 2003 年元月) ，在市委、

市人大、市政协等相关部门和七县区委(含市开发区工委)的大力支持

下完成的。其间，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以上单位协助笔者与 100 多位

在不同类型、层次制度内政治参与的私营企业主进行过面对面的对话和

沟通，组织了 10 多场相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有针对性地现场发放并

囚收了 320 份调查问卷，并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提

供了 505 名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调查样本的有关文献资料。

(2) 笔者于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底期间，长时段在深(转下页 j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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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事实。①国

家政治权威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与公民自由

结社活动基于协商对话等"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

实体公正等法理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

关系，公民个人由此通过结社自治活动，从既有政治体制之

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

接而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

意义上的"嵌入" (embeddedness )内涵，即"政治嵌入"式

的政治参与形态。当下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方式，

已经由公民个体在国家主导下的"政治安排"形态，向着合

群结社"政治嵌入"形态过渡与转型。

"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的主权诠释

西方汉学者曾从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经验研究中得出

结论，认为 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国家权威力量过于强大，

逐步改变了过去国家权威只能向下延伸和渗透到县一级行政

单位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权威，能够不断把权

(接上页泣①)圳市福回区华强北商业街展开华强北商人自治组织政治参与的

形式、内容与合法性等课题的人类学研究。在田野期间和其后写作期

间，该项研究得到过以何国平先生为代表的福田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

大力支持，以及以黄建跃先生为代表的华强北商业街商人自治组织三届

主要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

① 〔法) E.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5 ，第 23 - 34 页。"社会事实"主要指"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

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

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的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

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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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触须有效向下延伸渗透，直接控制与操纵乡村、居委会和

社区等县级以下行政单元;这种现象被描述为社会与个人在

高度权威压制下的"细胞化" ( cellularized )①现象。社会

"细胞化"理论与早期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提出的社会"原子

化" ( atomization )②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所谓社会"细胞

化"与"原子化"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

均能找到思想"原型"。马克思在研究法国问题时撰写了《路

易·波拿巳的雾月十八日~ ，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碎片化的

"马铃薯"理论。③在这里， 马克思的"马铃薯"理论范畴，

① 

② 

③ 

Helen Siu , Agents αnd Victisms in South Chinα ，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萧风霞 (Helen Siu) 在对我国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乡村社区的人类

学调查中，在乡村研究中引入了国家的角色，着力描述国家权威力量全

面掌控乡村社会，并使之"行政化"的过程、原因与结果。她研究的乡

村社会在 80 年的社会变迁中，经历了四个历史演变阶段。一是传统精

英的自治时期，二是地方强人的垄断时期，三是乡村干部"精英化"时

期，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复兴时期。萧风霞对广东乡村社会的研究

的鲜明特征是将国家权威纳入了乡村研究的范畴中，把国家权威与民间

社会的互动关系置于社会变迁的主轴之上。

参见以下资料: William Kornhauser , The Pol山cs 0/ M ass Society , Free 

Press , Glencoe ，匾， p.40. 

Carl J Friedrieh (ed. ), Totαlitαrzα 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54. 

社会"原子化"的主要特征，是公民个人之间的社会性联系空前缺

乏，或者如果存在一些个人间的社会联系，那么公民个人之间的主要联

系载体必然是一个共同的国家权威或者政党权威。换言之，公民个人之

间的社会联系不能通过自身认同的社会属性而直接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677 ~ 678 页。

马克思文中论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

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

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

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阅只存在地域的联系，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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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的主要是以农民为主要人口，并实行经济上高度集中、

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没落法国王朝统治。马克思指出，正是因

为公民个体的"马铃薯"化和公民权利的虚元化，才导致了

法国 1848 年革命最终夭折。显然，这一论断的含义与社会

"细胞化"甚至"原子化"越畴，在背景与用意上仍存有重

大区别。

西方汉学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个体之间的

社会关系，简单地描述成"细胞化"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新

权威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但是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

器的批判，理论批评需要中国确凿的本土资料来实证支撑。

社会"细胞化"的学术论断 始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基层

社区的人类学研究结果;如果要从政治科学的学术层面给予

回应，应当回归到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①来寻找论据，即以

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为依据，来建构中国学术的自我认间，

探索中国转型期的"文化自觉"②路径。

(接上页注③)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

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

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的代

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

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

雨水和阳光"。

①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

《地方性知识一一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第 242 页。

②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03 年第 3 期。同时参见陶庆《中国社会学的拓展与穷实>>，

《学术研究>> 2004 年第 11 期。在 2004 年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博

士后"中国社会运行与变迁"学术研讨会中，大会组委会主任、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依据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强

调提出了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的概念。他指出，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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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境中的中国社会"细胞化"趋势，意味着国家

政治权威刚性力量不断强化，并迫使过去"天高皇帝远"

的边远社区，全面系统地沦为被控制状态中的"网络单

元";而传统社会中相对独立自治的最基层社区的"国家

化"趋势逐步成为社会常态，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失

去平衡，呈现向国家权威"一边倒"的泛国家主义化的政治

集权形态。

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果真如此吗?两

例政治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或许能够提供解决这类问题的地方性

知识。第一个人类学经验研究是指，跨世纪期间，安徽省宜城

市部分私营企业主以个体公民形式被地方党政部门"政治安

排" (political arrangement) 为地方党代表大会代表(党代表，

以下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代表，以下同)、地

方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委员，以下同) ，甚至被安排担任

地方党政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等等，这些"代表"、 "委员"

或者地方"领导"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能够以特殊身份获得直

接{旦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权益。第二个人类学

经验研究是挡，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①私营商人合群

(接上页注②) 100 多年来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思想发展有三个发展阶段，

这是学术臼觉产生的历史渊源。一是中学西学之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

与外来西方文化的早期碰撞和冲突，但没有涉及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二

是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自觉，即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开始了

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工具性色彩。三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之后开始了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自觉 • ~n学术界在"话语"的变化

中，越来越意识到与西方社会进行学术"对话"的重要性。

① 编号 GF-547: 参见华强北管委办于 2001 年 8 月份统计的"华强北商业

街情况简介"的部分内容。据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截至

2001 年的资料显示，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区的前身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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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嵌入"当

地政治活动中，获得了与当地党委、政府协商对话的政

治身份。这种以非代议制政治活动形式影响地方性政治活

动的政治参与形态，是基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的国家与社

(接上页注①)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此地为原宝安县县城城郊的乡村;而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此地转型为以生产电子、通信、电

器产品为主的工业区，拥有厂房 40 多栋。之后，由于经济发展，该

地用工成本升高，导致工厂外迁，私(民)营商场入驻，这使华强

北区域功能再次发生变化，深圳市与福田区政府把握住契机， 1998 

年开始对华强北商业街进行改造。共投资 4500 万元，首期 12 个改

造项目于 1999 年 10 月全面竣工。(人行步道、跨街灯饰、电子显示

屏、高低压电缆、休闲设施等)政府的投资带动了商家的积极性，

各商家在整体改造方案基础上纷纷进行立面装修改造，投资总额

1. 2 亿元。华强北商业衔的形成是政府与商家共同努力促进的结果。

华强北区域面积:华强北路南北 930 米，东西 1220 米，商业区总面

积1. 13 平方公里左右;日平均客流量: 30 万- 50 万人次;华强北

商业街规模及效益:商场总数 520 家，其中 90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场

有 8 家;经营商户 9000 多户，大多为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纳税户

9000 多户;商业区年销售额 200 亿元;从业人员 10 多万人。华强

北商业街作为全国首批"购物放心一条街"已获因家工商局授牌。

华强北商业街的建成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华强北业态分

布及特点为:汇集电子、电器、通信、钟表配套、服装、百货、金

饰、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酒楼宾馆等几十个行业，赛格、华

强电子市场的电子配件产品远销东南亚。华强北商业衔的特点为:

综合功能齐全，是多功能、多业种、多业态的商业集合体，并能满

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华强~t商业街管理机构设置方面:

华强北商业衔的形成得到了市政府的确认" 2000 年 5 月，市政府批

准实施的《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暂行规定》是该商业街管理工作准

则。 2000 年 7 月成立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它于 2001

年 3 月正式开始运作，同时成立了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以加强对商

业区流动党员的管理，该办公室直属区委区政府领导，是福田区政

府在华强北商业街常设的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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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妥会之间的"正当妥协"①。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来看，

(political embedded-

ness) 地方政治活动，并非所谓"非制度"政治参与②，相

反，这是一种合乎法理哲学的体制外制度性安排;

协"范式下的公民合群结社"政治嵌入"

社会

即源于社"民间法"，"制度"在本质上源于"社会法"、

"国家是它( co盯entlO l会性习惯性的一般规定

一一的主要合法来源与法"一一建构性规定( regulations ) 

社会基础。

公民在体制内被国家政治权威"政治安排"与公民合群

结社在体制外"政治嵌入"，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在

而绝不等于非现实政治生活中往往是交叉并行、相辅相成，

此即彼的相互排斥。为研究方便，我们选取两种政治参与形

态中特征较为突出的两例个案，对以代议制民主为主要载体

的"政治安排"与以协商民主为主要载体的"政治嵌入"等

两种不同的政治参与形态作对比性研究，以此揭示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③与国家主权

Jhon Elster (Ed. ), Deliberαtive Democrα 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 l. 

"正当妥协"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范式的另→种民主范

式( ~p协商民主) 0 "正当妥协"是指:在既有文本法律法规不能接纳的

"非法"格局中，地方政府与草根民间组织基于双方互利的合作，都愿

意主动互相接触，并通过协商对话变通既定文本政策法规，在交往理性

中渐趋宽容与妥协;此种基于程序正当和实体正义等宪法原则的宽容与

妥协，旨在转变过去国家单向度主控之代议制民主范式，为国家与社会

双方基于合作的协商民主范式，是为"正当妥协"。

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一一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 ，人民出

版社， 2000 ，第 23 页。

肖君拥{人民主权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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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overeignty or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①之间的本质

关系。

公民个体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选取安徽省宜城市私

营企业主被"政治安排"为中共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甚至为一定行政级别的地

方党政领导等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案例;公民合群结社在

体制外"政治嵌入"，选取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私

(民)营商人合群结社组成草根自治商会来"政治嵌入"当

地政治活动的案例。这两例政治人类学的自野个案，主要探

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代议制民主范式下，以公民个人为主体、

国家政治力量为主导的直接性但被动式"政治安排"的政治

参与机制，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表达当下社会新兴阶层的切身

利益诉求?与此相反，能够有效表达自身社会阶层利益需求

的草根民间组织，为什么不能及时得到国家权威的政治认同，

而被迫长期处于"合法律性"②悖论的困境之中?

第二，当下中国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在非"合法律性"状

态下，如何生长出社会认同，并采取一致的共同体行动?又

如何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利用"社会资本"③形成当地"风

俗"，基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等法理精神，与国家政治权威

形成"正当妥协"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能够从既有体制以

①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

科全书} (修订版)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794 页。

② 高丙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2 期。

( N an Lin , SociaZ CαpitaZ: A Theory of SociaZ Structure α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p_ 19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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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动但间接地"嵌入"地方性政治活动中?

第二，公民个体在代议制民主既有政治体制内直接但被

动"政治安排"的政治参与形态，向公民合群结社通过协商

民主范式从既有体制外"政治嵌入"的政治参与形态过渡与

演进，并与"政治安排"形成并行共举、相辅相成的多样政

治参与格局，对于重新梳理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宪法

法理关系有何种现实作用?特别是对于诠释马克思主义政党

执政原理与宪法精神之间的法理关系有何种启示?

当然，以上两例个案虽然并存于同一个时代和同一种政

治制度之下，但它们展现出的两种不同政治参与方式在民主

范式、民主过程和民主价值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而且，

两者在地域空间和历史进程等方面也不尽相同，郎一例个案

是我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的皖南山区，另一例个案

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之一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这两例

个案所表现出来的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两种不同方式，

并不仅仅局限于、固定于这两个区域各自的时空环境;转型

期公民两种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代议制

民主范式和协商民主范式 往往此消彼长、相辅相成，有时

甚至是并行不悖的。皖南山区一些私营企业主主要在地方党

委政府"政治安排"下参与当地政治活动，并不是这个地区

公民唯一的政治参与形态，因为这个区域同时也存在着公民

合群结社以民间自治形式"政治嵌入"当地政治活动中的协

商民主形态。本研究中，皖南地区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公

民个体被"政治安排"到当地政治活动中的方式比较"显

著"而已。以此类推，深圳市福田区等沿海开放地区的民间

商人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形态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

也并不是该地区公民唯一的政治生态·因为该地区同时也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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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存在着私营企业资本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人员以公民个人身

份被"政治安排"至体制内担任诸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以及一定行政级别的党政职务等社会现象，只是这一

地区在特定的时空中，公民合群结社以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形

式"政治嵌入"当地政治活动中的政治参与形态比较"显

著"而已。

总之，公民以个体身份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与公民

结成草根民间组织以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等非政治性活动在

体制外"嵌入"当地的政治活动甚至政治格局中，并不完全

局限于"公民"或"草根民间组织"等两种不同的行为主

体。现实政治生活中，两种不同的政治参与形态甚至是交叉

并行，同时出现在某一例事件之中的。只是在特定的区域和

时空中，某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效果较为"显著"，而另一

种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效果则较为不显著甚至处于隐性状态。

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地方政府能够"政治安排"草根

民间自治组织的兴废;同时，公民个人也能够借助形形色色

的社会资本，或明或暗地"嵌入"地方性政治活动之中。比

如，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个案中，地方政府部门打破

了过去仅仅给予个别代表人物政治待遇即"政治安排"的传

统惯例，转而吸纳"华强北商家协会"这个草根民间组织中

的多个代表人物，并给予体制内不同层次的政治待遇，借此

将"华强北商家协会"这个草根民间组织集体一次性"转

正"，将其"政治安排"为地方政府能够施加足够政治影响的

"合法"民间商会一一"华强北商会"，即把草根民间组织完

整地"政治安排"到既有政治体制内。

把安徽省宜城市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的两例个

案合并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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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联系与政治逻辑。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迁

中，中国公民正在从被官方整齐划一地"政治安排"等政治

参与形态，向着公民个人合群结社，以草根组织"政治嵌入"

等政治参与形态有序转型，即"政治参与"方式出"细胞

化"、"原子化"的公民个体被"政治安排"的传统方式，向

着公民个人建构社会认同、结成民间组织"政治嵌入"的现

代方式转型，这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性互动中，公民

政治参与形态根本性转变的本土资源与地方性知识。

从法哲学角度来看，草根民间组织的兴起，是公民的人

民主权意识的回归与复苏;公民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的

政治参与形态，向着公民合群结社从体制外"政治嵌入"的

政治参与形态的民主政治转型，不仅是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

之间的法理关系，在当下社会激变环境中的重新梳理，而且

是对被扭曲了的主权法理关系的矫正与重塑。

公民个体从被国家权威"政治安排"，转变到合群结社、

自觉结成社会共同体，再发展到结成政治共同体一一草根民

间自治组织，"政治嵌入"到当地社会的政治活动中;这一政

治参与形态的民主政治转型，是抽象的人民主权由对于国家

主权的道德性制约方式，逐步上升到对于国家主权的制度性

制约方式的政治发展过程。

草根民间自治组织以经济或社会活动方式"政治嵌入"

地方政治生活，为人们重新认识与处理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

之间的法理关系，提供了"活"的地方性本土政治资源。这

一政治参与方式的根本性转型，意味着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

之间的法理关系，在当下中国需要重新调整与给予阐释，其

方向毫无疑问是根据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本质联系和

内在逻辑，重构公民政治参与的法理程序与制度框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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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原理中，一国之内的"主权"①问题，特别是人

民主权与国家主权法理关系的推演，其结局元一例外地要导

向对于国家宪政政制的诠释与定位。因此，从公民个体在体

制内被"政治安排"，到公民合群结社结成民间自治组织从体

制外"政治嵌入"，这一政治参与形态转变的制度性诠释，必

然要涉及对于国家宪政政制的重新理解。

主权分为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公民在政治体制内的

"政治安排"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从政治体制外的"政治嵌入"

等不同政治参与形态所反映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互

动关系，在本质上可以还原为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法理关

系。换言之，讨论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法哲学思想，就是

寻求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公民政治共同体从体制外"政治嵌入"

与公民在体制内"政治安排"这两种政治参与范式的内在规

定性。人民主权是公民自由结社的法理基础，是草根民间自

治组织"政治嵌入"政治活动的宪法原则体现;国家主权是

"政治安排"的政治权威来源，是政治统治者依法处理国家与

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的全部精神与物质力量的最高来源。

二 主权、宪政与政治文明的法理路径

公民个人在体制内被国家权威"政治安排"的传统政治，

向着公民合群结成共同体，以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形式"政治

嵌入"的现代政治转型，是当下中国"政治文明" ( political 

( H. J. Morgent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 Knopf , 1966 , p.328. 

转引自潜伟杰《论宪政与主权:权力的有限性与权力的合法化)， {复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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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 ，或 civilization of politics) 的重要表现形态。

什么是文明?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①

这突出了文明的实践属性，又突出了文明的社会属性。而

"政治文明"是马克思 1844 年在一份写作提纲中首次提出的

政治学概念，②后来，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

中，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生活分为"物质生活"、 "精神生

活"与"政治生活"等三个领域。③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论述

"政治文明"的详细内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鲜

有详加论证者，但马克思本人提出的"政治文明"理论范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意识与执政方式，越来越显示出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作用。尤其是从世界范围来看，

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积累了武装夺取政权、长期和平执政等

一系列成功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世纪之交出现苏东剧变、

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得而复失执政权等

重大教训。目前，世界上现存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转型过程中其执政合法性也日益面临

着严l竣挑战。因此，在这种社会激变大格局下，重新启动对

马克思早期提出的"政治文明"命题的研究，特别是结合马

克思主义政党转变执政方式、改进领导方式的政治实践，来

拓展"政治文明"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价值与现

实意义。

2002 年 5 月 31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度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 97 页。

马克总 1844 年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第 7 条中写道:

"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参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第 23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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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主张，表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目标"。①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固有

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

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核心。"②"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和实践更加走向成熟和完善，初步构成了以"三个文明"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为基本框架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目标体系。

当下中国，"政治文明"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胡锦涛在纪

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某种

程度上作出了说明;党中央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也已

经给全党敲起警钟"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

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

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

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③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当下中国建设"政治文明"，目标即在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法理基础，并不完全在

① 转引自李良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第 110 页。

②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

民出版社， 2002 ，第 31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通

过) ，参见 2009 年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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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去的革命传统与历史，而应该主要在于现实生活中人民

的政治认同，即人民主权授予国家主权的合法程序与合法地

位。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已

经充分感受到执政合法性方面的危机感，正在着力回归到人

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的法理逻辑:有理由想象，中国共产党

转变执政方式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要重返人民主权分权制

衡国家主权的民主法治原则。

正鉴于此，"政治文明"自 21 世纪初在中国政治领域出现

以来，中国政治学界重新对此学术概念注入了各种不同的含义，

现已构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范畴。"政治文明"包含的主

权、宪政等政治学内容，是东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共同旨归。因

此，宜于把"政治文明"作为一种运行机制纳入"主权"与

"宪政"等法哲学和法政治学研究的总体框架中来讨论。

经初步查阅，截至 2011 年初，中国知网"文献搜索"刊

载的各类论文(学术期刊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会议交流

论文和报纸刊登论文等)中，论文标题包含"政治文明"或

"宪政"或"主权"等字符的各类学术论文总数达 13954 篇。

其中篇名包含"政治文明"的学术论文有 5403 篇，约占总数

的 38.729毛。其中篇名包含"宪政"的学术论文有 4341 篇，

约占总数的 3 1. 11% 。其中篇名包含"主权"的学术论文有

4210 篇，约占总数的 30.17% ;且其中篇名包含"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的学术论文有 144 篇，约占总数的

1. 03% ;篇名包含"国家主权" (sovereignty of state) 的学术

论文有 992 篇，约占总数的 7.10% 。

以上学术论文中，篇名包含"人民主权"与"国家主

权"等字符的学术论文有 4 篇，约占总数的 O. 0299毛;篇名包

含"政治文明"与"宪政"等字符的学术论文有 70 篇，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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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的 0.501 % ;篇名包含"宪政"与"主权"等字符的

学术论文有 16 篇，约占总数的 0.1159毛;篇名包含"政治文

明"与"主权"的学术论文有 6 篇，约占总数的 0.043% 0 

以上所有学术论文中，篇名同时包含"政治文明"、"宪

政"与"主权"的论文，仅仅 1 篇，占比为 0.00729毛。

这个统计数字表明，在我国当前"政治文明"研究领域

中，单纯从"政治文明"这个概念角度来阐释的期刊论文占多

数 (38.729毛) ，而从"政治文明"的构成要素"宪政"或"主

权"的角度来深入解剖的则各占不到 113 (分别为 3 1. 11% 和

30.179毛) 0 "政治文明"的目标离不开"宪政"与"主权"的

内涵，而把"宪政"与"政治文明"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术期

刊论文只占总数的 0.501% ;把"主权"与"政治文明"相结

合进行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只占总数的 0.043% ;把"主权"、

"宪政"与"政治文明"相结合进行剖析的学术期刊论文竟然

只有 1 篇。可见，当下在我国"政治文明"的政治学术范畴，

缺乏"宪政"、"主权"等最为基本的实质内容。

再从出版的中文专著方面来看，专著名称包含"政治文

明"或者"宪政"或者"主权"等字符的作品共有 463 本

(含中文译作，下同)。其中专著名称包含"政治文明"字符

的作品有 59 本，约占总数的 139毛;专著名称包含"宪政"

字符的作品有 318 本，约占总数的 69% ;专著名称包含"主

权"字符的作品有 86 本，约占总数的 199毛;专著名称包含

"政治文明"与"宪政"等字符的作品有 1 本①，约占总数的

0.2% ;专著名称包含"宪政"与"主权"等字符的作品有 1

本，约占总数的 0.2% 。但没有名称向时包含"政治文明

① 陈永鸿: {论宪政与政治文明} ，人民出版社， 20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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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与"主权"等字符的专著，概率为零，情况基本向

如中文学术期刊作品。

中国大陆出般的有关"政治文明"等方面的学术著作，

其特点与中国大陆中文期刊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同质性，即

"政治文明"的学术研究目前没有深入到"宪政"与"主权"

等实质层面，缺乏具体的内容和可操作性。

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英语世界里，关于"政治文明"的研

究现象又是如何呢?从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来看，经查" JS-

(SEARCH FOR TITLE) 英文期刊，期刊论文标题分别TOR" 

的作品有 1470 篇。

的作品有 421 篇，其中期刊论文标题包含" constitutionalism " 

占总数的 290毛;期刊论文标题包含有" sovereignty" 

和" sovereignty" 包含" constitutionalism" 

的有

占总数的 71% ;其中期刊论文标题包含" popular 1048 篇，

占总数的 3.3% ;论文标题包含的有 48 篇，sovereignty" 

占总数的 3.8% 。"state sovereignty" 的有 56 篇，

再换→个浏览视角，搜索的结果显示，英文期刊论文标

题钮含有" civilization" 字符的有 3420 篇。其中英文期刊论

文标题包含有 "civilization of politics" 字符的作品，概率为

的零;其中英文期刊论文标题包含有 "political civilization" 

作品，概率也为零;英文期刊标题包含有 "politics of civiliza-

的作品为 1 篇①，约占总数的 0.03% ;英文期刊标题包

含有" constitutionalism" and "sovereignty" 的共 8 篇，约占总

tion" 

Arthur H. WilIiamson , " Scots , Indians and Empire: The Scoltish Politics of 

Civilization , 1519 … 1609" , in Pαst αnd Present. 150 (1996) , 46 -

83. Esp. pp. 47 - 56; Nicholas P. Canny , "The E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

lion: from Ireland to America. " in David Armitage (ed) , Theories 01 Em

pire , 1450 … 1800 (Aldersho t. 1998) , pp. 179 -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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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经网络搜索，英语世界中的著作标题，分别含有

" constÏtutionalism" 和" sovereigr向F" 等字符的共 152 部作品。

其中英语世界著作标题包含有 "constitutionalism" 字符的有

56 部作品，约占总数的 37% ;其中英语世界著作标题包含有

" sovereignty" 字符的共 96 部作品，约占总数的 639毛。但英语

世界著作的标题中同时包含有" constitutionalism" 和 "sover

eignty" 等字符的作品仅 3 7-答，约占总数的1. 979岛。英语世界

著作标题包含有" civilization" 字符的有 1291 本，但没有标

题包含有 "politics of civilization" 或者 "political civilization" 

或者 "civilization of politics" 的任何专著。

根据以上对资料的简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第一，即便是在英语世界的学术期刊与学术专著中，把

" constitutionalism" 和" sovereignty" 结合起来分析政治现象

的作品仍是屈指可数，这说明国际学术领域从主权角度分析

宪政政制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不占主流。

第二，在英语世界中，几乎难见到专门论述"政治文明"

的学术作品，这与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研究热潮形成了

强烈反差。

第三，中国大陆范围内关于"政治文明"的讨论已形成

热潮，但对"政治文明"的学术性研讨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

意识形态的宣传色彩着墨过重。

总而言之，当下"政治文明"的学术研究仍处于一种自

说自话式的"独角戏"状态，没有形成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

平台。而且，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都缺乏把

"宪政"与"主权"结合来分析政治过程的传统一一这一点

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尤其突出。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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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他指出"要坚持从我

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

的有益成果。"①那么，人类政治文明当然包括在欧美语境中

生成发展起来的"主权"、"宪政"等文明形式。换言之，有

必要把"政治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均

纳入"主权" "宪政"等法哲学与法政治学框架内加以进一

步探讨。

传统意义上，属于"人类政治文明"范畴中的宪政政制，

其主旨在于有效制衡国家最高政治权威一一一国家主权，简言

之就是"限政"。"宪法政治秩序的主要功能已经并且仍旧依

靠一套加诸执掌政治权力者的规范化约束体系来完成。集中

体现在‘制衡'理论上的分权被认为是进行规范化约束的有

效方式。"②在这种传统规范的政治学语境里， "国家权力"、

"限政"等诸如此类的用语仍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国家权

力"、"限政"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宪政无法对它进行约

束与控制;如果它是一个具体的实体，那么宪政又如何约束

与控制这种"国家权力"呢?如果不区分主权所具有的抽象

性内容与具体性内容等两种截然不同的内涵，那么就元法对

政治生活中真正的统治权威加以有效制衡，也无法使其沿着

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为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提供有效的理论

依据。

黑格尔虽然以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之名而享誉学界，但他

① 

②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

民出版社， 2002 ，第 31 页。

〔美〕卡尔. J 弗里德里希: ((超验正义一~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

王丽芝译，三联书店， 1997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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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国家政治上的力量并不是纯粹单一的概念范畴，而是

有着分属不同属性的组成环节。"国家的各种权力固然必须加

以区别，但是每一种权力本身必须各自构成一个整体，并包

含其他环节于其自身之中。当人民谈到这些权力各不相同的

活动时，切忌陷入重大错误，以为每一种权力似乎应该抽象

而自为地存在着。其实，各种权力只应看作是概念的各个环

节而被区分着。"①《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也对国家

的政治权威加以区别，"国家一词是在 14 世纪到 17 世纪末逐

渐演变为表示政治实体的一般概念……该词的主要根源看来

是用以表示身份、权力、官职、收入或王者之尊的状态，和

表示政体形式与宪政形式之状况的。"②

"国家"一词在词源上包含了至高无上的"主权"权威

和具体行使"权力"的政权权力等两个方面。"它(国家)

借以建立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是与主权概念同时出现的，而

无主权的国家则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换句话说，按照布丹

和霍布斯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提出的主权理论，国家必须具

有公职人员或被赋予对极端情况作出决定的不争议的权利和

权力的人员。在这个意义上，这必须是个自决的实体。这不

能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或由不同部分之间心照不宣或公开的

交易合同维系的混合组织，因为这种组织在极端情况下常陷

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之中。当遇到危机时，它不能屈从于另一

个团体的决定。主权在政治实体内的公众与私人之间确定了

①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95 , 

第 285 页。

②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

科全书} (修订版)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7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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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界限，它也在此一政治实体与彼一政治实体之间

限定了各自范围。它意味着政治实体内的法律比以往更为

‘实在'或更多的是由统治者所制定的。"①这里提到了国家

主权的立法特权与它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主权享有者的独

占地位;而其他政治实体包括国家行政权力系统都应该是围

绕着立法权力这一国家主权所在的附属物。

政治学范畴中，国家主权具有绝对的统治力量。"一元国

家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犹如先验论中的绝对观念。国家元所

不包……国家之内的所有集团，都注定而且只能服从于国家

的生存;各种集团的存在是国家主权的结果，没有国家，就

没有这些集团本身"。而且，"国家被抬高到-种专政的地位，

拒绝个人具有任何意义。"②国家主权在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中，

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其他任何权力都是它存在的具体表现

形式以及附属物。

在人类漫长的政治生活中， "主权"分为"人民主权"、

"国家主权"两类不同政治属性的政治范畴。"人民主权"往

往就以"神权"、"教权"、"王权"甚至"人民"等代名词甚

至其同义语之名而威行天下，人们也曾因对"主权"的反思

与批判而点燃以宪政政制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明火花。因此，

有必要分辨主权、"人民主权"、"国家主权"的内在联系与

本质区别，然后厘定主权概念在政治学范畴上分离与回归等

两种不同法理倾向，才能揭开它导向不同类型政治文明及其

①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

科全书} (修订版)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2 ， 第

794 页。

②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一一民族、部族和族扇身份)) , 

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 ， 2003 ， 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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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的内在驱动力的真实面纱。

三宪政人类学的分析视角

对我国转型期政治体制变迁中的"政治安排"与"政治

嵌入"等两种不同类型政治参与现象的微观研究，在于探讨

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之间"正当妥协"的本土经验。一方面，

尝试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互动的法理关系角度出发，阐明

公民在体制内被动"政治安排"与公民在体制外主动"政治

嵌入"的法哲学原理，即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结构性互动关

系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个案经验层面，发

掘地方党委政府与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在公民合群结社"政

治嵌入"地方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依据程序正义和实体正当

的宪法精神而实现双方"正当妥协"的地方性知识。

"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

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逻

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①人类社会的

这种血统或"基因"上的延续性，不止步于近代社会;相反，

它一直随着文化的传承而流传至今。因此，为了探讨人类社

会政治文明中主权的作用、方式及特点，还有必要使用人类

学研究方法，以便从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历史长河中来汲取

养分。

早期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所包含的哲理与神韵，巳

经以一种不为人觉察的方式"嵌入"人类政治生活"基因"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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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并以"按时作息"般的魔力，不断调节着后世的政治

生活节奏。"原始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进一步探求进步、克服阻

碍的方式，在整个文明的进程中是卓有成效的。……要在蒙

昧的古代人的想和做与有文化的现代人的想和做之间建立起

一种联系，没有不适用的理论知识问题;为此而提出了这个

有争议的问题:建立在最正确的现代知识的强有力基础之上

的现代的观念和行为相距多远，或者，仅仅在早期或较为原

始的文化形式阶段有效的知识上观念和行为相距多远。应当

强调，这种早期人类史有它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几乎被那些

本应最严格工作的人忽略了 他们忽略了这种成果对我们的

精神、生产和社会状况的一些最深刻、最生动的观点的影

响。"①在政治文明中具有极为重要地位的"主权"，以及它

在政治文明与宪政政制"搞合"中的形态与特征，都可以

在最为久远的人类社会中找到它萌芽的"胚胎"和成长的

"雏形"。

随着全球公民结社琅潮的普及，对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

实证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并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

学、法理学(宪法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热点课题。从另

夕卡一个角度来看，公民结社研究也必然是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的一门学问，因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既包括国家权威的各

个方面，也包括社会权利的诸种表现:更重要的是，节还才气

要包括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之间的结柏性互动关系。以安徽

省宜城市和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的两例人类学田野经

验为基础的个案研究，着眼于对公民在体制内的"政治安排"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 (重译本) ，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5 ，第 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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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民合群结社从体制外"政治嵌入"等政治参与形态的比

较研究，着力于探讨当下中国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法理关

系，以及主权基础上的国家权威与民间权利"正当妥协"的

制度性建设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研讨方式，是政治学科学化

或者政治科学①研究的再一次尝试。

当下学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课题者，或以宪法

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实施以及实施程度来衡量宪政;或以政治

制度能否在实践中贯彻宪法条文及其程度来检验宪政;或圄

于制衡国家权力之古典宪政论等来探讨中国宪政政制的现实

路径。如此易于导致"中国有宪法无宪政论"或者"中国有

( J. W. Burgess ,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αtive Constitutional Lαw. Ginn & 

Company , 1890; Nabu Press , 2010. 

钱端升: {政治学}， {清华周刊} 1926 年第 10 期;引自钱端升

《钱端升学术论著白选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第 450 -

451 页。

1926 年 11 月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钱

端升发表了《政治学》一文，该文可以被视为钱端升撰写的最精练的当

代政治学概论。钱端升首先在理想和现状两个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学的性

质。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未来的发展，

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但目前的政治学尚算不上是科学，英

文把它命名为 "Political Science" 并不准确。钱端升认为，政治学必须

像自然科学一样，依据对因果事实的经验研究，总结出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规律，才能具备科学的资格。钱端升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政治学距成

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欲求治学成为科学甚难"。其难点在于:缺乏

本学科的专有名词;政治现象无法像自然现象那样做实验;政治学的相

关学科尚未成为科学;政治学研究带有科学研究最忌讳的主观性。虽然

"甚难"但钱端升却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

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

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以上转引自宁骚《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

科学: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总序}，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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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宪而弱宪政论"的研究预期，往往流于或套用西方既有模

式的空想，或抵触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弊端。

纵观世界历史，世界各国宪政没有统 a标准与模式，中

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随意套用西方某一种或几种理论框架。

从经验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的地方性宪政己大行其道，中国

本土的地方性宪政经验广泛存在于基层民间之实践中，主要

体现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一一即地方党委政府与草根民间

自治组织一一良性互动而"正当妥协"的社会现实;在学科

领域中，这属于宪政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在学科建设上，宪政人类学系政治人类学①的一个分支，

它是政治学、人类学与法理学(宪法学)交叉综合的学科融

合产物。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已完全被打破，

日益关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热点，并分析全球化对主

导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制度和组织所产生的影响。②政治人类

学研究目标在于致力于理解权力和权威在人类社会中怎样和

为什么运作卢特点在于对包括"非国家权力"、"非政府权

力"、"非合法律性"在内的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进行研

究卢核心命题在于认识与处理国家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

① 

② 

③ 

④ 

参见和少英《政治人类学浅论}，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4 期。

"政治人类学" (Politcal AnthroPology) 是交叉性边缘学科，它反映

了政治生活已成为人类社会中元时不在、元处不在的普遍现象，即人类

是"政治化"的人类。它是一门以政治学:、人类学为主，融合其他行为

科学的社会科学。

〔法〕马克·阿伯勒: ((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 <国际社

会科学杂志} 1998 年第 3 期。

Ronard Cohen , "Political Anthropology" , edited by David Levin Melvin Em

ber , Encyclopediα of Culturα 1 Anthropology , New York ,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 1996 , p.363.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第 24 页。

27 



厂一一…寸

政治战入与政治安排
L_…………i 

即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内在关系。

宪政人类学是政治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注重吸收

政治学、宪法学和人类学等诸方面的智识，注重人类社会中

国家权威(包括法律规范)、社会权利的社会来源，以及双方

互动并制度化为宪政政制的地方性本土经验。宪政人类学主

要不是从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法律框架等方面对宪政政制

展开规范性研究，而主要是从草根民间组织等广泛客观存在

的"非国家权力"、"非政府权力"、"非合法律性"的人类政

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对地方性宪政政制现象展开微观

经验性研究。因此，宪政人类学并不在国家范畴上寻求用一

部宪法来实施宪政，而是寻求在政治过程的地方性知识中，

把宏大抽象的宪政政制的原则，局部地、部分地运用于国家

权威与社会权利之间的结构性互动过程中。

这种地方性宪政知识的本土资隙，经由民间习惯性做法，

化为风俗与习俗等社会共识，并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最终

会上升到法治国的政治文明境界。当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方

式，从公民个体在体制内直接地被"政治安排"向着公民合

群结社在体制外主动但间接地"政治嵌入"等政治参与形态

过搜与演进。这种在实质上能够分权制衡一部分国家权威的

地方性宪政知识，能够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文明进

程，提供现实可行的地方性本土资掘。

28 



目录

第一章 "政治安排"中的国家主权·

转变执政方式的"政治安排"

一 国家主权何以"政治安排"………………………… 13

"政治安排"中的公民参与………………………… 25

第二章 "政治安排"中的公民诉求……………………… 35

利益表达的主权在民法则…………………………… 36

二 利益表达擅变:皖南地区个案………………………"

第三章 "政治嵌入"中的人民主权…………………… 103

从人民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位移…………………… 103

• 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法治精神 …………………… 115 

"政治嵌入"的法律困境:华强北商圈个案…… 136

第四章 "嵌入"政治的经济"主权"因素…………… 158

草根民间组织的"主权"地位…………………… 159

经济"主权"基础上的"政治嵌入" …………… 184 

一 草根组织"政治嵌入"传统的现实意义………… 213

四 主权在民与宪法财产权…………………………… 238



厂一一「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i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权观念与演化…………… 257

主权在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念………………… 257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与人民主权…………… 281

一 国家主权下的社会权利…………………………… 300

第六章 "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的主权路径…… 329

"政治安排"下的民间结社路径………………… 329

一 华强北商业街里的"主权" ……………………… 346 

一 制衡政党国家主权的政治文明…………………… 395

结语 "正当妥胁"中的"政治嵌入" ………………… 411 

参考文献 …………………………………………………… 424 

附件一: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安排"

问卷调查表……………………………………………… 446

附件二: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党员)

情况一览表( 1 )………………………………………… 452 

附件三: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党代表)

情况一览表 (2) ………………………………………… 453

附件四: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党委委员)

情况一览表 (3) ………………………………………… 454

附件五: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

情况一览表 (4) ………………………………………… 455

附件六: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协委员)

情况一览表 (5 )………………………………………… 456 

附件七: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劳模或五一奖章)

2 



(
叫
]

情况一览表 (6) ………………………………………… 457

附件}\:宣城市私(民)营企业员工(管理人员)

政治待遇情况一览表 (7) ……………………………… 458

附件九: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要求入党)

情况一览表 (8) ………………………………………… 459

附件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

问卷调查表 (A) ……………………………………… 460 

附件十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

问卷调查表 (B) ……………………………………… 468 

附件十二: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

问卷调查表 (C) ……………………………………… 471 

后记 ………………………………………………………… 475 

3 





第一章 "政治安排"中的国家主权

转变执政方式的"政治安排"

(一)私(民)营经济与新兴社会阶层

汉语中，"私营"经济概念众所周知，出来久远;而"民

营"经济范畴的历史则相对较短。

在我国， "民营"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

1931 年，王春圃在其所著《经济救国论》一书中首次使用

了这一概念。他把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称为"官

营"，把由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我国 20 世纪改革

开放之后出现的"民营"，则强调把体制外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体制内固有经济改革结合起来 把固有经济的不同类型改

革统称为民营方式改革，目的是努力走出→条不同于"官营

化"，又不同于"私有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道路。①

在意识形态领域，新中国"民营企业"这一概念，首次

以正面形象出现在 1995 年 5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这一"官方"文件中。该决定

① 李国荣: {民营之路>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第 307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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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

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①

当下我国关于个体、私营、民营等称谓较为 1昆乱，概念

含混不清。全国工商联 2002 年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

营企业暂行条例》②提案中有这样一段话"以雇工是否超过

八人作为区分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的规定标准，不仅在理

论上缺乏科学根据，而且在法理上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的有关企业法律相抵触，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或助长了所有

制歧视，对公平竞争妨害极大，对扩大就业门路、缓解就业

压力十分有害。因此，取消‘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一

类歧视性称谓，按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相关法律来

规范各类企业的称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国家

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各类企业建立公开、

公平竞争的机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不再按照所有制立

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出台了《公司法》、《合伙企业

法机《个人独资企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企业财产、企业的事

务执行，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新的规定。依法治

国，也得依法正名。我们不能把最高权力机关立的法置于一

旁，不依企业法等法律来规市各类企业的称谓，仍沿用过时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中发 [1995] 8 

号. 1995 年 5 月 6 日); http: //www. china. com. cn/economic/zhuanti/ 

kjjldh/2008 … 01/08/ content… 9497138. htm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囡国务院令第 4

号. 1988 年 6 月 3 日因务院第 7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1988 年 7 月 1 日起

施行); http://hig5.china. com. cn/law/flfg/txt/2006 四 08/08/content 

7059659. 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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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歧视性的企业称谓。"①

总之，学术界与意识形态领域，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

济和民营经济的概念与市畴，仍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内涵与

外延，这正反映了当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政治

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深刻影响，并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进一

步向前发展。鉴于国家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各类企业建立公开、公平竞争机制，已不再按照所有制来

分别立法，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出台了《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机《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对个人独资企

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企业财产、企业

的事务执行，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因此，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并蓬勃发

展的个体、私营、民营属性的所有制经济成分，本书均称之

为"私(民)营企业"或者"私(民)营经济"。

曾经，我国私(民)营经济每一步发展，都在思想上、

理论上和实践上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这样那样的非难、阻力甚

至政治恐吓。中国私(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其深厚的理论

基础、政治基础、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些基础在本质上

也就决定了从业人员的社会属性。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

全国泣围内，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

员等社会阶层等能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完全独立的新生资产

阶级?邓小平在 1979 年给出的答案是，我们"不认为党内

有一个资产盼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

① 全国工商联: {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案} , 

2002 年 3 月 5 日《中华工商时报} ;杨晓平、高春版: {私企称谓不合时

宜，全国工商联提案建议废止条例}，新华网，且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fortune/2α02 … 03/05/ωntent_ 301399. ht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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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①这

里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如何在政治体制之内和

政治体制之外对待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

私(民)营经济，以及随之产生的私(民)营企业资产所

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新

中国成立近 30 年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私

(民)营经济重新兴起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物质基础和

社会基础。

私(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几乎所有对发展中国

私(民)营经济持否定、怀疑态度的人，都把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拿来作为自己的理论"盔甲"，而问题恰恰是他们对马

克思主义存在很多片面理解。发展私(民)营经济并不是搞

私有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的预测中，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对共产主义社会作出具体

说明时，曾特别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

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

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

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

并且强调，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更应该保留

和利用"旧社会的痕迹"和"私有制的影响"，允许"资产

阶级权利"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说明，一个新的社会制

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要最终战胜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1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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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力量。毛泽东

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

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

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私(民)营经济

在共产主义第 4阶段一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既然是必然的，

而且实践证明它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促进了社会主义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么，就应该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去积极

发展私(民)营经济。

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各种与之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那些人为拔高、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

关系和人为地"消灭"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生产关系的做法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马克思认为，只要

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

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程度时，就离不开私

有经济。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私(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私(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与公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必然选择。

发展私(民)营经济是否变相搞私有化，私(民)营经

济的发展最终是否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长期以来高悬

于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私(民)营经济的增长和公

有制经济的减少，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在变质。公有制经济的

主体地位，不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

势，而体现在公有制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

主导作用。私(民)营经济即使总量再增加，也不可能控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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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不可能对我国

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

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

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

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①我国的

私(民)营经济正是这样一种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普照之光

掩盖了原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关系，其特点与典型的资本

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制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私(民)营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私(民)营经济

之所以能以高速发展，是因为有它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物质基

础。一是存在着占有生产资料相对不多、"有也不足"的广大

剩余劳动者。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知识青年元法找到工

作，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多得惊人。当前，国有企业由于自

身的困难，不仅不能够容纳广大的劳动力，而且"抛"出了

数量不菲的下岗职工。这些人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就是

要就业，而国家又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只要能够

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则不再被视为

"下岗"。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口基数十分

庞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存在一支数量相当大的就

业大军，一切有利于容纳这支就业大军的合法经济形式都是

可取的。

二是国际资本十分看重中国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潜

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

背景，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国际化的大环境。外商投资是让

外国人得到了一部分利润，但他们更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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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发展十分需要的资金，给广大的

劳动者提供了直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就业

机会。

三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手中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货币

财富。如何引导群众来支配手中的庞大资金?是用于消费，

还是转化为技资资金去发展私(民)营经济?答案是不言而

喻的。

私(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我国是以公有制为经

济基础、以党的领导为政治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

私(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前途一一资本的不断社会化，发

展的方向是不断增强社会公有性质而非私有独占性质。

同时，从企业经营机制来看，私(民)营经济大多是起

源于家庭作坊式经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原始的生

产经营方式显然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必须依靠企业转

制，充分挖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共同管理企业。

让员工持有企业一定的股份，甚至争取私营企业上市(这在

理论界曾经引起一股激烈的争论之风，反对者认为私营企业

上市十分危险，会进一步剥夺广大人民的财富，以获取更大

的剩余价值;支持者则认为私营企业应该享受到与公有制企

业同等的政策待遇，不允许私营企业上市是政策歧视) ，吸纳

社会公众股，从而使业主、员工甚至广大公众与企业结成生

命共同体。这样，私(民)告经济通过外部联合和内部转制

两条途径，它与公有制企业的资本最终都将会走向社会化。

资本的社会化必然引导和鼓励中国的私(民)营经济走出传

统的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机制，向着股份制经济的康庄大道迈

进，这是私(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能够长期

生存和发展的深厚社会基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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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劳动者、资金、

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需要不断组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能

力。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只要存在，

只要流动，它们就会组合成为各种类型的经济实体，其中当

然也包括各种私(民)营经济。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必然规律。总之，从改革开放伊始到 20 世纪末，全国个体

工商户注册资金和产值分别增长了 63% 和 150毛;私营企业增

长到 22 1. 52 万户，从业人员增加到 2930.61 万人，注册资金

增加到 21042. 79 亿元，产值增长到 737 1. 83 亿兀，分别比

1996 年增长了 170% 、 150% 、 461% 和 128% 。①到 2002 年

底，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已有 4000 多万

家，年产值达 5 万亿元，其中，最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

有 20 万家，其各项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在 30% 以上，成为国

家和地方的经济新增长点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各类非公

有制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 3 亿人，其中私(民)营企业从业

人员占绝大多数。②

(二) "政治安排"的体制内资源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在一些

沿海开放地区，私(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是

‘二分天下有其一"甚至超过 2汀，因而它在国民经济与社会

中的作用与地位也日益显著。中国共产党转变执政方式，扩

大执政基础，需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可

能忽视与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密切联系。吸纳私(民)营企

① 2002 年 11 月 21 日《中华工商时报》。

② 2002 年 11 月 29 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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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优秀分子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和按界别委任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甚至任命他

们为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等，以便于这些新兴社会阶层中的

"先进分子"在既有政治体制内有序、直接地参与相应级别的

政治活动，就成为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举

措了。

对于公民个体，特别是对于私(民)营经济领域的代表

性人物作国家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政治安排"，是中国共产党

转换执政理念、转变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其政策的演进思

路基本如下。

1979 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社员的自留地、自留

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决不允许把它们当成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①这是中

国共产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党内文件第一次

确定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政治地位。

1982 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合法的权

利和利益。"②这是新中国宪法第一次明确个体私营经济的法

律地位。 1987 年 11 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的方针;次年 4 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 http://www.china.com.cn/ 

aboutchina/ datalzgncggkf30n/2008 - 04/10/ content一 14814063. htm o 

② 张厚义等 :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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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

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

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①从此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

地位和经济地位。这是第一次从政治上公开允许私营经济的

存在和发展，并初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私营企业的相关

理论和政策。 198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修正

案进一步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

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②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在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有了突破性的飞跃。中

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的经

济发展模式，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的经济政策。③

1997 年，中共十五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

制结构理论，把私(民)营企业理论和政策推向了新的历史

阶段;会议强调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非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88 年 4 月) ，姜土林等主编《世界宪

法全书}，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04 页。

② 《风雨历程一一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的历史

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52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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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使私(民)营经济从"制度外"进入"制度内"，由

居于"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的陪衬地位转变成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进 4步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

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

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

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

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

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

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

强调，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②这样，

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肯定劳动、知识、经营管理、科学

技术和资本等各种要素在创造财富中的贡献，即肯定了"资

本"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无疑也就是肯定了以"资本"为

基础的私(民)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以及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政治合法地位。自

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规定，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

要保护，对一切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保护。这使私(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获得了公民应当享有的全

部政治权利。

改革开放之始，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第 426 -427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15 -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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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受人尊重。原因很

简单，他们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不要说他们能

够左右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切身利益，

也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保护。如，在政治上，他们仍被排

除在"体制外"，无法参与到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活动中来。因

此，他们非常需要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即自身有着强烈的

政治参与愿望。他们一方面热心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注

意"树立良好形象"，更愿意将自己包装成有经济实力的、洁

身自好的慈善家等社会贤达和公众人物;另一方面，为数不

少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也主动地积

极争取当选为诸如中国共产党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甚至一定行政级别的党政

领导等，争取各种政治性的地位与荣誉。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扩

大自身执政基础，吸纳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

到体制内部来参与政治活动。此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批私

(民)营经济人士，即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所罕见，甚至有个别人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继中共十

六大上出现私(民)营经济人大代表后，私(民)营企业资

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中的优秀人物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地

各级立法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中，具有强烈的现实作用和象

征意义。被"政治安排"后登上政治舞台的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表达了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到

2003 年 3 月召开十届全国人大时，来自民营企业主阶层的全

国人大代表已经达到 50 余人。

转型期公民个体在体制范围内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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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等新兴社会

阶层分子身上;即他们以"政治安排"形式当选为各级中国

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

委员，和担任一定行政级别的党政职务等，借此参与到不同

层级的政治活动过程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私(民)营企业不断发展与壮大，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经济地位日益

提高与巩固，经济利益的反映和表达必然要上升到政治上层

建筑上来，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体现。这一

部分"先进分子"被国家政治权威"政治安排"到既有政治

体制内部，被动{旦直接地参与到不同层级的政治活动中，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公民民主参政的内容与形态。

二 国家主权何以"政治安排"

(一)政党作为国家主权的载体之一

人们谈到主权的时候，毋庸讳言，往往联想到"国家主

权"，而且更多时候干脆把一国之内、属于政治学范畴的"国

家主权"概念等问于适用于国际、属于国际法范畴的"国家

主权"。这种对于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概念与国际法上意义的

主权概念不加区别的泪用，不仅在学术上已经产生了难以对

话的难堪语境，而且在一般的世俗观念中，也存在着有意无

意地棍淆两者含义的意图。因此，在适用主权范畴的观念与

逻辑上，需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才能达致思想启蒙的社

会功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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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主权概念和自由概念具有类似的

含混性。一方面，它可以用来指代一个共同体和其他政治实

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指代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政

治权力组织。现代政治话语中通用的是第一种主权概念，例

如联合国被称作‘主权国家'的一种联合，而这种主权是由

各自的政府所代表的。这个术语的第二种含义仍然存在于现

代政治文献中，但这种含义从 17 世纪以来就已经大大地减弱

了。经典的主权学说可以归结为两个命题: (1)在每个稳定

的政体中都必定有最终的政治权力的唯一中心， (2) 这种权

力必须是绝对的。"①体制内"政治安排"与体制外"政治嵌

入"所涉及的主权概念，显然是指"这个术语的第二种含

义"，即一国之内的政治统治，属于最终的政治权力的唯一中

心，即象征着合法性来源的最高立法权威。当然，所谓主权

所代表的"最终的政治权力的唯一中心"，并非指唯一实体，

人类政治历史不断地在证明，它可以是而且最好是几个权力

牵扯在一起的这么一种"泪合型"实体一一这正是宪政意义

上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法理根据所在。因此，主权所代表的

"最终的政治权力的唯一中心"，是指唯一中心的"统治集

团"，它一般是由若干个"混合型"实体力量按照某种内在规

定性有机地联结而成，即联结其间的是以利益为核心的权力

纽带。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来的章节中作分解说明。

这里，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国家主权并不是国家行政权

力，或者政府权力，两者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各自所具有的

质的规定性却完全不同。

①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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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主要指→国之内的最高政治权威实体 具体

表现为国家立法权。凡是能够获得或者有效操纵此一至上权

威者，均可视为国家主权的享有者，即国家主权实体;而国

家行政权力则是行动的权力 主要是指贯彻国家主权者政治

意图的国家机器。黑格尔虽然以坚定的国家主义者而享誉学

界，但他也意识到国家权力并不是单一的概念。"国家的各种

权力固然必须加以区别，但是每一种权力本身必须各自构成

一个整体，并包含其他环节于其自身之中。当人民谈到这些

权力各不相同的活动时，切忌限于重大错误，以为每一种权

力似乎应该抽象而自为地存在着。其实，各种权力只应看作

是概念的各个环节而被区分着。"①《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

全书》有关这一方面的词条也这样写道"国家一词是在 14

世纪到 17 世纪末逐渐演变为表示政治实体的一般概念。根据

梅杰的说法，该词主要是用以表示身份、权力、官职、收入

或王者之尊的状态和表示政体形式和宪政形式之状况的。"②

这说明，国家一词在词源上本身包含了至上的"主权"权力

和具体的行使"权力"工具两个方面。《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

科全书》还进一步对于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关系作出

如下分析，"它(国家)借以建立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是与主

权概念同时出现的，而无主权的国家则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换句话说，按照布丹和霍布斯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提出的主

权理论，国家必须具有公职人员或被赋予对极端情况作出决

定的不争议的权利和权力的人员。在这个意义上，这必须是

①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95 , 

第 285 页。

②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

全书} (修订版)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7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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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决的实体。这不能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或由不同部分之

间心照不宣或公开的交易合同维系的泪合组织，因为这种组

织在极端情况下常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之中。当遇到危机时，

它不能屈从于另一个团体的决定。主权在政治实体内的公众

与私人之间确定了一个明显的界限，它也在此一政治实体与

彼一政治实体之间限定了各自范围。它意味着政治实体内的

法律比以往更为‘实在'或更多的是由统治者所制定的。"①

这里提到了国家主权的立法特权与它作为"统治者"的国

家主权享有者的独占地位;而其他政治实体包括国家行政

权力系统都应该是围绕着立法权力这一国家主权所在的附

属物。对于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与决定性，哈罗德·拉斯基

在其《论国家主权》中有过生动的描述，"一元国家政治

理论中的国家，犹如先验论中的绝对观念。国家无所不

包……国家之内的所有集团，都注定而且只能服从于国家

的生存;各种集团的存在是国家主权的结果，没有国家，

就没有这些集团本身"。"国家被抬高到一种专政的地位，拒

绝个人具有任何意义。"②在这里，国家主权显然具有决定性

的终极作用，其他任何权力系统都是它存在的具体表现形式

与衍生品。

我们知道，国家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政治安排"，在当下

中国往往体现的是作为中国唯一政治领导核心一一中国共产

党一一的政治意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领导核心也一

①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

科全书} (修订版)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794 页。

②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一一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 , 

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 2003 ，第 109 页。

16 



{一一I

第一章 "政治安排"中的国家主权
L___j 

直被写人作为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因而，把

中国共产党视为当下中国的国家主权的象征与体现之一，符

合国家主权的学理意义，也符合中国宪法原则。国家主权并

不是单一或者唯一的权力实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政

治领导核心并不意味着成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唯一载体;在现

实政治生活中，毫无疑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全国最高

立法机构，也是构成国家主权的另一类政治权威，甚至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 一直被表述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

(二)国家主权的具体性与可分性

关于国家主权，"这样的概念，即在每个个别的国家之内

存在着构成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①;它在政治人类学

意义上的理论拖畴，则指称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权力组织，但

这种含义从 17 世纪以来就已经大大地淡化了。②在当今政治

学理论的权威词典中，国家主权仍被定义为国家中拥有并行

使最高权力的机关，它可以是→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

但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化的共同体，它都毫无例外地构成了

具有最高仲裁者属性的权力或权威;这类仲裁者对作出决策

以及解决体制内的争端具有某种程度的最终权力。因此，它

具备四种政治学属性:一是地位属性，它是政治法律体系中

的最高权力;二是权力序列属性，它是政治法律体系中最终

的或最高的决策权力;三是效力属性，它包含普遍性的概念，

意在影响一切行为;四是自主属性，它在与其他任何机构的

①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j)j;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20 页。

②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 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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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上，都天然地享有独立性。①"宪法政治秩序的主要功能

已经并且仍旧依靠一套加诸执掌政治权力者的规范化约束体

系来完成。集中体现在‘制衡'理论上的分权被认为是进行

规范化约束的有效方式。"②宪政政制的主旨，即对最高政治

权力一一国家立法权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行政权力 的有效

控制，简言之就是"限政"。

在古典政治学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一个核心的宪政政

制学术概念。摩根索认为，国家主权从一开始就成为现代宪

政制度的核心问题，并且成为宪政制度得以建立的历史前提，

国家主权指包括立法司法权在内统一起来的最高权威实体。③

但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随着

民族国家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权概念范畴的内涵与外延

都已经发生了相对变化，特别是"国家主权"的概念，基本

上已成为国际政治学上的常用语，而学界相对忽视了这个理

论概念曾经有过的"神权"、"教权"等政治性、合法性基本

内涵，更失去了它在一国之内政治学范畴下的宪政政制本意。

在国家产生之前，主权即已存在于以血缘、地缘、业缘

等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之内。塞维斯把国家产生之前的各种

政治制度区分为游群、社群和酋邦。③按照这种巳为学界普

①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

科全书þ (修订版) ，邓正来译，中阁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777 -778 页。

② 〔美〕卡尔. J. 弗里德里希: {超验正义一一宪政的宗教之维þ ，周勇、

王丽芝译，三联书店， 1997 ，第 15 页。

( H. J. Morgent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New York , Knopf , 1966 , p.328. 

转引自潘伟杰《论宪政与主权:权力的有限性与权力的合法化þ ， {复旦

学报þ (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4 期。

( E. R. Service ,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阳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

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1975 ,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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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的政治人类学标准，约在一万年前的史前时期，游

群是一种小型的群体，人数可在 50 人至 300 人之间，群

体内，看不到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也缺乏形式上的领导

人，它可能是最古老的政治组织形式。研究资料显示，世

界上现存的持猎和采集社会中均有游群组织。即使在这种

相当民主的古老群体中，他们也产生了自己的"头人"，

旦被称为"所有者"。人类政治生活发展到社群时期，社

群中的领导权也是非正式的，领导者没有绝对的权力，更

不是极权者。到了酋邦时代，则已出现集权形态的政治制

度，酋长居于分化后的等级社会的最高层，其他社会成员

的地位往往取决于他和酋长的亲密程度。①这个时候的酋

长巳经获得了类似于国家形态的政治统治权力。他"可以

为自己、为提出要求的其他人或者为一般的目的而召集社

区的劳动力……除了召集劳动力外……最高当局当权者

(即酋长)可以汇集杜区中大量的剩余产品，并以普遍的

福利形式进行再分配"。②

可以看出，国家产生前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政治权力掌握

者，如游群"头人"、社群首领、酋长，无不获得了国家形态

中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在形式上，这些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获

得者，基于史前文明社会的生存需要，最早时期便具有了功

能性的实用价值。"当某一领土上资源不能再充分维持成员的

生存时，群队的头人就要协调群队的迁移。……如果一个头

人太年轻，或太老，或丧失人们所期望的领导品质，群队成

① 钟年等: (人类政治体制与社会控制)， (人类学通论) (修订版) ，庄孔

部主编，山商教育出版社， 2004 ，第 368 - 373 页。

② 〔美 J C 恩伯、 M. 恩伯: (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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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就会找别的成员来做领导。"①在这里，史前人类形成了自

己的习惯做法，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

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并

不具有法的性质，它是民族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

如禁止氏族内结婚、氏族成员互相帮助、共同防御一切危险

和侵袭以及血族复仇等，都是为了维护其生存而自然形成的

共同行为规则。它是依靠传统的力量、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民

族长的威信来维护的。但是，这种史前政治生活中的统治权

力的获得与维持，在根本上来自超自然的力量，即当时人们

认为，某种人类绝对信任的神秘力量，使他们的"头人"之

类的首领，足以领导这个群体顺利地繁衍生息下去。这种神

秘的超自然力量，即是史前文明中普遍实行的"神权"，即古

代主权的体现;其表现形态，元一例外地物化为"图腾崇

拜"、"祭祀"等仪式中，并以禁忌、神话、巫师、萨满教等

政治道具来维系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在暴力因素尚

不明显时，非暴力的统治力量就只能是神化了的主权一一-世

俗统治的合法性。"我们知道，酋邦之类社会名义上的统治者

通常是神，而实际上，神往往就是祖先……酋长的祖先可以

追溯到太阳……一位蒂科皮亚人，在做上酋长之前，只是一

位普通人( fakaarofa) ，做上酋长之后，则成为一个 tapu 人，

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受到与神相似的礼拜。因

此，说酋邦的统治者是神也就是祖先，实际上是说，统治者

是其代理人酋长，也就是祖先的直系后裔。从神也即祖先那

里获得权力或者说权威，以神也即祖先的名义进行统治，由

① 〔美〕维廉 .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 ，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7 ，第 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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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酋长多半把主持神抵祭祀或者祖先祭祀的责任也承担了起

来……酋长与祭祀一同兴起，有如权威的双胞胎……有时候，

祭祀与酋长就是同一个人。……因此，在酋邦社会里，主要

是依赖超自然的神抵来支撑现存的社会结构。"①主权在神，

主权的授予与继承在于祭祀等仪式性的社会活动;很显然，

这种最高权力的仪式必然由现任实际的"头人"或酋长亲自

操作，他人绝对不可染指一一也即最高统治的政治地位与合

法性具有某种独占性与垄断性。"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酋邦被

称作神邦( theocracies) ，是有着相当道理的。"②从这个意义

来看，任何习惯了去最终都需要得到统治权威的认可与接纳并

采用，才能对社会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强制的约束力。《中国大

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经典表述是"习惯法指国家认可和由

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

惯并不具有法的性质。"③西方权威辞典《牛津法律大辞典》

也解释道"当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在相当一部分地

区已经确定，被人们所公认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像建

立在成文的立法规则之上一样时，它们就理所当然可称为习

惯法。"④

统治的力量即一国之内的最高统治权力一←主权，来拥

于神授的人类观念以及对此观念的确信，在国家出现以后的

① 易建平((社群联盟与酋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199 -

201 页。

( E. R. Service , Primitive Social Orgα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1 , pp. 162 -163.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1984 ，第 87 页。

④ 〔英〕戴维. M. 沃克: {牛津法律大辞典} ，李双元等译，光明日报出

版社， 1988 ，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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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仍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即使人类

进入了 21 世纪，这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主权仪式在一些国

家甚至是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在工业

社会和非工业社会中，对于超自然的信仰都是很重要的，而

且体现在人民的政府中。中世纪的欧洲……国玉和女王以

‘神圣权利'的名义进行统治， (在西方)宣誓效忠罗马教

皇，并且在所有重大的冒险活动一--不论是婚姻还是军

事一--中都祈求他的祝福。在哥伦布以前的美洲人中，阿兹

特克人的国家是一个宗教国家，它有一个神圣的国玉，几乎

一直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战争的目的是抓获俘虏，让他们

作人祭以安抚取悦诸神……在秘鲁，印加国王根据他是太阳

神的后裔这一条，宣布了自己的绝对权力。现代伊朗宜称是

‘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国家的第一首脑，是所有什叶派穆斯

林圣人中最圣洁的一个。在美国，体现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价

值的《独立宣言} ，强调对上帝的信仰。这份文件宣称， ‘全

人类在(上帝)创造出来时是平等的'，这一信条导致美国民

主的产生，因为它暗示:所有人都应参与自治。美国总统在

就职时手抚《圣经》发誓这一事实，是用宗教使政治权力合

法化的又一个例证，正如《效忠誓词》中的那句话: (美国

是)‘上帝庇佑下的国家'。"①在这里，太阳神、上帝之类的

诸神是抽象的，而"头人"、 "酋长"、国家首脑、总统是具

体的。主权很清楚地分为了两半。

在中国古代社会，主权的超自然来源一说历史悠久，一

宦持续到 20 世纪初清朝的终结。而且，这种主权源于神授的

① 〔美〕维廉. A.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 (第 10 版) ，瞿铁鹏等译，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第 382 -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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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可以说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形成了"天人合

一"的政治伦理。"古人关心天合一主要是关心社会结构和政

治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他们论述宇宙秩序时有一个基本

的特征，那就是把天人化和把人天化，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开

拓性的思路。"①既然帝王的统治来自"天"，而且附着于皇

帝等人间诸神之上，那么国家主权的抽象神圣性应该是绝对

的权威。因此，中国古代皇帝"‘奉天承运'可谓最具权威

性。‘奉天承运皇帝'作为套语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清

朝继之。‘奉天承运'四个字把帝王的超然性、必然性与合理

性作了简要的概括，所包含的思想文化意义极为丰富，源远

流长……‘奉天'这个词一开始就是表达帝王与天之间神秘

性的词汇。"②主权的获得来自天的神授，中国皇帝口称"天

子"也就理所当然了;有的皇帝则与天齐名，径直以天自命，

这也是有来历的。《诗经·尔雅》称"天，君也"。在这里，

天是抽象的，而皇帝是具体的。主权是一分为二的。

对于主权的这种两分性，法国政治学家贡斯当有过一些

论述。既然主权的抽象性与具体性有时是很难完全吻合的，

因此人们容易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

员将自己的权利毫元保留地完全转让给共同体 (cωomm

他坚持认为，任何主权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

本身无法行使权力，必须交由其代理人行使。③或许，抽象的

权力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道德，但世俗的政治统治则是偏

私甚至是罪恶的。

① XiJ 泽华: {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第 2 页。

②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第 3 -4 页。

③ 〔法〕贫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阿克文等译，商务印

书馆， 1999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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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的前国家形态的最高统治权威即主权，曾经存

在过一权分立政府、两权分立政府和三权分立政府等形式;①

无论是以上提到的三种分立形态中的哪一种，都说明实在的

具体的政治权威是可以分割、可以转让、可以让渡的。从史

前人类这种政治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如何分割让渡这种准

国家主权，完全是为了确保抽象性的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

eigr即&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不受政治权威侵犯与不受政

治权威压迫。

这样的民主政体说明，国家主权并不掌握在全体人民手

中，而是由一部分贵族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团等机

构的设置，使得国家主权分散在几个能够相互独立又能相互

制约的贵族团体手中。这种并非由一个独占者或独占机构，

而是几个政治组织分享国家主权的政治体制，被斯科特·戈

登称为"对抗模式"的非等级制政治制度。"总之，我们可以

认为雅典是参与型的民主政治，但这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

普遍的政治理论。相比较而言，权力控制的对抗理论不会受

到这么大的限制。它能适用于像罗马共和国和文艺复兴时期

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也能适用于像现代英国和美国的立宪民

主政治。古代雅典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稳定、有效

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值得赞扬的是，它开创了一种通过

制衡的方式控制权力的制度结构。"②这种基于国家主权对抗

模式而达到制衡的制度，即为宪政政制的精髓。

在古代法语中，主权一词的词源是"统治"，其最初含义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第

123 页。

②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81 -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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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裁者统治其王国的权力;之后词义扩大为民族国家对其

领土的控制，即成为其地盘的主人。①中世纪期间，国家主权

的思想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和论说，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概

念和通行术语。

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世界民族国家的民

族主义兴起与独立运动的普及，国家主权的古典意义让位于

国际法上对国家独立与尊严地位的描述。似乎一国之内有无

最高政治统治权力的实体，以及此一实体对于国家政治文明

的影响已经无关紧要;最迫切的问题却在于民族国家的领

土完整与主权独立，在外来文明特别是指西方资本主义文

明的影响、干预甚至冲突中的"合法性"地位，以及它天

然地牵扯到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自尊与独立等诸如此类的

范畴。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重获民族国家之独立地位的

发展中国家，在探索自身一国之内政治文明发展路径的过程

中，再次遇到国家主权的古典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悖论，也

即→国之内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力如何构成以及如何表现，方

能在世界政治文明建设的潮流下，获得普世价值中的一席

地位。

"政治安排"申的公民参与

(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政治化

私(民)营经济组织中不同类型从业人员的具体经济、

①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 (第 6 版) ，林震等译，华夏出

版社， 2001 ，第 7 页。

25 



广一一I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一一…J

政治和文化利益之间是有一定差异的，他们的具体利益诉求

也经常处于变动、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

的执政党，要代表和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然

要代表和维护私(民)营经济组织中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私

(民)营经济组织中不同类型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诉求到底如

何，又如何做到真正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具体利益，这是一个

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认真研究和探索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个

人通过努力和奋斗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指个人从一种社会

集团移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另一种社会集团，或者是从社

会集团中的一个层次移向另一个层次的社会现象)是不被允

许的，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稀少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私(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原有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的模式被彻底打破了。私(民)营经

济组织中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是"先

富起来的少数人"，即"新兴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来源千

差万别，现在的共同特征是成了有产者，手中握有大量的资

本，并在经营管理、企业发展、员工去留等方面具有很大的

决策权和控制力。一是他们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经

济基础，具有共同的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愿望和意识。二是

他们有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在很多

方面有自己的共同语言。三是他们正在初步形成自己独立的

阶层意识，利用各种途径提出自身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

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基础，在他们自身的一些利益要求得不到

正常实现之时，他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经济上的力量，

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去寻找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近年来，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批领导干部在"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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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款"，搞"权" "钱"交易，或者搞"地方保护主义"，扰

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

这一类型的新兴社会群体，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也是近些年来被争论最多的社会群体。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

一个历史时期，他们在经济政策上，曾经非常关注两个重大

社会问题。

一个就是关于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 (1 988 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明确

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其财产需要不

需要法律加以保护?是否应与公有制财产在法律上地位一样、

神圣不可侵犯?对私营企业财产，对→切符合法律保护要件

的私人财产的侵犯，法律上应依据哪些条款加以正确处置?

这是目前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时期

以来屡屡发生的有关贪污私营企业的钱财案件引发的。私营

里的财会人员贪污盗窃了业主的财产，法院因为没有相关的

法律依据将其作刑事案件受理，只能作民事案件处理。这样

就使业主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是不是一

样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是不是应该一样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无疑是会影响到私营经

济的发展的。

面对私企老板的全国性的调查显示，保护合法的私有财

产是老板们最关注的问题。①可以看出，在政治上还没有相应

地位的私(民)营经济中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目前没有可

能直接在政治上左右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他们的利益

① 张驰: {调查分析之三:私企老板关注财产保护}. {中华工商时报》

199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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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仍需要带有官方烙印的社团组织加以表达。这样的格局

在一定的时期是可以保持的，但随着私(民)营经济的日渐

壮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作为执政党的中国

共产党如果不能直接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就会自然而

然地寻求更直接、有效的途径，这样就会不利于巩固和扩大

党的执政基础。

新兴社会阶层关注的第二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私营企

业能否如公有制企业一样上市。有学者反对私营企业上市，

"必须逐步推行国有集体控股或相互参股的股份制，实行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股份制，绝对不允许私营企业发行股票上市，

或者引导私营企业股份化改造成公众公司，否则，无异于用

劳动者的游资去培养一个大资本家"。①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

组织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公众性

和社会性是它的最重要特点。若按经济客观规律办事，对公

有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应该一视同仁，谁有条件、谁符合标准

就让谁上市，而不能按照所有制的区别来限制私(民)营经

济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一部分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充当了这一"新富群体"的利益表达者。他们在学术界为这

一群体的合理利益据理力争，甚至不惜针锋相对，唇枪舌剑。

在 1998 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全国t商联提出了《关

于继续安排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改制上市的建议案》。该

建议案认为，到 1997 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巳达 96. 7 万户，

其中按公司法规范的企业超过 30 万户，有些企业已成为行业

的排头兵和地方的骨干企业·而且此时全国上市公司共 745

家，非公有制企业所占比例不到 3% ，在确定股票发行额度和

① 刘吉: <<关于股份制的几个问题}， 1997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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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业选择问题上，还没能做到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

仁。该建议案大声疾呼，"世界各国的股市都没有以所有制形

式划分上市资格的做法，我国也应该逐渐改变这种做法"。甚

至批评"目前的上市机制不是很好，审批制是不利于市场发

展的，应该搞注册制，在此基础上，谁有条件谁就上市，不

应该按所有制来区别对待"。①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

高级经理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已经逐步地从单方

面的经济领域向着社会领域甚至其他领域不断延展，这既符

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逻辑，也是当 F中国政治生态

变迁的重要现象。

在政治待遇上，这一类新兴社会阶层并不那么受人尊重。

原因很简单，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相应的地位，不要说他们左

右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就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也

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保护。可以判断，在政治上，他们仍

被排除在"体制外"。上面所提的他们不能够如同固有企业，

甚至在有些地方不能够如同外商投资企业一样平等地享受到

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所赋予的权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

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发言权。

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种变

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中，仅仅是从维护和巩固自身的

执政地位出发，都不可能不对这一趋势加以正确的引导，都

不可能不加强对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教育和团结。如果政治

权威还停留在过去的思想观念水平上 始终把这一新的社会

① 杨晓平、孟祥林: <<排斥非公有制企业上巾'不合理}， 1998 年 3 月 11 日

《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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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那么，今天他们积极争取的是非

职务性的政治荣誉，明天，他们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这一"虚

名"，甘心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政治花瓶"，而会

或者依靠民众的信任，或者依靠其他非正常的途径，自然而

然地走向政治舞台。

总而言之，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是中国共产党富民政策一

手制造出来的，他们对执政党有着天然的感情，与社会各阶

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可能最

充分、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地代表包括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在

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新兴社会阶层的体制内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下中国的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之一，

实施体制内"政治安排"新兴阶层代表人物，给予其适当的

政治待遇，元疑扩大了执政的社会基础，巩固了自身作为国

家主权象征的合法性。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沿海开放地区，如广东等省市的

民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意识较为强烈。一些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希望能够通过"政治安排"的参

政渠道，加入既有体制内的各类政治组织，其目的不仅在于

通过参政机会提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和要求，而且试图通过

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决策甚至直接参与决策。如改革开放之初

的广东省，个体、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巾，在多项选择条件下，想加入共产党的约占 15.7% ，想

加人民主党派的占 5.3% ，希望加入工商联组织的占 77% ; 

想成为当地政府领导人的约占 12.7% ，有的甚至表示"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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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同时希望被选为人大代表或被安排为政协委员的人占

55.3% 。①伴随其经济力量的增长，个体、私营企业主期望通

过一定的途径以维护其经济利益、调整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

关系。但政治安排毕竟是少数且人大、政协、民主党派、

工商联对个人的问题，也难以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他们很

希望建立起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渠道，争取影响相关政

策的出台与变迁。

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会人都有不断

扩张自身利益的欲望，这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的

社会人的基本特征。私(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特别是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也不例外。在社会转

型、体制转轨时期，体制性的漏洞和传统行为方式的不良影

响，导致他们的个体利益有时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全社会的整

体利益，此时他们的政治倾向会发生暂时游离，但不会很大

程度地偏离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个体利益一般

分为生存必需的物质利益、安全利益、社交利益、政治文化

利益和人生的最高境界。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

经理人员与高管阶层人士的利益需求一般处于前三个阶梯。

换言之，他们在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初期，还没有条件形

成全国性的团体组织，他们分散的个体利益要求必须与全社

会的整体利益要求相符合，他们自己也希理政治权力能够调

整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的政治倾向，在可以承受矛盾和

冲突的范围之内，基本上与社会主义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政治

和思想意识形态保持斗致。

①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调研报告}， 2001 年 4 月

编，第 400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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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阶层一般都希望，自己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能够协调一

致，并竭力通过体制内政治参与等途径，来表明自己的基本

政治倾向。这是因为，由人的行为组合而成的人生过程，不

同于一般事物的运动过程，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和规律。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基本

走向。社会环境一般能够给每一个人提供有益于成长发展的

外部条件，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相关组织或群体给予个体的信

任、支梅、帮助和赋予一定的工作职责和历史使命等方面。

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以上外部条件的最佳途径，是加入社会

中最有政治影响与政治实力的执政党组织。加入执政党组织

的个体公民，能够较其他个体公民获得更为充足的政治经济

与文化等发展条件，也有利于把自身的人生奋斗目标与主流

社会的整体目标整合为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可以通过如下的

社会调查数据得以说明。

据有关学者的抽样调查，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电子一条

街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均为党员。

平均年龄为 32.4 岁，其中 25 岁以下的占 40% ， 26 - 35 岁的

占 20% ， 35 -45 岁的占 26% , 45 岁以上的占 14% 0 对"您

认为当前中国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问题，受调查者

100% 选择了"需要坚持中共领导"。①可见，新兴的私(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对于体制内政治参与

有高度的社会认同。

又如， 2002 年，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

①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调研报告}， 2001 年 4 月

编，第 456 - 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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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

1993 年、 1995 年、 1997 年、 2000 年进行四次大规模的全国私

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

调查。 2001 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 203 万户，按1. 8%。的比例

发出问卷 3635 份，回收有效问卷 325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6% ，有效问卷数约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数的1. 6%0。为了对部

分私营企业进行动态研究，这次问卷调查还对 840 户在 2000 年

已经调查过的私企进行跟踪调查。①调查结果显示:这次抽样

调查中的私营企业主党员人数最多，达 29.9% (前几次抽样调

查中的私营企业主党员人数比例， 1993 年为 13. 1 %, 1995 年为

17.1% , 1997 年为 16.6% ， 1999 年为 19.8% )。其中有 192 人

是在创办企业后入党的，占到党员总数的 5.9% 。中共十五大

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私营企业方面的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消

除了私营企业主心中的多种顾虑，激发了他们继续创业的热情。

私营企业代表人士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有一定的趋向性。②

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富民政策和改革开放

政策的直接结果，他们从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纲领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据全国首次对私(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调查，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中有 13.1% 的人是中共党员，

7.3% 的人是共青团员。③可以说，这些人接受过执政党组织

①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财经) 2003 年 2 月 20 日。参见 http: //fi-

nance. sina. com. cn/g/20030220/165131277 1. shtml 。

②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之五))， {财经) 2003 年 2 月 20 日。参见 ht

tp: / /finance. sina. com. cn/ g/20030220/1750312797. shtml 。

③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调研报告)， 2001 年 4 月

编，第 398 - 399 页。

33 



厂一一一i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七一一J

的长期教育，有些人还是执政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从本质

上是爱党爱国的。他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改革

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开拓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同时，

绝大多数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是中

国共产党现行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他们为维护和实现其

经济利益而产生的观念、思想和言论、社会行为等，都必然

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一致。据河北省委统战部对 136 名民

营企业主的问卷调查，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 41 人，占

30.2% ;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51 人，占 37.5% ，想

到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和社区领导人的 20 人，占 14.7% ; 

选择其他选项者 24 人，占 17.6% 。①

据全国第五次私营企业调查分析，在社会团体中他们加

入最多的是工商联，有 799毛的人加入;政治机构中进入得最

多的是政协，有 35.1% 的人是各级政协委员;在政党组织中，

加入得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有 29.9% 的人是中共党员。这

种情况说明，私营企业主是被纳入了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之中

的，他们参与政治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工商联、政协以及人大是中国共产党引导他们参政议政的重

要机构和场所。②

①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调研报告~， 2001 年 4 月

编，第 398 - 399 页。

②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之五~: {财经~， 2003 年 2 月 20 日。参见 http: // 

finance. sina. com. cn/g/20030220/1750312797. shtm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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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安排"中的公民诉求

"政治安排"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权向民间社会输出

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态。此一政治参与形态，在改革开放

之后，在内容上产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力量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向民间社会流动中的上层人物输出政治参

与，从而芳实其执政基础等方面。体制内"政治安排"对于

国家主权而言，是执政合法性的补充与增强;而对于接受这

种政治待遇的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而言，则是利益表达

渠道的扩大。由于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往往是通过代议制民

主途径来实现的，因此，体制内"政治安排"也就通常表现

为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一次更新与变革。

那么，公民个体在既有体制内"政治安排"中的利益表

达的效果如何?皖南山区宣城市七县区市(含市开发区，下

同)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在"政治安

排"中的个案或许能够提供经验性的回答。①在个案分析之

前，我们需要从法理上厘清，公民利益表达的方式与效果在

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意义与作用。

① 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1 月，笔者赴安徽省宣城市，开展转型期私(民)

营企业主被"政治安排"为中共党员(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劳动模范后，该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与实现程度之间关系的经验研

究。该项研究得到了时任中共宣城市委主要负责人张学平先生的支持与

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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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益表达的主权在民法则

利益表达的法理依据在于主权在民，也即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是公民和社会阶层自由表达切身权益的法理基

础，同时，它也是国家主权的法理渊源。为了从法哲学的层

面剖析这个原则，有必要首先厘清人民主权的抽象性原则，

以及它与国家主权的法理关系。

在正式的学理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清楚的是，主权在

民原则，或者是人民主权原则，是近代社会以来的专门术语;

而在此前的漫长人类社会活动中，缺乏主权在民的启蒙思想。

因此，我们探讨的主权在民原则，或者人民主权原则，在人

类政治文明行进到近代之前，还只能采取诸如"神权"之类

的术语来代替。为了讨论的便当，可以用"主权"一词来包

含这种复杂的历史演变情况，即这里讨论的"主权"，不是

"国家主权"，而是与"国家主权"相对的，在近代社会以来

被称作是"人民主权"的统治合法性。

(一)人民主权的抽象性与不可分割性

在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当国家的概念尚不足以指称仍

处于十分活跃状态的某些政治共同体一一诸如土地贵族、商

业贵族或者其他什么贵族阶层时，主权并没有"国家"的专

指，更没有"人民"的属性;这是后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的产物。

主权本身是指抽象的统治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

是指一种统治权力的根本来源，即它的统治合法性，而不仅

仅是它的现行主宰权力。谁声称拥有了主权，谁就获得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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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此一领域的政治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历史上曾

甚嚣尘上的"君权神授"的提倡者，还是近代以来人们推崇

备至的"人民主权"的倡导者，都有"殊途同归"的相似之

处。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我有机会研究了英、法、德诸国中

世纪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十分惊异地看到，所有

这些法律之间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各个民族彼此

不同，很少融和，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

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

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到处都一样。当我在古老的德

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时，我事先就已

知道，如果仔细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找到本质上完

全相同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个民族，

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①

在主权象征着某种政治合法性时，我们说，主权是一种

抽象的统治权，它没有具体的附属物。在这层意义上，主权

也不是一以贯之的概念;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曾经赋予

过它根本对立的两种抽象意义。一是近代历史以前的"神

权"，这是国家形态开始形成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政治合法

性一一当然，在一些政治文明尚不开化的国家和地区，这种

政治合法性还延续过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

它几乎可以成为人们判别人们政治生活是否文明的重要尺度。

近代以来的"人民主权"，某些政治思想家曾经设想剥离它本

身的抽象特征，使之具有世俗的具体的实在物，但"人民主

权"一一在某种程度上它与"神权"一样难以捉摸，它始终

① 〔法〕托克维尔 {I日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栓裕芳、张芝联校，商

务印书馆， 1996 ，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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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降临大地，露出它本身的真实面目。英国保守主义政治

理论家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将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

革命的激烈程度联系起来，他说"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

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

疯狂的实践后果(注:指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

政， ) ，他一定会吓昏过去。"①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更是

直接指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

克的结果"，他指出卢梭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源头。②而一

直致力于批判唯理主义的卡尔·波普尔则称卢梭身上有一种

"浪漫的集体主义"的倾向，它构成了多数人暴政的形而上学

源头。③总而言之，"神权"与"人民主权"，都关乎一种统

治权力的政治道德与合法性基础，元论何种统治力量，都要

披上要么"神权"、要么"人民主权"等外衣，以便推行自

己的政治统治。

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戈登对于宪政意义上的主权概念

作过精彩翔实的论述，他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具体化主权

的可分性与对抗性;但他对主权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之分似乎

并没有明确地涉及，他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限制具体的国家主

权，而对诸如国家主权的"面罩"即抽象主权没有重点区分。

因此，读过《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历史》后，总感觉到主

权似乎是一个"变脸"概念，而且这正是使布丹、霍布斯的

① 柏克: {法国革命感言录~， {演讲与论文集~ ，纽约， 1900 ，第 529 页;

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三联书店， 1994 ，第 4 页。

② 柏克: {法国革命感言录~， ((演讲与论文集~， 1900 ，第 529 页;转引自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三联书店， 1994 ，第 4 页。

③ 柏克: {法国革命感言录~， {演讲与论文集}， 1900 ，第 529 页;转引自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三联书店， 1994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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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不可分学说得以成功逃脱理论清算的一个"漏洞"。无论

如何，神权之类的抽象主权的确是不可分割、不可让渡的。

(二)主权在民思想的源流

当今世界上，即使是最为顽固的统治集团(当然宗教性

的政治集团除外) ，也不再声称其政治合法性即抽象主权来自

"诸神"或者"奉天承运"。当然，这一政治文明的进步成果

不是一踹而就的，世界各国废除此类抽象主权的时间也是先

后不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此摆脱了主权的

抽象性特征，恰恰相反，主权的抽象性特征转移到了另外一

个主体之上，那就是曾经鼓动过无数人心并使其为之浴血奋

战的"人民主权"。毕竟，如果说，主权的"神"性与"天"

性还不足以唤起人们对它的忠诚与信仰的话，那么，人民主

权已经具备十足的道德力量。任何一个代表了"人民"的实

体主权，不仅表明自己具备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还由此获

得了统治的全部政治道德。

在人类文明的智识长河中，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政

治思想，最早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民主权或称

‘主权在民'，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英语中称

之为‘ popular sovereignty ,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其意

指在人民与国家关系的关系问题上，国家是人民的共同体，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最高丰权者。"①人民

主权即人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它并不来自超自然的力量，

而恰恰来自政治统治的对象本身一一"人民"。亚里士多德对

它有过详细的描述，"一切事项悉由全体公民审议是平民主义

① 肖君拥: {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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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平民就乐于有这样的均等机会。这里有若干途径可

以作出这样的安排。第一，全体公民可以轮番而不同时地集

合来进行议事。……第二个途径是让全体公民同时会集于一

堂，全体公民大会所议的事项则为选任和审查执政人员，通

过法律，讨论有关和战的大事。第三个途径是公民的集会专

门审议两项大事，即执政的选f圭和审查战争、结盟等对外政

策。……第四个途径是一切事项悉由全体公民集会审议，各

个行政机构的人员只能对一切政事预先有所研究而提供他们

的意见，完全没有任何裁决的权力。"①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兀

前 4 世纪期间的古希腊"人民民主"模式，直到今天仍是

那些对民主政治情有独钟者心仪的不可多得的一块净_L 0 

而在嗣后的古罗马时期，人民主权观念得到了政治制度与

法律制度的肯定与保障。《查士丁尼法典》表明，人民是那

里的最高统治者，而罗马皇帝国其得到全体人民的委派而获

得了最高统治权;②该法典还以其格言"与全体有关者必得全

体赞同"而使得 11 世纪以来欧洲的民主政治设计者对其人民

主权原则推崇备至，并成为人民主权经典理论家的政治智识

来源。③人民主权的政治思想在古罗马时期也十分活跃。人们

认为国家就是公民共同的财产，因此称之为"共和国" (res 

publica) 也就理所当然;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政治思想

家西塞罗断言，"共和国属于全体人民" (Res publica res po-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83 ，第

216-217 页。

( James Bryce , Studies in History αnd Jurisprudence.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01 , p.525 

( Franklin , Julian H. , Constitutionαlism αnd Resistα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 

ry. New York: Pegasus , 1969 ,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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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i) ，即国家本身就是按照正义与公正原则建立起来的全体

人民的团体组织。①阿奎那则认为世俗政治主权在本源上属于

人民而非神灵，神灵仅仅是教皇主权的本源。②这两种主权的

区分法，虽然割裂了主权的抽象性之内在统一性，但也为人

们把抽象主权的"神"性专利重新划归人民名义之下，起到

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对罗马时期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系统理论追溯的第一

个思想家，当属《和平保卫者)) (D价时or Pacis) 的作者，帕

多瓦的马西科乌斯。"尘世主权如果不是上帝透过教皇授予

的，这主权来自何处?马西利乌斯的回答将是，‘来自人

民'。"③他特别强调，制定法律的权威必定来自人员，这是

唯一且至上的，人民主权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转让给包括政治

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世俗实体，或者其他个人与机构;而世俗

实体获得的主权只不过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委托与授予，即不

是在先的权威。④这一重要思想清晰地划分了主权的抽象性与

具体性之分，并且表明了抽象主权的不可控制性与具体主权

可控制性的重要理论原则。由此以降，后世诸多政治思想者

从主权的"人民"特征之角度，不断阐述和完善了"人民主

权"学说。

( Cicero , De re publicα ， De legibus ,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inton 

Walker Keyes. Cambrídge ,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 p. 8 目

( James Bryce , Studies in His归ry αnd Jurisprudence.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ívers Ìly Press. 1901 , p.529. 

③ 〔英〕约翰·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

2003 ，第 169 页。

( Alan Gewirth , "On the Importance ín Marsilius' 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Notion that Political Power Derives from the People" . See Marsilius of Pad

ua , The D价nce 0/ Pea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51 

41 



厂一一气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一…J

那么，人民如何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主权权威呢?或者，

我们换一个角度，人民又如何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主权权

威呢?洛克从人民选举代表组成议会的方法，卢梭从人民集

体形成"公意"的方法，分别为人类社会的"人民主权"设

计了世俗的运行方式。由此，洛克把"人民主权"降到了

"议会主权"的地位，因为"假使在理性上不承认大多数的同

意是全体的行为，并对每一个人起约束的作用，那么，只有

每一个人的同意才算是全体的行为;但是要取得这样一种同

意几乎是不可能的"。①洛克充分考虑到了，议会召开的效果

无法代表全体人民的真实意愿，他只得把人民主权中的"每

个个人"转换成人民"大多数"的同意。"当某些人基于每

人的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就因此把这个共同体形成

一个整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而这只是经大

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办到的。要知道，任何共同体既然

只能根据它的各个个人的同意而行动，而它作为一个整体又

必须行动一致，这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的力量的意

向为转移，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如果不是

这样，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共同体而有所行动或

继续存在，而根据组成它的各个个人的同意，它正是应该成

为这样的整体的;所以人人都应根据这一同意而受大多数人

的约束。……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

认为是全体的行为。"②洛克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显然是世俗

的政治统治方式，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思想。他竭力要把"人

① 〔英〕洛克: ((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 ，第

61 页。

② 〔英〕洛克: {政府论》下篇，日十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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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权"这个人人同意的政治思想，化为世俗的政治统治方

式。但是，他没有证明也无法论证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同意就

是"人民的同意"，难道大多数的同意就一定能够表达正确的

行为观念吗?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宪政主义中的保护"少

数人权利"的传统思想，单就从洛克把"人民主权"掉包成

"议会主权"来看一一议会主权，民IJ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

的议会具有最高的政治统治权力，它是不是人民真正选举出

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孔多塞悖论";而且，选举出来的代表

能否自始至终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又是一个极其复杂、难以

量化的抽象问题一→因此，他回避了"人民主权"的抽象性

与不可控制性。如果人民主权是可以控制的、如他所设计的

所谓"议会"，那它就不可能是抽象的。

与此相反，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启蒙主义政治思想家卢梭，

他坚持认为， "人民主权"就是人民的"公意"，即人人同

意，而不仅仅是大多数人的同意。"每个个人在可以说是与自

己缔约时，都被两重关系所制约着:即对于个人，他就是主

权者的-个成员;而对于主权者，他就是国家的一个成

员。……由于对每个人都须就两重不同的关系加以考虑的缘

故，所以公众的决定可以责成全体臣民服从主权者，然而却

不能以相反的理由责成主权者约束其自身;因此，主权者若

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来约束自己，那便是违

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既然只能就唯一的同一种关系来考

虑自己，所以就每个人而论也就是在与自身订约;由此可见，

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根据法律是可以约束人民共

同体的，哪怕是社会契约本身 O"①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与贵

①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2 ，第 26 }J: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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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和的传统宪政主义是有所区别的，他赋予了全体人民至

上性，但他没有意识到，全体人民的至上性即人民主权如同

神权或上帝一般，它是抽象而不可分割的。但他以个体之人

的具体性为论据，坚持人民主权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公

意"，并把这种本来是可以分割制约的具体主权抬高到不可分

割、不可转让的"人民主权"地位。"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

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

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

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同样理由，主权也是不可

分割的。因为意志要末是公意，要末不是;它要末是人民共

同体的意志，要末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

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在第

二种情形下，它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

至多也不过是一道命令而已。"①我们发现，卢梭所坚持的主

权并非原来的人民主权，而是多数人的一致同意，即他所归

纳的所谓"公意"。但人民如何达到"公意"程度的一致同

意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政治行动，而不可能是

抽象的人民主权。在这里，卢梭把"公意"这个具体的主权

行为抬高到了全体人民同意，即人民主权的地位，并将人民

主权之抽象主权的特征强加到了国家主权之具体主权的身上，

这使具体主权重新获得了史前社会中游群"头人"、酋邦酋长

甚至是专制社会中王权皇权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政治统治合

法性。这极易导致世俗的政治统治合法性重新退化到专制社

会中的独断专行，这是因为:既然"公意"为政治统治者所

①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2，第 35 -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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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象征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那么，迫使任何个体元

条件地服从这个掌握着公意的政治统治者，也就有了合法的

道德的力量，即所谓社会正义。"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

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

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

公意所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①"为

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

一种规定 唯有这一规定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一一即任

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

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②显而易见，这里卢梭眼中的

"自由"，是象征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人民主权，它具有迫使

个体无条件服从此类"自由"的权威工具。"人世间没有一个

权威国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

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

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切的权力和能

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因玉，或者称作民

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

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③假如某

种政治权威掌控了这种人民主权的话语权一一这种人民主权

的抽象性与不可控性，使得它被权威个人或权威集团掌握的

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 就很有可能走到违背公民意志的一

面去;而如果政治权威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来推行自己定

义的所谓"公意"，就会使这种打着"人民主权"旗号而实

①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2 ，第 41 页。

②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2 ，第 29 页。

③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窒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92 ，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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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扭曲了的"国家主权"，最终蜕变为独裁统治的"合法"

外衣。

自罗马以降的法律开始声称主权在民以来， "人民的

福祉是最高法则"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的声音总是

不绝于耳，并高高悬挂于政治统治权威的暴力工具之上。

这是因为，他们口下的人民主权，已经从抽象的不可控制

的神台上被贬到世俗的人间，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维护执

政地位的最高统治权力，即国家主权。此时，统治者的

"法术"即在于，如何在自身的政治统治即国家主权上，

打出"人民"意志的旗号。"历史上的统治者谁不口口声

声说其统治是为了谋求人民的最佳利益?自古至今，我们

尚未听过哪个统治者告诉人民，他统治的首要目标是要减

少他们的幸福。"①人民主权即为最高的政治道德力量和政治

统治合法性，只要某种权威试图掌握或者已经掌握了实体的

国家主权，它必然以种种方式表明其人民主权的当然代表性。

"除了偶然机会，如选举过一个制宪会议，又或如批准过→部

宪法，人民是无法行使主权的。权威寓于许多机构之中，每

一机构皆可标榜其来自于民，从而为自己的权威辩护，但没

有一个机构可以下结论说它比其它机构更具有人民性。主权

在民之说同主权在神之说一样含泪不清。……它是一种隐伏

的、被动的和终极的权威。"②

实际上，从古代到今，"人民"这个词，除非在国家之前

的游群、社群联盟和酋邦时代等特定时间与空间范畴内是可

① 〔英〕约翰·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 ，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

2003 ，第 172 页。

② 〔美]塞.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等译，三联书

店， 1996 ，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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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的实体外，在其他时空中其规定性都是极其泛化的。

它在古代社会专称具有公民身份的有产者群体，而在现代社

会则包括一域一国之内的全体人民。

正因为对人民主权的主体性难以准确定位，所以，人民

主权只是一种在先的自然法性质的天然权利，而不是某种人

为推定的所谓"公意"。纯粹由人民作主的虚幻政治理想，在

东西方两个不同语境中，长期以来就如精神鸦片一般，剌激

着人们特别是有着"民主"嗜好的政治学人，使他们对于现

实中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因不能践行这一"虚幻政治理想"

而耿耿于怀。然而，"‘人民'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它在今天的

政治话语中(经常地)意谓的东西。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奴隶和妇女如同许多成年自由男性一样是被排除在政治参与

之外的。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排除了奴隶和妇女，公民大会

中的成员只限于罗马公民，而只有说拉丁语的部落才有资格

取得公民称号，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这一称号。到处

可见的首字母缩略词 SPQR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一一

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中的‘人民'包括的人数不到拉丁姆地

区的人民的大部分，更不用说作为整体的意大利半岛或在罗

马共和国的统治之下的广大的殖民帝国的人民了。"①这一方

面的人数的统计与分析是不乏其例的。在古希腊，"公民权"

严格地限于其生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公元前 4 世纪的阿

提卡的总人口大约为 300 ， 000 ，其中奴隶占人口的1/3 0 不

到 15% 的人有参与公民大会的权利。雅典甚至没有考虑到附

属的殖民地的这一权利，因此，其政治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

①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30 -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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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统治。"①"现在巳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

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

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

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

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

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 9 万人，

而男女奴隶为 365000 人，被保护民一一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

45000 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 18 个奴隶和 2

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

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

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

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

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

可耻的、卑贱的职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

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

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

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

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雅典

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

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

内部的暴力干涉，一一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

下任何痕迹，一一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

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

①〔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 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70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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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①不仅

古希腊城邦国家里的奴隶没有公民权利，不能参加公民大会

以表达与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且他们还面临着所谓公民(即

其"主人" )的各种非人权的"管理"。"管理农奴原来也是

一件麻烦的事情。制驭农奴们的手段颇难措置:倘使宽厚存

心而不加鞭答，他们就日益咨肆，渐渐会企图同主人相平等;

要是处理得过于严酷，又势必激动怨毒而群起谋害主人。"②

梭伦改革时曾宣称"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③

但那时不仅奴隶不在梭伦改革时的人民范畴之内，而且所有

妇女也作为公民的附属物被排除到主权在民的政治范畴之外，

其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绝无"人民主权"的政治待遇。

人类政治生活进入国家形态以后，试图仍然保持野蛮时

代以人民主权原则来管理社会事务等直接民主制度，这是人

类社会探索国家政治统治模式的最初尝试。但是，"不存在全

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

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③随着人类社会对于国家政治统

治…一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认识逐步深入，人民主权原则直

接转化成为国家主权理念的管理方式逐步让渡给专门的、具

体的政治统治机构和专职人员，由他们代行着人民主权所赋

予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威一一国家主权，其中最为突出的当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17 -118 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夹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83 ，第

83 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第 15 页。

④ 〔美〕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吴良健译，商

务印书馆， 1999 ，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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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法权一一国家主权的象征。就是当今某些人们所颂扬

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它在 18 世纪创立宪法时，在公然

对美国诸州的黑人种的"人民"进行所谓的 3/5 比例大加缩

水时，也是公开地宣称"我们美国人民" ( We the people of 

the U nited States) ，并把它置于宪法草案的开篇词中。

不可否认，人民主权与神权在抽象性与不可控制性方面

有着共同的特征， 1旦两者绝不等同。神权之类的抽象主权纯

粹是一种不可依存的道德假体，它实际上掩盖了抽象主权的

人民性这一客观存在的道德真相。人民主权虽属抽象概念，

难以显身，但它是国家主权的真正灵魂所在，恰如人的灵魂

之于人的躯体一般。任何人任何时候不可能声称自己等同于

人民主权，但人民主权本身能够以某种方式展示自己的天然

存在，这就是后世流行开来的所谓自然法中的"天赋人权"

等内容。以个体人权形式展示出来的这种"人民主权"，虽然

不能以全体人民意志的面日面世，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人民主

权的真实内容。

(三)人民主权的自然法权路径

人类社会探索对国家主权进行分权与制衡时，常常会遇

到人民主权的实现与运用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看更广阔的

历史背景的话，我们就能把宪政传统看成是摆脱传统的君主

政体的两条可能的道路之一。一条是民粹主义的道路，把主

权(至少象征地)转交给人民;一条是宪政主义的道路，对

主权加以限制。民粹主义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①人类社会

① 〔美〕斯蒂芬.1.埃尔金、〔美〕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新宪政

论} ，周叶谦译，三联书店， 1997 ，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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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专制统治的痛苦与不卒，在摆脱和避开专制统治的这

种政治生活中，为着现实的迫切的目标，往往会边择对国家

主权实施有效的分权与制衡。但是，靠人民主权的力量能够

做到这一点吗?从政治道德和国家合法性等理性角度出发，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恰恰是这一点，经常误导保持着道

德洁癖和良心准则的仁人志士们，他们扼腕痛切，欲以人民

主权的力量，以人民主权原则的彻底实现，来摆脱与避开这

种专制政治的灾难。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问题，

似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

倘若我们说"人民必须享有主权 但没有发言权、没有

自己看法的空洞主权，不过是一种追认权，一种空洞元物的

主权"。①国家主权的道德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在于人民的授

权，即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是抽象的，不可分割的，它不

可能反过来有效地分权与制衡国家主权，以检验与确保国家

主权能否有效地保障人民主权的完好无缺。在政治文明运行

机制中，人民主权是国家合法性的源头，从它那里产生的国

家主权即最高政治权威，这个权威的直接目标是保障、实现

和维护全体人民的权利与利益一一它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体现;

当全体人民的权利与利益得到基本保障、实现与维护时，我

们说人民主权得到了彰显，国家合法性得到了维护和巩固，

由此国家主权也就有了可靠的政治合法性。现在的问题在于，

全体人民的权利与利益是无法测量与实现的，人民主权在本

质上是抽象的。

那么，人民主权，即全体人民的权利与利益究竟是什么

① 〔美〕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8 ，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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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们可以想象，每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是千差万别的;但

其中有一种权利与利益是最为基本、最为本质的，它就是每

个人的自然法权，它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

权利，也是人民主权最直接、最基础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

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根本原因所在。"无论一个人是

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

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

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

都会碰到政治。"①每个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法权，这一权利无

时无刻不受到生活世界中万事万物特别是政治权威的影响，

换言之，公民主体深处于政治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

个人自然法权的概念与意义是人类在抗拒欧洲中世纪宗

教专制的历史中被发掘出来的，其实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就巳存在着这种思想萌芽。"自然法的观点认为，对于自然与

对于人类社会双方都存在着某种确定的法则，它们构成了国

家的实在法的基础;自然权利则是一种所谓根据自然法人们

自然具有的权利。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在多数情况下为

人们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出发点，也

是人们在现实中反抗国家的压迫或者向国家要求更多的政治

和社会权力的根据之一。"②从罗马主教在基督教国家推行宗

教专制统治，经过神圣罗马帝国于公元 10 世纪起的政治统

治，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分裂的终结，其间人的

自然法权受到了极大的侵蚀与摧残。就其统治对于地方统治

① 〔美〕罗伯特. A. 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 ，王沪宁译， J.:海译文出版

社， 1987 ，第 5 页。

② 唐士其: <<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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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帝国皇帝与教皇的三合一式的中央集权性质来说，教会

统治是十足的世俗专制政体的化身。在这种国家主权由上帝

亲自授予并交付教皇单独行使的专制政制思想中，国家主权

的神性特征决定了它与抽象的神权合二为一，是不可分割、

不可让渡与不可转让的。

布丹的《国家论六卷》启发了对主权学说的理性思维，

同时也把人们对于主权的理解引向了抽象主权与具体主权混

合不分，从而偷梁换柱地得出不可分权与制衡的结论。即使

到了卢梭时期，人们对于主权的思维仍笼罩在布丹的混合主

权论中 不过神权一词已经"进化"成为"人民主权"。

霍布斯在布丹主权学说的基础上，把抽象主权与具体主体混

同一物，从而将握有国家主权的君主推上抽象主权的至上神

坛。"在所有的国家中，不论主权者像君主国家中那样是一个

人，还是像民主与贵族国家中那样是多数人组成的会议，都

唯有主权者能充当立法者。……国家的主权者不论是个人还

是会议，都不服从国法。……我们既然看到，所有的成文法

与不成文法，其权威与效力都是从国家的意志中得来的，也

就是从代表者的意志中得来的;在君主国中这代表者就是君

主，在其他国家中则是主权会议。"①

当时，人们反对教皇专制权利的法理思想来源于每一个

基督徒均是"基督同一个身体"不同部分的思想，这种理论

被赋予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成为反专制统治和维护个人

权利的有力思想武器。不过，人们反对专制思想的理论武器

的源头仍来自上帝而不是人民本身，人民主权的个人天赋权

①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粥译，商务印书馆， 1995 ，第

206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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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实现形式处于萌芽之中。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中，

人们提出了并非教皇一人才有与上帝缔结契约的神圣权利的

观念，认为每一个人都享有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由此，人

们根据与上帝的契约和沟通能够直接获得真知，并以此判断

世俗事物的正误，包括教皇颁发的惩罚之类的指令的正误，

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专制权力的不可分割与不可让渡

的特性;而且，人们也自然获得了反对教皇滥用上帝之名而

侵害人民权益的道德与正义。这个时期，人民有权抵制宗教

的专制压迫，但其权力根源仍出于上帝的直接赋权。

把国家主权的人民主权之本源从上帝那里夺回来交还给

人民的是 1275 年出生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他于 1324 年

完成的《和平保卫者》提出，包括国家主权在内的所有的权

威不是来源于上帝，而是人民自己;是人民把所有的权威委

托给了世俗的统治者而不是教会。虽然他的主旨在于论证国

家高于教会，但无意间阐明了"主权在民"的崭新思想。

把"人民"的抽象权力直接转化成为具体的"公民权

利"的自然法理论家是荷兰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格劳秀斯，他

相信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而自然法则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

果。他认为，即使不存在上帝，或者上帝根本不关心人类的

事务，人同样拥有自然法权。因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甚

至可以说它不能为上帝所改变。尽管上帝具有无穷的力量，

但也有些事物是他的力量所不及的。他指出，社会性或者说

按照人类理性理解的以一种便利的方式维持社会存在的方式，

是这种自然法权这一概念的真正的基础，并体现为自由、守

信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等三个方面。①

① 唐士其: {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215 -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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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荷兰是 A块有别于欧洲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政治

自由主义沃土，那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宪政思想和政治文明

宝藏，自然法权的理论家斯宾诺莎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从荷兰宗教对于罗马教皇的叛逆与反抗的事实'出发，他特别

强调宗教与法律所限制的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认为的自

然状态是先于与缺乏神圣启示的法律与权利，并不只是因为

无知，也是因为人人生来就赋有自由。"①自由主义的源头确

是自然法权，它连同人的经济自由权(即私人财产权)的神

圣不可侵犯等内容，一起成为人民主权具体转化成为人民的

"公民权"的最基本权利;任何一个由人民主权赋予政治统治

权威的国家主权，绝对是用来保障每个个人的这一最基本自

然法权的，否则，人民主权就是-句欺世盗名的空话而巳。

"政府最终的目的不是用恐怖来统治或约束，也不是强调使人

服从，恰恰相反，而是使人免于恐惧，这样他的生活才能极

有保障;换句话说，加强他生存与工作的天赋之权，而于他

个人或别人无损。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

成畜生或愧俑，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身心，没有拘

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

嫉妒、不公正的眼光加以无糟之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

正目的是自由。"②这种自由即后来孟德斯坞所阐发的"政治

自由"观念，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即思想与言论自由。"如果

人的心也和人的舌头一样容易控制，每个国王就会安然坐在

他的宝座上了，强制政治就没有了。……人的心是不可能完

① 〔荷兰〕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 ，源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82 ，第

223 页。

② 〔荷兰〕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 ，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82 ，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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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别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

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

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虑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

是真的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或者规定什么信仰

以激发人民崇拜上帝，这可算是误用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

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一个人的天赋之权。此天赋之权，即使

由于自然，也不能割弃的。"①

正是每个人享有的自然法权的理论，才揭开了政治文明

运行机制的奥秘。"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

利。"②个人的政治自由与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之经济自由权利，

是神圣不可剥夺的，这是人民主权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人民为了保障与维护这种自然法权，自愿结成政治共同

体 国家，并赋予一些机构与个人一定的国家权威一一我

们称之为国家主权，从而获得了自然法权的实现工具。由此，

抽象性的人民主权原则便以具体现实的个体公民权利一一自

然法权的形式得到了解放与显现。如果说人民主权原则得到

了实现，不如说个体公民的自然法权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

由一一没有受到任何侵犯。这里，国家的社会契约论也就自

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如果每个人的自然法权受到了威胁，

那么，国家政治统治大权一一国家主权的授予者即人民主权

原则的载体一一全体公民，就必然享有反抗现行国家政治统

治权威的正义性与重建国家合法性的权利。

16 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这个深受天主教专制思想统治的

① 〔荷兰〕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学>> .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982. 第

270 页。

② 〔法〕孟德斯姆{论法的精神>> (上册)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1. 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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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产生了三位明显具有近现代宪政政制思想的政治学家，

形成了与专制当局针锋相对的胡格诺理论学派。他们分别是

弗兰斯·奥特芒 (Francois Hotman) 、迪奥多·贝札( Theo

dore Beza) 和菲里普·杜普勒斯一莫尔奈 (Phillipe du Plessis

Mornay) 。他们分别发表的《法兰克高卢》、 《君主的权利》

和《论反抗暴君的自由》等三本专著志在揭露君主盗用人民

主权，从而侵犯与危害公民自然法权的事实与真相。他们认

为，国王掌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力一一国家主权并非不能受

到限制;恰恰相反，这一国家权威必须用于满足于人民的实

际需要。如果国王公然践踏公民的自然法权，甚至摧残公民

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那么人民享有天然的权利，去剥夺

人民主权原则所赋予国王掌握的统治权力。正是由于国王与

人民之间的契约在于确保人民的自然法权，所以，如果人民

觉察到这种自然法权并没有根据在先的契约而得到实现，人

民就拥有反抗这个暴君的自由权利。

法国胡格诺学派所开创的立宪主义政治思想把个人自然

法权与国家社会契约等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人类社会

政治文明运行机制清楚元误地得到了刻画与展现。尽管这一

宝贵的宪政政制思想并没有在它的母国法国进一步开花结果，

但成为了日后英国立宪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源头。 1688 年英

国"光荣革命"使此一宪政政制思想得到了首次实践，而美

国人民在反抗英国统治与建立合众国的实践中，更使此一宪

政政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很显然，每个人的自然法权以

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等宪政政制思想，已经成为普世性的人

类政治文明成果。正如杰斐逊所称"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

的，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卫这些权利才成立政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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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利的。任何形式

的政府一且变成了这些目的的破坏者，人民就有权加以

变更。"①

总之，人民主权原则的概念与意义经过漫长的人类政治

生活的不断洗礼，终于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人民'

被普遍认为指‘人人'而言，是相当晚近的事。宗教改革以

来的西方政治史，可用‘人民'的观念逐步扩张，卒至包含

每个男女的过程为主轴来写。这段历史显出‘人民'概念内

涵的一个转移，不妨称为从‘消极'现到‘积极'现的转

移。消极而言， ‘人民'是指‘不是国玉'与‘不是贵族'。

这是‘人民'一词的近代初期意思，其前提观念认为社会是

有机社会，由国家三大阶级一一国玉、贵族与平民一一构成。

这个意思的‘人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第三等级'的

称呼露脸，十分突出。国家由阶级构成的说法，认为各组织

追求单一利益的单一体，因此第三阶级的代表是为所有不是

贵族或不是国玉的人代言。‘人民'不是只有一种利益，而是

有许多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有时互相冲突的观念，到 18 世纪

末才脱颖而出，并且到现代世界才有人主张投票权应该普遍

扩散，因为‘人民'包含许多追求许多不同利益的群体。‘人

民'概念如此逐步演变，最后才出现‘积极'的意涵，说各

位个人是他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为个人应该各自都有

投票权，以便参与决定谁最能代表他的利益。这个立场经过

漫长，直到深入 20 世纪，才获得普遍接受。"②

① 〔美〕菲利普·方纳: {杰斐逊文选>>，王华译，商务印书馆， 1963 ，第

7 - 8 页。

② 〔英〕约翰·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

2003 ，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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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以皖南山区宣城地区的民(私)营企业主

在政治体制内被"政治安排"的个案为例，分析公民被动式

政治参与形态中，公民利益表达的实现程度及其擅变幅度;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人民主权与

"政治安排"中的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原则，在当下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主要表现形式。

二 利益表达擅变:皖南地区个案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被"政治安

排"进入各级政协、人大和中共党代表大会等政治序列，甚

或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享有政治特权，可提出提案、议案

和建议等等，这是 1949 年以来特别是 1978 年以来我国政治

生活中的特有现象。在政治学上，这是个人式的、①合法

的、②制度内的③和决策层次的政治参与。章敬平把它称作从

政，④陆学艺概括其为"生动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⑤无论

如何，这一新兴社会阶层，已经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

循着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发展方向，从经济领域的海洋中

勇敢地踏上政治领域的陆地，从原先政治舞台的边缘区域义

① 〔美〕阿尔蒙德等: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首沛霖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第 242 页。

②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予册精选> (下卷) ，致乾威等

译，商务印书馆， 1996 ，第 200 页。

③ 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 ，人民出版社， 2000 ，第 2 页。

④ 章敬平: {权变一-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第 193 页。

③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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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反顾地迈向权力中心地带。

(一)私(民)营企业主的政治生态

皖南宣城市经验研究，是通过分析私(民)营企业资本

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特别是中小私(民)营

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经济实力、政治安排和利益表达等三方

互动格局，来了解地方党政部门主导的"政治安排"下的公

民利益表达过程，以及利益表达出现了擅变、缺位和弥补等

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从法理层面剖析公民利益表达的主

权在民原则，与体制内"政治安排"的国家主权原理，以及

主权在民原则和国家主权原理等两者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关系，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开始形成的，以吸纳中共体制

以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公民个体，以体制内合作方式赋

予其政治参与等权利，从而扩大中共执政基础的传统政治参

与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转型期中的运用程度、实际效果

和发展前景。

私(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工作，最为敏感和棘

手的是私(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待遇实现途径与效度问题，

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与成效。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私(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壮大，私(民)营企

业主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和巩固，其结果是他们的思想意志

和经济利益的反映和表达，必然要上升到政治这个上层建筑

上来，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这些新出

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和政治都能"通吃"的"两栖动物"，

恰恰反映了经济条件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初看起来，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小插曲，带有一定

60 



厂一一气

第二章 "政治安排"中的公民诉求
L一__j

的偶然性;但实质上，这是历史基本规律起作用的必然产物，

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

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对

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

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

展进程的红线。那种以为朝着既定的目标、按照既定的路线

就可以达到既定的历史彼岸的思维，是十分幼稚和天真的。

人类历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

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

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

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

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

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

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

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

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

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①唯物史

观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人

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

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

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

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

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

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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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

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

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

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

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

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①

世纪之交时期，为了真实地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私(民)营

企业主政治待遇及其政治功能发挥的程度和效度，我们选择了

位居中部地区的安徽省宜城市作为田野研究个案，以刚刚初步

走向当地地方性政治舞台②的私(民)营企业主群体为研究对

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没有个性的研究，就不可能

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共性结论。个性的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

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

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32 -733 页。

② 2000 年左右，皖南宣城市"政治安排"的主要形式，表现为私(民)

营企业主经组织考察当选为劳动模范、市县乡(镇)党代表大会代表、

基层党委委员、基层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市县乡(镇)人大代表、市

县乡(镇)政协委员，和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等，详情参见附录中"附

件二: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党员)情况一览表(1)" ;附件三:

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党代表)情况一览表 (2)"; "附件四:宣

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党委委员)情况一览表 (3) "; "附件五:宣

城市私(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情况一览表 (4)"; "附件六:宣

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协委员)情况一览表 (5)"; "附件七:宣

城市私(民)营企业主(劳模或五一奖章)情况 A览表 (6)"; "附件

八:宣城市私(民)营企业员工(管现人员)政治待遇情况一览表

(7)"; "附件九: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要求入党)情况一览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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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和忠、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

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

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

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

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

私(民)营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

方以"政治安排"方式，获得了不同的政治待遇，取得了过

去所不敢奢望的种种政治性的身份"标签";但从总体上来

说，他们还是处于一个不自觉的特殊政治群体的状态。换言

之，与其说他们把政治待遇当做参政议政的手段，还不如说

他们中大多数私(民)营企业主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把政治待

遇当做是一种荣誉和象征，当做是一种政治保护伞，而不是

主要用于表达自身和该社会阶层的诸种利益需求。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

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

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

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

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

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真正的、受物质制约

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 F才能成

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

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末这还是

由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

社会关系所造成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1 页。

②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文库} (第 1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第 64 页。

63 



厂一一寸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_一…J

宣城市于 2001 年 1 月正式挂牌成立，是安徽省最后一个撤

地改市的地区。在此之前，安徽省宜域地区于 1980 年 1 月设

立，当时全区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64 亿元，三次产业在地区生

产总值中占的比例为 51. 7% 、 26.3% 、 22% ，经济结构不合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 亿元，财政收入不足 O. 7 亿元，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 4469 万元，是全省最落后地区之一。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宜城地区人民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大力发展各类私(民)营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有了较大的成效。 80 年代初，全区个体工商户 6500 户，从

业人员 6600 人，自有资金 160 万元。到 1987 年底，全区注册

的个体工商户达 2.57 万户，从业人员达到 3.49 万人。从

198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赋予私营企业合法

地位伊始，再到党的十五大明确将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

经济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区的私

(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到 1997 年，全区个体工商户 8.3

万多户，私营企业达 1416 家，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达 10.2

亿元，分别是 80 年代初的 12. 8 倍、 20 倍和 638 倍。实现营

业额 50.4 亿元，从业人员 15. 3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5.4% , 1997 年缴纳工商税1. 5 亿元，占全区工商税收的 20%

以上，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居全省前列。这一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199.3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30 倍，增速居全省第一

位;三次产业的比重调整到 22.8 : 47.8 : 31. 4 (1 997 年统

计) ，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财政收入增至 10.25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15 倍，增速列全省第一。①

① 中共宣城地委党史研究室: {皖东南的崛起>>，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 

第 1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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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 2001 年 1 月建市，辖宜州区、郎溪县、广德县、

泾县、绩溪县、施德县和宁国市等 7 个区县市，人口 2751226

人，面积 12. 3 万平方公里。建市后，宜城市委市政府果断推

出了"强力推进宜城经济融入苏浙沪经济圈"的发展战略，

在不断整治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同时，以壮大县域经济为

基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全面扶持和发展各类私

(民)营企业，全市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继续增强。据初步测

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69.4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5.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9.39 亿元，增长

3.8% ;第二产业增加值 63.8 亿元，增长 5.2% ;第三产业增

加值 66.28 亿元，增长 7.2% 。兰次产业比例进一步得到优

化，达到 23.1 : 37.7 : 39.1 。与此同时，私(民)营企业发

展也步入了黄金时期，大力扶持和保护私(民)营企业的法

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私(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

到提高。据统计，到 2001 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 101000 多

户，私营企业 3319 家，私(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 273000

多人，累计注册资本金 20. 2 亿元，与 1997 年相比，分别增

长了 21. 7% 、 134.4% 、 78.4% 和 989毛。全市私(民)营企

业目前已形成分布广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规模不断扩

大、贡献逐年增大的良好局面。 2000 年全市个私工业企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1990 年不变价) 99.4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 56.8% 。①

2001 年底，全市私(民)营企业出口 818 万美元，占全

市出口总额的 21. 5% 。到 2001 年底，全市私(民)营企业注

册资本金超过百万元的有 81 户，过千万元的有 7 户，纳税 50

① 参见宣城市统计局编《宣城市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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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的有 24 家，其中党员私(民)营业主有 13 名，占

54.1% 0 2001 年全市私(民)营企业上缴国家税收占同期全

市税收的 250奋，比 2000 年所占比重提高了1. 5 个百分点。有

的县(如广德县)私(民)营企业纳税占全县税收的 2/3 ，

这是该县于 2000 年首次跨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强县行列的

重要因素。①

选择宜城市作为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基点，主要有以下

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地区的私(民)营经济发展状态介于东

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之间，选取这样一个中间状

态的地区展开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和分析目前我国私

(民)营企业主政治待遇、政治作用的实际情况。宜城市私

(民)营企业近几年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地区相

比，尤其是与苏浙沪地区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 2001 年江苏

吴江县私(民)营企业达 6418 家，注册资金 52 亿元，苏州

市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已超过 300 亿元，而宣城市私

(民)营企业注册资金仅有 10 亿多元，只是吴江县的1/5 ，

苏州市的 1/30。以此类推，宣城的私(民)营企业主群体也

相对处于发展的中间状态，既有一定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参政

议政意识，又不足以壮大到在政治上左右时局的程度，在很

多情况下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可说具备了研究客体的

一般特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宣

城市几大班子领导在给予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待遇、切实

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方面，思想上是解放的，观念上是创新

的，方法上是探索的，成效上是明显的。据 2002 年初该市委

统战部对 180 户重点私(民)营企业主的调查统计，该市私

① 参见宣城市统计局编《宣城市 2002 年统计年鉴}， 200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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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主有三个特点。其一，年龄结构偏年轻。被调查

的 180 户私(民)营企业主中， 45 岁以下的占 469毛，其中 35

岁以下的占 259毛; 45 - 55 岁的占 459毛; 55 岁以上者仅占

9% 。其二，文化层次偏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759毛，其

中初中以下的占 429毛，不少私(民)营企业主仅有小学文化

水平;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159毛。①其三，先后形

成了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私(民)营企业主劳

动模范、共产党员、党代表大会代表、基层党委委员、政协

委员等新兴社会群体。

2001 年期间，通过典型抽样调查方法，选取了在宜城

市党政部门"政治安排"下参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的 505

名私(民)营企业主作为研究样本，②现以十个图表来分

析说明。

宣城市"政治安排"的经验研究中: 505 名私(民)营

企业主样本中，女性 16 名，占总数的 3% ;男性 489 名，占

总数的 97% (参见图 1 )。宜城市地处皖南山区，安徽则处于

全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宜城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与拓展地

之一，是所谓"文房四宝"的主要产地之一。该地区私

(民)营经济的创业者主要为男性，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该地区

的民风。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后的世纪之交，宜城市私(民)

营企业界还基本呈现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能不说反映了

宣城市当时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大。

宜城市私(民)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

中"与"高中"这一区间。图 2 显示，小学文化程度的 33 人，

① 中共宣城市委统战部门 2002 年期间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

② 参见文后附录中的"附件二"至"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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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人员组成情况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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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人员文化程度

4寄予

初中文化程度的 222 人，高中文化程度的 144 人，中技文化

程度的 1 人，中专文化程度的 56 人，以上大学文化程度以下

者总计占 90.299毛。这也说明，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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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总体偏低，那么这些创业者所从事的产业层次也就

普遍低下，科技含量不高。

在"政治安排"之前， 505 名宜城市私(民)营企业

的政治面貌不一，其中已经加λ中国共产党组织的 383 人，

占总数的 75.8% 。未加入中共组织者 122 人，占总数的

24.2% j 其中还有 36 名私(民)营企业主表态要求"入党"。

图 3 显示，虽然宜城市私(民)营企业主的整体文化程度较

低，从事的产业科技含量不高，但是该社会阶层中大多数人

与体制内的政治资源关联度很高，容易接受地方党政部门的

宜传与领导;换言之， "政治安排"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较强。

己是党员 跑不是党员 口其中要入党

36 , 7.1% 

383 , 75.8% 

图 3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人员原有政治面貌

505 名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调查样本中， 30 - 39 岁

者 14 人， 40 - 49 岁者 220 人，两项共计 234 人，占总数的

46.339毛; 50 - 59 岁者 163 人， 60 - 69 岁者 96 人， 70 -79 岁

者 11 人，三项合计总人数 270 人，占总数的 53.469毛。从这

69 



厂一一「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一一_j

个年龄结构可看到，在世纪之交，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转型期，即老一批从国

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成为新型私(民)营企业的创业

者仍处于事业的高峰期，但明显已显现出向年青一代的新兴

私(民)营企业过渡和转型的时代特点。图 4 表明，这一数

据与当时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产业科技含

量和产业分布领域等情况，是基本吻合的。

工 250

数

200 

150 

100 

50 

11 

。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岁)

图 4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人员年龄结构

505 名调查样本的企业规模，从人数上可见一斑。图 5 的

分布曲线显示， 100 人以下的企业有 369 个，占总数的

73.1% ，其中 50 人以下的企业 296 个，占总数的 58.6% 。这

说明，世纪之交的安徽省宣城市私(民)营企业规模较小，

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微小个私企业;如，人数10 - 19 人的企

业就有 86 个，是该样本企业人数分布曲线中企业数最高项。

另一方面， 100 人以上的企业总数为 76 个，占总数的 159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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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人数规模

从企业规模来看，以企业注册资金为例，

505 名调查样本中的私(民)营企业，注册资金在 1 万~

100 万元的有 332 个，占总数的 65.749毛;另一方面，注

册资金 1000 万- 13045 万元的则仅仅有 10 家企业，占总

数的1. 98% 。

图 6 显示，

图 5

一个企业相对于对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

主要表现为解决就业人数多少，和提供纳税金额多少等指标。

据图 7 ， 505 名宣城私(民)营企业调查样本中，纳税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企业有 257 家，占总数的 50.9% ;而纳税金额

在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 22 家，占总数的 4.4% 。同理，

世纪之交的宣城市私(民)营企业规模不大，纳税金额不

高，多数属于家庭作坊式的微小型企业;该数据与以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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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私(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不多、业主的文化程度不

高等'情况基本一致。总体而言，世纪之交宜城市私(民)营

企业已经兴起，但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贡献率不

是很高;这与该市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开放程度、改革效

度尚不够等情况有一定的关联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宜

城市仍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传统社会

向公民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较慢的特殊历史时期，私(民)

营企业中的新兴社会阶层的集体意识没有初步形成，社会认

同没有转化，社会共同体行动没有产生。因此，在这种社会

大背景之下，公民的政治参与仍主要依赖于地方党委政府通

过"政治安排"来实现。

505 名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状况，

主要通过图 8 (a , b) 、图 9 和图 10 等四个因所分别反映出来

的 2001 年宜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况

(一)、 2001 年宜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况

(二) ，和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

况(三)来分析。

据图 8a (饼形图) ，世纪之交宜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在地方党委政府主导下被"政治安排"为代议制民主范式下

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的总共为 232 人，为调查样本

数 (505 )的 45.949奋。其中，乡镇党代表人数 105 ，在 232

名被"政治安排"者中占 45.269毛，在 505 个调查样本中占

20. 799毛;乡镇人大代表人数 51 ，在 232 名被"政治安排"者

中占 2 1. 989毛，在 505 个调查样本中占 10. 10% ;两项合计，

私(民)营企业主被"政治安排"为乡镇级别的党代表和人

大代表的共 156 人，在 232 名被"政治安排"者中占

67.249毛，在 505 个调查样本中占 30.899毛。这说明，世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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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宜城市私(民)营企业大多数分布在乡镇甚至农村地区，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也局限于乡镇范围之内。

圈省人大代表回市人大代表口县人大代表

团乡人大代表团全国党代表口省党代表

园市党代表 口县党代表 口乡党代表

3; 1.29%. 0.59% 

105; 45.26%. 20.79% 21; 9.05%. 4.16% 

51; 21.98%. 10.10% 

14; 6.04%. 2.740毛 1; 0.43%. 0.2% 

1; 0.43%. 0.2% 

图 8a 2001 年室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况{一)

据图 8b (折线图)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宣城市私

(民)营企业主阶层，被地方党委政府主导"政治安排"人数

最多的是乡镇党代表(105 人， 45.269毛， 20.79%) ，乡镇人大

代表 (51 人， 21. 98% , 10. 10% ) ;以下依次是，宣城市人大

代表( 29 人， 12. 5% , 5. 749毛) ，县级人大代表( 21 人，

9.05% , 4. 16% ) ;县级党代表(14 人， 6. 04% , 2. 749毛) ，和

市级党代表 (7 人， 3.02% , 1. 389毛) ;省人大代表 (3 人，

1. 299毛， 0.599毛) ，省党代表(1人， 0.439毛， 0.2%) ，和全国

党代表(1人， 0.439毛， 0.2%) 。

505 名调查样本中的宜城市私(民)营企业主，除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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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8b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况{一)

述被"政治安排"为代议制民主范式中的各类"代表"的以

外，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还有→部分人分

别被"政治安排"为体制内的"党委委员"、"政协委员"和

"劳动模范" (即劳模，下同) ;其中，被"政治安排"为县

政协委员者 68 人，占 505 名宣城市调查样本的 13.479毛;宜

城市政协委员 8 人，占总数的1. 58% ;省劳模 11 人，占总数

的 2.18% ;担任乡镇党委委员职务的 4 人，占总数的 O. 799毛;

全国劳模 1 人，占总数的 0.2% 。据统计分析，世纪之交宜

城市私(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层级主要集中于县

政协委员，在市、省与全国层面，能够得到"政治安排"

的呈现降序状态，且人数相对于担任县政协委员者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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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趋势。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私(民)营企业主在

当时参与地方政治活动的政治能量与实际作用仍有相当的局

限性。

·县党委员 口县劳模图市政协委员

口县政协委员图市劳模黯乡党委员

圃全国劳模 口省劳模

4; 0.79% 

。

。

8; 1.78% 

68; 13.47% 

图 9 2001 年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况(二)

505 个调查样本中，有一部分私(民)营企业主还直接

被"政治安排"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村自治组织的"书

记"、"副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等。据图 10 ，此类私

(民)营企业主总人数约为 109 人，约占总数的 21. 580毛，这

说明相当一部分被"政治安排"的私(民)营企业主在从事

私(民)营企业的前后，在宣城市农村基层担任着负责人或

者重要组成成员等角色;其中，担任着党的基层组织"支部

书记"职务的私(民)营企业主在这个群体中人数最多，达

到 62 人，占全部 505 个调查样本的 12.280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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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10 2001 年宽城市私(民)营企业主"政治安排"概况(三)

总而言之，世纪之交，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这一新

兴的社会阶层，已经通过地方党政部门"政治安排"的途径，

有效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政治权利，能够在地方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更多更有效地发挥出有益的社会作用。

但是，由于安徽省宣城市地处我国中部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历史传统，皖南地区私(民)营企业的企业规模、注

册资金、就业人数、纳税金额等，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

段，这也就决定了私(民)营企业主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的

群体意识、社会认同、共同体行动等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

意识与功能，也仍处于萌芽和潜伏状态。因此，该时期的新

兴社会阶层在地方党政部门主导下的"政治安排"，一方面带

有很大的被动性，另一方面也多带有"政治荣誉"、地方"身

份"和"名分"认可的"宣传性"等特征，这种状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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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排"所产生的政治参与效果，也就具有特定的社会作

用与社会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政治安排"，不是

为了单纯表达与实现他们自身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利益，而是

主要在扩大"执政基础"之上，更好地实现执政党"代表"

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目标。

(二)非均衡性的三方利益格局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如何得到并

对待"政治安排"式的政治参与?安东尼·奥罗姆认为，社

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一个人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两者之间有

着令人信服的和十分明显的相关性;这一思想对于理解"政

治安排"的政治参与形态有一定的启发意义。①因为，人们习

惯性地通过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参与范围和

形式，政治参与在本质上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且首先是出

于对物质利益的考虑，即总是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

利益。②

依此观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私(民)营企业资本所

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随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渐趋抬升的

社会地位，其接受"政治安排"以表达利益，反过来又强化

其经济实力，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互动格局(见图 11) 。

然而，下面一份署名"中共宣城市委统战部、宣城市工

商联"向市委的请示报告，却透露了另外一些信息:

① 〔美〕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 ，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89 ，第 286 页。

( Anthony Downs ,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 Harper & Row , 1957 , 
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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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实力

I \ 
政治安排 王二二=士利益表达

窗口 停齐王i; 11. iIV ìÉ 参与军利益表‘·的互动格局经济头刀、 i以治参与日 表态的动格局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是提高非公有

制经济社会地位，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强新时期党的

统战工作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市私营企业 3350 余家，个体

工商户口万多户。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非公有制经济占(我市，笔者

加)纳税总额 259毛以上，其中也包括外来投资者所作的贡献。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非公有

制经济将会(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

根据皖发 [xxxxJ xx 号和皖发 [xxxxJ xx 

号文件有关精神，我们建议:在这次人大、政协换届中适当

增加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

把那些政治素质好、经济实力强，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参政议

政能力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安排到人大、政协中来，让他们

在我市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以上请示，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

可见，私营经济实力足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党和政府"延揽"私(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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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图 11 所示的互动格局，增

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后，格局就产生了新变化(见

圈 12) 。

11 +一

/、
政治安排 平二二主利益表达一一-一 -~ 

图 12 经济实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互动格局的擅变

图 12 显示，互动格局的始发因素不再是图 11 中的私营

经济实力，而是私营经济外化的社会成果一一社会经济发展，

即官方语言中的"在我市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因为，

如果私营企业主由于自身经济发展而被政治安排，那他们就

有理由通过利益表达进一步强化经济实力，而忽略社会经济

发展;或者，如果私营企业主仅是获得自身经济发展而没有

强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减少被"政治安排"的机会。

因此，私营企业主在既有政治格局中被"政治安排"，目的不

是指向其个体的私(民)营经济实力，而是促进泛化的整体

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这一点，是由中共作为执政党所具

有的"兰个代表"①政治属性所规定的。

① 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第 1 页。

80 



厂一一一寸

第二章 "政治安排"中的公民诉求
L一__j

(二)三方利益格局的嬉变

转型期我国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新兴的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被"政治安排"，引发了国内

外学界的极大关注。

第一，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政

治参与与利益表达。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

人员总是努力争取官员的支持，甚至把自己变成与国家有关

系的企业;而官方也高度评价这些新企业家，因为发展经济

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来隙，同时官员可以从中受益。①学者们

看到了政治权力和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注意到，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

与高级经理人员之卷入政治参与 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式的政

治参与形态。②而且，经济实力不同的私(民)营企业资本

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参与取向。③这

种观点看到了他们政治心态的异质性，而忽视了同质性。有

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正在上

升"，④而另有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至今没有多少进入正式的

( Dorothy J. Solinger , "Urban Entg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eiety" . in Authur Leais , Rosenbaum ed. , Stαte αnd Soci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0/ R矿orm. Bould町， Westview Press. 1992 , pp. 127 - 136 

② 〔美〕帕特里克·孔奇 《政治参与概念如何形成定义}， {国外政治学》

1989 年第 4 期。

( David L Wank ,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Private Business and Po

litical Alliance" , in John A. HaU (ed. ), Civil Society: Theory , History , 

Compαrison ， Polity Press , 1995 , p. 73 

③ 陈光金: {私营企业史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一社会参与分析}，

张j享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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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渠道的热情。①

以上有关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政

治参与的观点相左，缘于这些研究没有深究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政治安排"的根本原因，一个

社会的政治参与的状况和水平由以下三个变量决定:即方式、

程度、质量。换言之，是本质决定现象，而非现象决定本质。

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可以理解的是，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由被动式政治参与形态向主动式

政治参与形态转变，是为了"政治自救"甚至"政治寻

租"。②但是，当下中国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被"政治安排"，这一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没有被直接

提及，相反，政界与学界却热衷于从另一个层面宜传，掌握

了一定政治话语权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

人员，不但没有直接路径来表达自身利益，相反，他们似乎

更"愿意"代表更广大社会阶层的利益，显得"无私"与

"公正"。那么，被"政治安排"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

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的利益表达出现了缺位。换言之，国

家主权的政治权威，并没有通过"政治安排"使新兴的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体验到"主权在

民"的人民主权原则;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阶层在既有体制内被"政治安排"，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强化了国家主权的政治合法性，但在本质上不能"搭桥"通

往人民主权的合法性本源。

① 杨清: {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一一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

分析}， {当代中国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② 董明: {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第

309 -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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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

经济实力与"政治安排"。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

高级经理人员被政治安排的最大因素，不是私(民)营企

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自身经济实力，而是非经济

因素的"社会名声"。"社会名声与政治相关度最大，反映

出两者在现实生活中互涨的关系:社会名声越大，参与政

治生活的可能性越大;反过来，政治参与度越大，社会名

声往往也越高。" "收入、地位与政治参与的相关度最小，

显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私营经济与公共政治既在一定程度土联

结在一起，但尚未达到紧密的程度。"①私(民)营企业资本

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成效为日后被

"政治安排"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究其根本，"政治安排"缘

自私(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

与一般公民相比，则元论是党员业主还是非党员业主，其政

治社会参与率都是很高的了，尤其是他们在人大、政协获得

的代表率，远远离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

中所占的比例。"②

第三，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的模式。在政治生活中，"人

们最感兴趣的，并可能会较好地把握的，是与他们的生活密

切相关的那些问题和事务"。③与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

① 陈光金: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一社会参与分析}，

张j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第 37 - 38 页。

② 张厚义等: {党员私营企业主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

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第 106 页。

③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 ，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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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级经理人员密切相关的问题与事务首先是其经济实力，

也即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政治参与时

理应首先表达其自身利益要求。但也有学者预测，私营企业

主的"功利性的政治心态将占主导地位"，断言"公益性的政

治心态将呈适度增长态势"。①到目前为止，鲜有学者关注并

解析这一理论与现实不相吻合的现象。"虽然少数综合素质

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开始尝试着将自己普遍关心

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但已经或正在获得一定政治安排的

他们，对现阶段的政治格局并不会形成威胁，因为他们努力

反映其政治要求的场合以及方式都是‘一定的\ ‘循规蹈

矩'的。"②如果说这种描述还不够彻底的话，那么，宣城

地区的实证研究，试图说明在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

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在既有体制内被"政治安排"中的利

益表达(称之为正式利益表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机会

(称之为非正式利益表达)来弥补自身利益表达不足的缺

憾(这样可使图 12 中的互动格局大致保持因 11 中的本来

面目)。

(四)三方利益格局嬉变的弥补

到 2001 年底，宜城市个体工商户 101000 多户，私营企

业 3319 余家，私(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 273000 多人，累

计注册资本金 20.2 亿元，私(民)营企业上缴税款占同期全

① 萤明: (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第

308 - 311 页。

② 章敬平: (权变一一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第 288 页。

84 



f-一一-1

第二章 "政治安排"中的公民诉求
L一_j

市税收的 25% 。①在调查中，资料的收集是由相关部门按照

本项研究路径实施的;主要内容是，按照私(民)营企业资

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被政治安排的类型、层次和频率，

筛选出近 100 位调查对象，实施一对一的调查访谈，并有针

对性地对中共党员身份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的"政治安排"情况展开了问卷调查。

1.经济实力与社会名声

宣城市工商联提供了一份 24 家"全市工商联部分会员纳

税额超 50 万元的私营企业基本情况。"②现按照这 24 位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在体制内被"政治安

排"的类型、层次和频率作如下分析。③

这 24 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纳税

① 参见宣城市统计局编《宣城市 2002 年统计年鉴>， 2002 年 7 月。

② 注·由宣城市工商联部门 2002 年提供的这份材料，没有说明统计的

年份，根据现有的其他统计材料，推算其时间大概是 2001 年;该材

料既没有加盖单位公章，也没有署名和日期，而只是在封面上特注

"仅供参考"但并不作为本单位向上级机关汇报的文件，属非正式的

统计资料。

③ 注:据宣城市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2001 年，还有相当一部分私营企

业主没有加入Tp工商联，但其纳税超 50 万元甚至 100 万元，并同时在政

协、人大、党内担任各种职务。首届宣城市政协机构中，有 2 名私营企

业主担任常委，如 MCHP ，资产 4000 万元，净资产 3000 万元。首届宣

城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中，如 XDH ，注册资金 13045 万元，同年缴纳 3429

万元; CHZM ，注册资金 3700 万元，同年纳税 1450 万元;等等。这些私

(民)营企业要么由于其经济实力在当时当地过于庞大，大大超出中位

数;要么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早已在现有体制内担任了相关职务，而没

有必要再次被工商联部门以"政治安排"方式写进统计材料。因此，总

的趋势是， ZZ城市工商联当时提供的这份资料，所反映的私营企业主政

治参与程度，比实际中的状况将低，所以不会降低此类统计材料的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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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 3322 万元，中位数为 138 万多元，而据安徽省 2001 年

1 -12 月份各市主要经济指标统计，宜城市该年地方财政收入

为 68919 万元。①也即， 24 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

高级经理人员的财政贡献占了全市的 4.829奋，换言之，如果

全市有 499 位这样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

人员，贝。他们的纳税额就是全市该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可见，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为宜城市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对其进行"政治安排"是理所

当然的: 24 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

政治参与率高达 97.79毛;一人参与政治两次以上的高达 10

人，政治参与总次数 34 次，人均政治参与中位数为1. 417 ，

其中有 9 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在四

种不同类型中交叉进行政治参与。

"政治安排"政治参与形态是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源相互交

换的结果。中共宣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2001 年)代表中，

有 9 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由中共

党组织鉴定、撰写"代表登记表"并向上级党组织推荐为党

代表的，即称之为正式介绍; 9 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

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身份的中共党代表中，有 5 名是市工商联

会员，因 2001 年纳税额超 50 万元，市工商联曾对他们作过

注明"仅作参考"的"基本情况"介绍，即称之为非正式介

绍。现对有关经济实力和社会名声的文字使用量统计如下

(见表 1 )。

① 参见《安徽省 2001 年 1 卢 12 月份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安徽档案信息

网 ， http://www.ahda.gov.cn/DocHtmIl1l2009/3/26/2009032614533 81 0 

3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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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正式介绍与正式介绍中经济实力与社会名声文字使用量统计

单位:字，%

:x: 非正式介绍 正式介绍

私企
比例

社会
比例

私企
比例

社会
比例

实力 名声 实力 名声

XQZH 16 100 无 。 209 49. 7 211 50.3 

WGQ 18 100 元 。 164 65.8 85 34.2 

YMH 34 100 元 。 61 18 288 82 

QCHD 32 84 6 16 132 34. 1 255 65.9 

DSH 5 100 元 。 79 30.4 181 69.6 

总计 105 94. 6 6 5.4 645 38.7 1020 6 1. 3 
L … 

非正式介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的材料中，关于"社会名声"的文字仅占 5.4% ，而关

于其私营经济实力的文字则占 94.6% ;正式介绍的材料

中，关于"社会名声"的文字高达 6 1. 3% ，而关于私营

经济实力的文字占 38.7% 。非正式介绍中，社会名声只有

一例;正式介绍时，社会名声的文字介绍少于经济实力的

也只有一例。这说明，"政治安排"的政治参与形态，形

式上高度关注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

的社会名声;其中内含的传达信息在于，对于公众而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具备在既有体

制内被"政治安排"的合法性，因为他们的社会名声足以保

证他们能够表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符合中共作

为国家主权象征所要求的人民主权特征;而对于私(民)营

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这是其在被"政治安排"

之后利益表达的直接目标。但事实是，绝大部分私(民)营

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认为，之所以有机会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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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政治安排"，自己的经济实力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社会

名声。①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社会

名声虽然有影响力，但在"政治安排"中并没有决定性的作

用和明显的直接联系一一这与张厚义等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

相一致。②

2. 私{民)营企业经济实力与"政治安排"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经济实力与

政治安排的类型、层次和频率的关联度如何?

第一，以宣城市 2001 年经济总体水平居于中位数的市辖

县泾县为样本来分析。③

(1)同一类型的"政治安排"。一是频率与级别基本呈

负相关。如人大代表:乡镇 (9 人次)、县 (3 人次)、市 (6

人次) ;又如党代表:乡镇(13 人次)、县 (4 人次)、市 (2

人次)。这说明，能够"做大做强"的私(民)营企业毕竟

是少数，其分布呈现"金字塔"形态;与此相适应，"政治安

排"的待遇级别也呈现"金字塔"形态。换言之，私(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自身经济实力、所获

"政治安排"级别等与被"政治安排"频率呈负相关。二是

① 张厚义等: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20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第 163 页。

② 张厚义等: {党员私营企业主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

报告 (20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第 111 页。

③安徽省档案信息网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及位次一-2001 年

(六))显示， 2001 年泾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391 元，厨全省第 8 位、

全市第 4 位;人均财政收入 202.87 元，居全省第 19 位、全市第 4 位;

此次统计不包括宣城市辖区宣州区在内，故宣外|区相关指标及位次未列

其中。参见: http://www.ahda.gov.cn/DocHtmIl1l2009/3/26/20090326 

1453407127. htm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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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人均纳税额与

"政治安排"级别基本呈正相关。如政协类:县(10 万元)、

市(120 万元) ;人大类:乡镇 (36.6 万元)、县 (64.8 万

元)、市(195.5 万元) ;党代表类:乡镇(14.87 万元)、县

(1 1 万元)、市 (521 万元)。三是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

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人均注册资金基本上与"政治安排"级别

正相关。如政协类:县(3万元)、市( 373 万元) ;人大类:

乡镇(131 万元)、县 (37 1. 2 万元)、市 (313 万元) ;党代

表类:乡镇 (43.3 万元)、县(15.75 万元)、市 (1290 万

元)。四是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人均吸

纳就业人口与"政治安排"类型正相关。如政协类:县(15

人)、市(180 人) ;人大类:乡镇( 88 人)、县( 96 人)、

市 (247 人) ;党代表类:乡镇( 42 人)、县( 35 人)、市

(704 人)。

(2) 不同类型"政治安排"。一是"政治安排"频率与

级别正相关。如:党代表(19 人次)、人大代表(18 人次)

和政协委员仆人次)。这说明，私营企业主倾向于被"政治

安排"为人大代表和中共党代表。二是私(民)营企业资本

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经济实力与"政治安排"级别正相关。

如按照降序排列，人均注册资金超过 300 万元的分别有市党

代表、乡党委副书记、县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

表;人均吸纳就业人数超过 100 人的分别有市党代表、市人

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乡镇党委副书记;人均纳税额超过 100

万元的分别有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乡镇党

委副书记。显然，经济实力较大者的私营企业主基本上在市

→级获得"政治安排"，或者在较低层次(如乡镇)的重要

"口子" (如党委)担任相当级别的领导职务(如乡镇党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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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证分析说明，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

经理人员经济实力的强弱，基本决定其在既有政治体制内所

获得"政治安排"级别的大小，两者基本呈正相关。

第二，以前述所列宣城市 24 位 2001 年纳税超 50 万元的

部分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为样本，年

纳税超 100 万元为分界点，来分析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

人、高级经理人员经济实力与所获"政治安排"的关联度

(见表 2 与表 3) 。

表 2 宣城市 2001 年纳税超 100 万元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状况

单位:人

以( 乡镇 县级 市级 总计 备注

人大 l 2 6 9 

政协 。 5 1 6 

党代 。 。 3 3 
总计 12 人，

20 次参与政治
党委 。 。 2 2 

总计 1 7 12 20 人次

表 3 室城市 2001 年纳税 50 万 -100 万元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状况

单位:人

过: 乡镇 县级 市级 总tr 备注

人大 。 。 2 2 

政协 。 7 3 10 

党代 1 。 2 3 
总计 12 人，

15 次参与政治
党委 。 。 。 。

总计 l 7 7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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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治安排"频率。同等人数情况下(双方均为 12

人) ，经济实力较强者的频率要比经济实力较弱者多 (20 : 

15 )。二是"政治安排"级别。经济实力较强者在较高级别

(如市一级)的机会要比经济实力较弱者多(12 : 7) 。三是

"政治安排"类型。经济实力较强者有较多机会在中共党内被

"政治安排" (表 2 中显示有 2 人，而表 3 中元一人) ，也更有

较多机会在实际作用较大的人大系统被"政治安排" (表 2 中

显示有 9 人，而表 3 中仅有 2 人)。

总之，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经

济实力与其所获"政治参与"的频率、级别和类型都呈正

相关。

3.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利益表达

擅变的非正式弥补

20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发展使社会中地位

较高的→部分公民个人[如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

级经理人员]比一般公众有更多更直接的参政议政渠道，利

益表达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层次也大大提高了，①

并由"旁观型活动"转向了"过搜型活动";经济实力足够

大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还在向"决

策型活动"位移。②理论上看，"政治安排"的体制内政治参

与形态元疑有利于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表达自身利益;也即，作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的中共执政

党所实施的"政治安排"，应该能够通过私(民)营企业资

①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琼·纳尔逊: (难以抉择一一发展中国家的

政治参与> ，注晓寿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第 1 页。

( L. W. Mibrath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αnd Why Do People Get lnvolved 

in Politics , Rand McNalIy , 1965 , p.l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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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来扩大人民主

权，使国家主权的政治合法性获得更大的人民主权法理支撑。

但是，"政治安排"的政治结果究竟如何?

第一，被"政治安排"为政协委员类型的私(民)营企

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利益表达。资料表明，自 2000

年 1 月至 2002 年 2 月止的两年内，宣城市政协共收到有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身份的市政协委员提

案 11 件，①现统计如下(见表的。

表 4 2000 年 1 月至 2002 年 2 月宣城市政协提案、建议分析

山飞 提案
经营项臼 案由 关联 审批

形式

XZHM 联合 机械制造 加快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 元 建议

WZHL 单独 玻璃纤维 每年专设企业科技创新基金 无 立案

WCHF 单独 宣纸制造 技术指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元 建议

YJM 联合 装饰公司 成立规划局避免重复建设 元 建议

HBL 单独 电气设备 成立中小私营企业服务团体 无 建议

MCHP 单独 禽类养殖 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有 建议

WLM 单独 水产养殖 建立水产批发中心 有 立案

XZHM 单独 机械制造 禁止外地旧出租车在本市入户 元 立案

WCHF 联合 宣纸制造 加强邮政业管理 无 立案

GHP 单独 工业贸易 加强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 元 立案

XHP 单独 眼镜配售 成立个私经济发展协调机构 元 立案

说明·关联度指提案人所提的议案与本企业经济发展直接联系的程度，下

表间。

① 据宣城市政协机构 2002 年提供的有关材料显示，立城市一届一次会议安

排的政协委员共 260 人，政协委员中来自企业的委员共 48 人，占政协委

员总数的 18.5% ;其中私(民)营企业主代表人士 18 人， lfl 宣城市政

协委员总数的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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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案率。 9 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身份的市政协委员共 11 次提出了提案，提案参与率为

50%; 11 次提案中，单独提案 7 次，联合提案 4 次，单独提

案率为 69.7%; 11 次提案中，经审批 6 次被正式立案， 5 次

仅仅作为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提案成功率为 59.6% 。由此

可见，两年内，宣城市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身份的政协委员利益表达的热情并不高，原因在于其

有效率不大。

二是关联度。 11 件提案中 9 件与提案人的经营没有关

联， 2 件有关联，关联度 18.2% ;表达自身利益的有效率

(经审批被正式立案)约占一半，为 54.5% 。总之，这份材

料显示，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身份的

政协委员表达民众利益的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低于预期，原

因在于其自身利益表达无法实现，更逞论与自身利益关联度

不高的他人利益了。

第二，被"政治安排"为人大代表类型的私(民)营企

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利益表达。

一是提案率。据宣城市人大提供的材料， 2001 年市一届

人大→次会议上，有 10 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

经理人员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出议案 1 件、建议 16 件。

2002 年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有 10 位私(民)营企业资

本所有人、高级经理人员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出议案 1 件、

建议 9 件，①据各县区市上报的有关材料统计，市一届人大代

① 2002 年 10 月 10 日，宣城市人大有关部门提供了"民营企业主代表履行

代表职务情况(指的是市人大代表)"的简要材料，主要是四份较为完

整的议案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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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有 29 人。①

这样，市一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的提案率均为 34.5% ;利

益表达频率分别为 0.586 人次、 O. 345 人次。

二是关联度。根据市人大提供的 4 份正式议案(现统计

见表 5): 6 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在

市一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中提出了 4 个议案，仅有一名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是领衔人，其他为附

议人，领衔提出议案率为 16.7% ;议案中，仅有 1 件与自已

经营活动有直接联系，关联度仅为 16.7% 。为了更全面地了

解他们正式参与政治活动时利益表达的面貌，笔者参阅了宜

城市各县区市有关部门提供的相关正式汇报材料，材料中涉

及的议案和建议主要是由市、县两级私(民)营企业资本所

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提出的(见表 6) :②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身份的各级人大代表

(主要是市、县两级)总计提出了议案、建议约为 59 件，涉

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则高达到件，比例为 98.3% ;而涉及自身

经济实力发展的仅为 8 件，关联度为 13.6% ;其中有的议案、

建议是以惠及该市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之名提出的。③

① 根据统一要求， 2002 年，宣城市 7 个县市区党委有关部门向宣城市委有

关部门提供了此类统计材料。

② 根据工作要求，宣城市 7 个县市区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民营企业主人

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情况的报告"工作汇报，一般把他们"提出高质量

的议案和建议"作为重要内容汇报。表 5 至表 6 所列举的议案、建议均

系从这些工作汇报中摘录统计的，但由于没有提供准确、完整的议案和

建议的复印件，故只能根据当时有关材料进行判断性分析，而不能深入

研究每件议案内容。

③ 如表 5 中的 YCHM 例中，两件与自身经济发展有关联的议案，均是关于

该县 "xx村开发"项目的，确实属于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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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宣城市一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议案、建议关联度

过 提案

形式
经营项目 案由 关联 办理

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
市农

Y Y 附议 优良种猪养殖 别是农业加工企业给予重 元*

点扶持
经委

LBQ' • 附议 建材制造 同」二 元 同上

附议 农业养殖
筹建宣城人才市场的完备 人大

WLL 元
议案(共六个组成部分) 常委

加快 XX 村开发建设、带
人民

YCHM 领衔 医药制造 动区域性旅游性产业开发的 有非平事

完备议案
政府

要求修复 318 国道广德一
市交

LBQ 附议 建材制造 誓节段路段，减少车祸 无
通局

发生

Y Y 丰'" '" * 附议 优良种猪养殖 同上 元 同上

L 一一一…

*据市农经委《对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改建 15" 号建议的答复)) .拟年

内主重点做好的两项工作中，表示要重点做好的有关市龙头农业加工企业共 15 个

次，没有一次提及 YY 所在的企业(不是加工企业) .故此议案所议内容与其经

营元关。

* * LBQ 与 YY 为问一议案的附议人。

咏 **XX村旅游开发系出 YCHM 为投资主体的公司完成，故可认为与其经

营活动有关联。

* * * * YY 与 LBQ 为同一议案的附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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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宣城七县区私营企业主人大(主要是市、县两级)

提出议案、建议统计

提案 关联度

提案人 数 经营项目 比例 比19t1
典型议案、

(个 (% 
元

(% ) 
建议概要

WLL 7 农业养殖 14.3 6 85. 
7 铺路、机械、水

产、人才市场

YJL 5 庄园经营 2 140 3 60 
水利兴修、农技

推广、社会治安

YZHT 煤业经营 。 。 1 1100 
建玻璃行业协会，

避免价格大战

PYG 1 酒业制造 。 。 1 100 
建设商丰拦水:I:lfl

工程

CHCHY 禽业养殖 1 1100 。 。
加大投入，加快

农业结构调整

YMH 22 • 缭丝房产 。 。 22 100 治理扬之河污染

HZHH 。 玩具制造 。 。 。 。
每年从外地阴来

参加人代会

HYT l 工艺制造 。 。 1 100 
改建云岭至烟墩

公路

ZHHM 2 变速箱厂 。 。
防洪、旅游产业

2 100 
开发

HJX 家化公司
对老 318 国道某某

WZHY 电杆制造
路段

3 市* 1 33.3 2 66. 7 
教师工资收归县

LSHW 建材公司
财政管理发放

大力扶持本地民

LBQ 电杆制造
营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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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提案 关联度

提案人 数 经营项目 比例 元 比例l
典型议案、

(个) (% ) (% ) 
建议概要

XDH 1 科技公司 。 。 100 
建高新科技经济

示范区、工业区

ZHXY 3 汽车销售 l 33.3 2 166.7 
港口湾水库资金

宁国市 管理、经济环境

XLW 码' 叫陈 • 化学工业

QBY 7.... 钢球制造 。 。 7 100 
修复年久失修的

七山公路

YCHM 3 医药制造 2 66. 7 33. 3 
新安江库区移民

施德县

遗留问题

数人 2..... 。 100 2 100 
建立名优茶叶生

产基地

总计 59 8 13.6 51 86.4 

*材料称他"三届来，他共提出和参加提出代表议案、建议 22 件次"。①

* *材料没有具体说明 4 名私营企业主人大代表提出什么样的议案、建议。②

* * *材料元具体议案、建议数目，称其"以‘爱管闲事'方式，积极行使
人大代表职权。"③

* * * *材料称其"先后在人代会上提出建议 7 条，其中 5 条建议被采纳并

实施。"④

* * * * *材料只称"由几名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参加联名，在本届第一
次会议提出"。⑤

① 摘自绩溪县人大常委会《绩溪县民营企业主代表履行代表职务调研情况

汇报}， 2002 年 10 月 15 日。

② 摘自广德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民营企业主代表履行代表职务的调研报

告}， 2002 年 10 月 15 日。

③ 摘自宁国市人大办公室《关于民营企业主代表履行职务情况调研报告》。

③ 摘自宁因市人大办公室《关于民营企业主代表履行职务情况调研报告》。

⑤ 摘自施德县《关于我县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情况调研的报

告}， 2002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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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政协委员方面，还是人大代表方面，获得

"政治安排"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

在正式利益表达中，均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即以竭

力反映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来表达

该市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种代表公众性质的政

治参与，能够扩大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渠道，提高社会各

阶层利益表达的能力水平。①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

高级经理人员获得"政治安排"后致力于该地区的社会经济

文化诸事业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名声，

即这与组织上"政治安排"时"正式介绍"的价值取向相一

致，印证了"政治安排"的"合法性"。但是，"人们为之奋

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据此，笔者对部分中共

党员身份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开展

了一次"党员民营企业主发挥政治作用的问卷调查"，③主要

了解党内私营企业主，在表达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之外，有否

属于自己的利益需要表达(侧重于政治利益表达)。

[问题 1 J 您目前的身份:是党员的 16 人，占 50% ，是

党代表的 12 人，占 379毛，是党委委员的 4 人，占 139奋。

[问题 8J 民营企业主当选为党代表和党委委员，您认为

这主要是:认为是政治荣誉的占 289毛，是经营活动的保护伞

① 〔美〕罗伯特·达尔: <<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 1999 , 
第 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87 页。

③ 此次调查中的私(民)营企业主，主要包括党员、党员代表、党委委

员、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副书记等五种政治身份的"政治安排"对

象。在宣城市田野调查中，面对面访谈以上私(民)营企业主肘，笔者

即现场发放问卷并当场回 l段。全卷 29 道题，不署名答卷。调查问卷全

文参见附录中的"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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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6% ，是参政议政条件的占 63% ，没有认真想过的

占 3% 。

[问题 10 ]当遇到与自己经营活动关系不大的事物时，

您的主要态度是:尽量不介入的占 34% ，推脱不掉时介入的

占 6% ，积极主动介入的占 229毛，组织委托后介入的占 389毛。

[问题 22 ]依照党章，您享有党内的被选举权，如果其

他代表联合提名您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您的主要态度:主

动接受的占 389毛，内心不接受的占 3% ，组织上安排就接受

的占 56% ，无所谓的占 3% 。

[问题 23 ]如果组织上或其他代表联合提名您担任党内

重要职务，但是受到一些干扰和阻碍时，您的主要态度是:

主动搞好关系，做好准备工作的占 41% j 扩大宣传力度，吸

收更多选票的占 12% j 任其自然发展的占 419毛;公开表示放

弃自己的选举权利的占 6% 。

[问题 25 ]如果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您是否愿意进入

公务员序列:愿意并享受应有待遇的占 259毛;愿意但不要工

资待遇的占 479毛;不愿意，但履行应尽义务的占 259毛;不愿

意，两边都兼顾的占 3% 。

[问题 29 ]您认为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理想方式是:从

事党务工作，更好地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占 259毛;从事企

业经营，更好地施展个人才华的占 539毛;以企业经营为主，

兼顾党务工作的占 229毛;以党务工作为主，兼顾企业经营的

为零。

从以上回答来看:被调查的 32 人中，还没有获得"政治

安排"的普通中共党员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一般经济实力较小者)和已经获得"政治安排"的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一般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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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大者) ，在数目上各占一半，这样可以了解他们现有的和

潜在的政治利益要求。其中大部分人认为，私(民)营企业

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当选为中共党代表和党委委员的

目的，是为了"参政议政" (630毛) ，而不是"政治自救"式

的"政治荣誉"或"保护伞"。如果不是与自己经营发展有

特别的关联，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主

动积极介入社会经济发展事务的仍属少数人 (229毛) ，绝大多

数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还是倾向于集

中精力关注自己的经营事业、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如果有

条件的话， 38% 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

员还有进一步获得"政治安排"的欲望，这说明他们自身也

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利益需要表达。如果这种欲望得到实现，

729毛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表示"愿

意接受";这一想法如果受到阻碍， 539毛的私(民)营企业资

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表示会据理力争。如果获得进一步

"政治安排"与自己的经营活动发生冲突，有 25% 的私(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经营

业务，全身心地"从事党务工作"。

可以看出，宣城地区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

经理人员的经济实力而非社会名声，与所获得的"政治安排"

形成正相关关系;其经济实力是互动格局的始发因素，却不

构成获"政治安排"时组织上"正式介绍"的主体内容，不

能成为正式利益表达的主要对象，此为其利益表达之"擅

变"。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正式利益

表达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

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的社会名声、强化了政治安排的合法地位;

但不能充分表达自身利益，两者没有形成正相关关系，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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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表达之"缺位"。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的经济实力在"非正式介绍"中较为突出，扩大经济

实力、获取更高政治安排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并在非正式利

益表达中有种种体现，此为利益表达之"弥补"。

"政治安排"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

人员时，强调的是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也就是

这一层用意，导致了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一且获得"政治安排"后，在其通过制度安排来表

达利益诉求时，必然把维护自身的"社会名声"置于首要

地位一一这与其说他们在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公众利益，

不如说在维护自己所获"政治安排"的合法性。而同时，

他们又不得不以隐蔽、非正式的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

需求。

所以，转型期我国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

理人员如果不能堂而皇之地凭自身经济实力参与政治，并以

其利益表达形式张扬自身权益，那么，元论他们政治参与的

成分有多少，都只能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表达利益。譬如，

竭力张揭公众利益，而回避自身之利益;或者，公开表达一

种公众利益，而在私下利用所获"政治安排"身份表达自身

利益需求;等等。也就是说，在既有政治体制中实施"政治

安排"的改良手法，隐含着以一种形式的利益表达掩盖另一

种形式的利益表达的权利错位。所有这一切，虽然于传统意

义上的政治参与形态有所改革 但最终这一改革措施与传统

意义上的高度集权体制仍殊途同归。也就是说，此一改革，

形式上赋予了公民更多的民主政治权利，但由于这一权利完

全是国家主权主导的"政治安排"，而非公民个体的政治自

觉，因此公民所获得的彰显人民主权色彩的民主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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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必须沿着国家主权"政治安排"的政治路线表达全民利益

非自身利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

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

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

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①社

会结构和国家秩序经常是从现实中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

的，这些个人是从事社会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

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

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宜城经验研究中，如果获得"政治安排"的私(民)营

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这一特殊社会阶层，对于个

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表达是i昆淆不清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

观念中模糊了自身利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关系，那么，

这还是由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他们狭隘的社会

关系所造成的。

这就是既有体制内"政治安排"中的人民主权与国家

主权结构性互动中的悖论与纠结，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

这一矛盾，仍必须深入"主权"的政治哲学原理，探讨化

解矛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因此，我们有必要

重返人类社会早期政治生活，追溯人类社会踏入国家生活

这一"文明门槛"前后，如何界定划分国家主权与人民主

权的法理框架，以及如何演绎出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结构

性互动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l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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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参与的法理原则并不在于国家主权主导的既有

体制内"政治安排"，而是基于人民主权至上的公民自治等宪

法精神。换言之，在既有体制内"政治安排"仍无法有效表

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语境中，公民仍可以其他形式"嵌入"地

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种"政治嵌入"表现的形式可能是非

政治性的，但它的效果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方性政治

活动的效果及其历史进程。

一 从人民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位移

(一) "文明门槛"内外的国家与人民

公元前 6 世纪以后，世界各地普遍进入了国家形态涌现

的新时期，人类社会的演化进入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

文明新纪元。

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特别是酋邦时代晚期所处的前国

家形态的政治生活中，人类所控制的地域在不断地扩张，人

口也在迅速地增多。因此，以人民大会、公民大会或者酋长

会议等为表现形式的人民主权势必要逐步过渡到以诸如酋长、

首领等为表现形式的世俗政治权威…一国家主权。

在国家主权日益从主权理念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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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政治生活方式呈现两种倾向。一是沿着分权制衡国家主

权、尊崇公民自然法权的路径发展下去，逐步演化出宪政政

制。二是为避免王朝分裂等国家主权失衡之痛苦经历，转而

求助于一统天下式的独揽国家主权模式，借以巩团和维护坚

不可摧的国家主权，并由此坠入国家主权失衡的另一陷阱，

即形成国家主权无分权与元制衡形式的高度集权甚至专制局

面。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探索政治文明的过渡性状态，在人

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演化形态的终极方向下，它必然会重新

返回到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就已开拓实践的分权制衡国家主

权的政治文明轨道。

人类社会进入国家形态以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国家

开始了探索制衡国家主权的政治文明新旅程，率先取得突破

性进展的民族国家当属亚平宁半岛的城邦国家。"国家怎样靠

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

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

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

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

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一一关于这一切，

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①

雅典城邦国家发展起来的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

生的，是人类政治生活经验自然而然的延续;古希腊城邦不

仅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制度性经验一一它至

今仍是后世在探讨民主政治制度时首先被提及的最具代表性

的案例一一而且在人民主权逐步转化为政治权威时就初步形

成了分权制衡式对抗性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智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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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跨入了文明的时代。恩格斯概

括了国家与文明关系的两个突出特点"国家和旧的氏族

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民

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民族成员被束

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

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

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

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

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①恩格斯把人类早期

社会从政治上跨入国家这一文明时代的历史时期称作"英雄

时代";人类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即国家政治

合法性(人民主权)、国家政治权威(国家主权、国家统治力

量的实体)和人民利益与权利的实现程度(公民自然法权) , 

在这个连接着酋邦与文明国家的"英雄时代"，明显地表现为

从野蛮时代向文明国家过渡的转型特征。人民主权并没有完

全抽象化，而是向着实在与具体的政治统治权威一一国家主

权一一逐步转化。在这个时期，人民主权一方面承载着产生

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道德责任，同时也直接介入实际的政治统

治权威中来。

有人认为人民主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萌芽于这个时期，

并断定人民主权观念的萌芽阶段无法再往前推算。②这可能是

指人民主权向国家主权转化的特征，而不应是人民主权的产

生过程。在主权发生转化位移的这个时期，抽象性的人民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70 页。

② 肖君拥: {人民主权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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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开始向着具体性的国家主权(即最高政治权威)的方向演

化。从此，人类已不能依照过去长期管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政

治经验，即以全体成员集体讨论并集体决策的管理形式，来

应对人口、地域日益扩大后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这样一来，

早期人类政治生活中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正义观念，

不再能够成为处理具体国家事务的价值准则;人人同意的人

民主权观被"大多数人同意"甚至是少数人组成的代表性会

议的新政治生活制度所取代。"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

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

的，也是合乎正义的";①只要"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

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②古希腊以其民主政治得以

传世，当时流行开来的民主观念中就包含有浓厚的"人民

权"的精神底蕴。"英文 democracy 一词出自希腊文 demokra

tia ，由 demo (意即人民)和 kratos (意为‘统治或权力， ) 

合成。照字面上理解，‘民主'就是人民进行统治。但由于它

是一种在古代雅典这样较小的城邦也行不通的统治方式，这

个词可能是误导的。"③生活在古罗马时代的政治思想家西塞

罗认为"除了一个公正的联合体或合伙之外，国家还能是什

么呢?"④他对国家权威的性质作过这样的"人民主权"式评

判"一切权力、权威和职衔，全都来自全体人民，尤其是那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第

147 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第

312 页。

③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63 页。

④ 〔古罗马 )jffi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 ，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1999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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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为人民的利益而筹划和制定的东西更是如此。"①后世学者

在研究中也发现，以"人民主权"的转化形式来兑现全体人

民的公意与社会正义，实在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觉;但

"人民主权"的幻觉在人类早期政治生活的"英雄时代"，叉

的确是普遍实行的政治统治方式。

古希腊在进入国家形态的政治文明初期，仍保留着人类

早期社会中三权并立式政府的政治统治形式:即酋长会议、

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自此以后，这种政府权力的分化格

局不断演变发展。酋长会议，它起初是一个代表团性质的权

力机构，随着司法权的兴起，这项权力改由执政官与大理官

(执法官)来行使，而行政权则交给了市行政官吏一一酋长会

议这种集体决策的政治权威也慢慢地分化开来。这个时候，

行使国家政治权威的具体主权形成了专职的行政管理机构与

人员，他们均出人民大会通过选举加以委任。可以看出，"大

多数人同意"甚至人人同意的政治统治观念 人民主权原

则一一一仍高高居于国家政治权威与行政权威之上，并成为产

生、监督并罢免行政官员的绝对政治权威。军事指挥官

巴赛勒斯或将军一一则是雅典各部落选举出来的，但他们的

氏族制度不准许他们把内政职权交给这个军事指挥官，这样

就产生了军事与行政的分权制度。在公元前 8 世纪左右，也

就是远远早于梭伦改革(公元前 594 年)时，巴赛勒斯一职

改由新设立的执政宫来担当。开始时它是世袭的，并可终身

任职，但到公元前 711 年时，执政官的任期为 10 年，旦采取

自由选举的办法将此职授予被认为最称职的人选;到公元前

① 〔英〕约翰·弥尔顿: {为英国人民声辩} ，何宁译，商务印书馆， 1958 , 

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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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年时，这一选举缩短为一年一选，执政官人员增加到 9

人，且负有政务和司法之责。这个时期已经完全确立了选举

原则，规定执政官必须经过选举而不论其氏族出身。因此，

在进入"英雄时代"的人类早期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主权

原则得到强化，政治制度设计突出了对最高军事长官以及行

政官员的权力制约与控制。为了有效地体现全体人员公开公

正地选举出最为合适的人选，雅典部落还实行竞选制度，让

候选人在人民大会上通过竞争决出获胜者。这种由全体公民

集体开会挑选最合适行政长官的办法，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

才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雏形。雅典部落时期创造的

这种政治统治模式，根本出发点无疑是为了牢固地捍卫全体

人民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终极掌控权一一人民主权。雅典尽

管在政府组织机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仍然处在氏

族社会中，仍然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氏族、胞族和部落仍

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并被公认为权力的来源。人民大会更加

突出了，它的职权虽仍限于通过或否决酋长提交给它表决的

公务法案，但是，它已开始对公务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个

大会之兴起成为政府的一支权力，最确凿地证明了雅典民族

在知识和智力上的进步。①雅典是这样，迦太基政制也是这

样。更为突出的是，公民大会发挥出的人民主权作用有时甚

至还会超出"两王与长老们"等类似于现代国家主权之权威

的统治者之掌控。"两玉和长老们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决定

任何案件是否提交人民[公民大会]公议，但人民[公民大

会]对于他们所未经一致同意提出的案件，却也一样可以进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180 -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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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叉，对于诸玉和长老们一致同意而提出的案件，人

民在大会中并不专限于昕受原案而后予以通过或批准，他们

可以作出自己的最后决断。"①

古罗马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主权的转化过程也基本

如此，即有一个三权并立政府机构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且

人民主权对政治权威享有最有力的控制与平衡力量。"他们的

情况恰好与梭伦时代的雅典人相似。不过，他们组织了一个

元老院，以代替旧的酋长会议;组织了一个‘库里亚大会'，

以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选举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兼负祭祀

和法官之责。"②古罗马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不是

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因为古罗马人在刚踏入国家门槛之际，

氏族、部落与酋邦等还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专制的政

府尚未伴随而生。随着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扩大与社会结构变

化，古罗马人以公民表决的方式来维持人民主权原则的表现

形式也要与之相适应。第-种是赛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改革

前普遍存在的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 ，它以"大权法"

(lex curiata de imperium) 的形式，即最高政权 (imperium)

名义，委托"百人团民会"和"特里布斯民会"选举执政

宫。库里亚大会每次都为这一特殊意义的"大权法"而进行

投票。③

第二种是百人团民会 (comitia centuriata) ，它作为新的民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83 ，第

99 页。

②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264 页。

③ 张学仁: {古代罗马共和国宪制探源一一世界第一次立宪主义的实验} , 

《法学评论} 200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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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大会来代替氏族制度下的库里亚大会，并将后者的实权转

交给前者;在百人团大会召集的时候，每一个百人团分别决

定本团的统一意见，正好像过去每一个库里亚在召开库里亚

大会时所做的一切。这个大会拥有很多决定国家政治生活方

式的至上权力，根据公元前 287 年的《荷尔回希乌斯法》规

定，切宪法性法律必须由百人团大会通过，它根据元老院

的提名选举国家官吏和军事首领;制定或否决元老院所提出

的法令，任何议案未经它的裁定不得成为法令;这个大会是

全国最高法庭，凡牵涉人命的案件均可向它上诉，有权审判

一切有关剥夺被告的"全部公民权" (capitis deminutis maxi-

ma) 的刑事案件。百人团大会每年在马尔丘斯广场举行一次，

如果需要的话，它可随时召开，以便决定国家事务。百人团

大会实质上是赛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对原先的氏族性质的人

民大会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在于原先由全体公民集

体决策的人民主权原则向着有财产公民集体决策的形式发展，

也就是有了从人民主权向国家主权演变的特征。后来改为以

百人团为单位计票，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不过，这时它仍不

失为表达与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一次新尝试，尽管它本身产

生了向更为具体的国家主权过渡的倾向性。①

第二种公民大会称作特里布斯大会( Comitia t出uta) ，大

会决定依法获得必须遵守的效力，也即成为法律 (leges) ，由

保民官主持会议，按人头计票。这是在每一个地方部落或市

区单独举行的大会，主要任务在于讨论和估定税收和征税，

以及征集应征的军队、选举保民官等。这种会议带有很强的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265 -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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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区自治的民主特征，参加者不分等级，不要求财产资

格。罗马公民大会没有法律创制权，即不能产生任何一个法

案 (rogatio) ，只能就召集和主持大会的主持人所提出的法案

而投票。公民们对提出的提案既不能修改也无法讨论，必须

通过法案的全文或是通盘加以否决。①这个大会在政治上的特

殊意义还在于，此时的人民不同于过去流动性的氏族或酋邦

时期迁移未定的人群，而是有了稳定的地域关系;公民以注

籍的方式，通过地域式的联系丽成为牢固的政治共同体。因

此，实施人民主权原则的稳定性与可操作性也就较过去的时

期较为增强。

无论如何，古罗马的公民大会是共和国的立法机构，"自

行政官员或执行官起草的法令首先要在一系列预备会议中讨

论，然后提交给公民大会，为投票表决而举行正式会议。如

果这项法令得以通过就立即成为法律，而不需要得到元老院

的正式批准。"②不仅如此，公民大会还承担着选举行政官员、

产生管理机构等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的议会功能，以及一部分

司法职能。因此，"如果像布丹所宣称的，制定法律的权力是

主权的根本标志，那么公民大会就是罗马共和国主权权力所

在的位置。"③

古罗马时期的国家主权机构实际上是想模仿前国家形

态那样，把全体人民一致同意原则一一人民主权原则一一-

① 张学仁: (古代罗马共和国宪制探源…一世界第一次立宪主义的实验} , 

《法学评论} 2002 年第 5 期。

②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05 页。

③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 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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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国家政治统治的传统加以继承。随着人类政治生活日

益复杂化与多元化，人民主权原则如不能通过政治创制产

生有效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措施，而一味试图把抽象的人

民主权原则直接转化成为具体的国家主权观念，来推行世

俗政治统治和国家管理，那么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

就会越来越明显。面对人口越来越多、地域差别越来越大，

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见不合，公民大会往往应验了后世的"孔

多塞悖论"，①即最民主的代仪制也难以表达与实现全体人民

"公意"。

罗马公民大会上， "只有那些被主持宫、行政官员和

保民官选中的人才被允许发表演说。因此，公民大会上的

演说者通常是行政官员和保民官"。②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

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没有可

行性;昕众可以发出呼喊和嘘声，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

乐，但无法进行公开辩论。因此，全体人民的意见实在无

法达成共识。看来，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政治性分离是

大势所趋。

不仅如此，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大会，已与前国

家形态氏族会议等原始民主制度大相径庭。此时公民大会中

的公民(自由民) ，也远非现代社会中的公民( citizenry )概

① 〔法〕马奎斯·于L多塞: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何兆武等译，三联

书店， 1998。马奎斯·孔多塞 (1743-1794) ，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孔多塞提出了著名

的"投票悖论..即"孔多塞悖论..从理论上否定了代议制民主范式等

同于人民主权的传统民主观念。参见"百度百科"网: http: // 

baike. baidu. com/view/626782. htm 。

②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06 页。

112 



厂一一寸

第三章 "政治嵌入"中的人民主权
L一……J

念。人类早期国家形态的政治生活中，由前国家形态的政治

统治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人民主权原则仍发挥着政治主导作用。

但国家形态的政治生活方式已经远非前国家形态的政治统治

模式了;这不仅仅是由于人民定居形成的地域关系取代了野

蛮时代的血缘关系，还出于人口众多、事务繁杂等原因，全

体成员召集人民大会来共同决策的办法已经元法在现实政治

生活中得到执行。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私人财产出现、战争

频仍，因贫困和战争等沦为奴隶者被排除在"人民"序列之

外，他们没有资格参加人民大会之类的民主会议，因此，古

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人民主权原则下的公民大会模式，与现

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的自然法权内涵迥然有别，更与现代社

会民主政治中的"人民"范畴相去甚远。

(二)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法理关系

国家主权的具体性与实在性，决定了国家主权的可分性

与可控性，它在本质上是人民主权这一终极权力的现世化

身。如果世俗的政治统治能建构这种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

间的政治联系并加以制度化，其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文明程度

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世俗的政治统治忽视建构这种政治联系

的良知与能力，或者简直就藐视这一良好政治联系的作用，

那么其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文明程度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与

质疑。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 如果国家主权由单一的

某个人，或者由某个机构加以垄断，那么，缺乏充分自控的

国家主权往往有可能产生不加节制的暴政倾向。面对这种危

险，抽象的人民主权只能以某种方式加以提醒，却不能加以

有效制止。除非这种暴政倾向达到了包括统治者自身都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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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的程度，以至于失去它存在的基本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抽象的人民主权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显灵，并最终终止这种暴政的生存权利。

主权分为抽象与具体两类，但抽象的人民主权并非不对

具体的国家主权不起作用·相反 任何一个合法的国家主权

时刻都受到这种抽象的人民主权的潜在的道德制约。从这个

角度我们还可以说，主权从抽象出发，衍生出具体的国家主

权，其间经过广泛而活跃的公民自然法权，最终必然会回归

抽象的人民主权之本位。这就是人类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基

本框架。

人民主权的抽象性与国家主权的具体性，人民主权的

不可控制性与国家主权的可控制性，这些都是政治文明形

成与运行的重要因素。上文已经分别从政治文明和宪政等

角度探讨了其各自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下文则主要从

主权的基础性作用入手，来分析政治文明与宪政之间的内

在关系。

抽象的人民主权虽然不可控制，但它是政治统治合法性

的唯一道德源泉。任何形态的政治文明，都必然要主张其政

治目的在于体现与实现人民主权。同时，世俗政治统治者体

现与实现人民主权的程度与效果，构成了衡量其政治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准。世俗政治统治所构建的政治制度与运行机制

基于人民主权的道德授予，理应按照人民主权的本意行事。

人民主权的抽象性与不可分割性，决定它不可能化为世俗的

政治统治，甚至无法及时有效地制约世俗政治统治并使之真

实地体现与实现人民主权。如果，人民主权一国家主权一人

民权利一人民主权，这一政治制度能够良性运行，它应该是

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显著表现;其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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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国家主权的分权与制衡。

二 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法治精神

(一)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文明"基因"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状态的表现与结晶，它

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在前国家形态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政

治文明的萌芽形态已经前人的政治生活经验丽自然而然地形

成;同样，政治文明中的主权因素，不管它是抽象的神权，

还是虽然抽象但依然客观存在着的人民主权，或是具体实在

的国家主权，也会在前国家形态的人类政治生活中进入自己

的特定位置。

政治文明中的主权，如何带领我们"走到文明时代的门

槛"①? "以氏族或部落组织为基础的村社开始发展成为以城

镇为中心的较大单元。……这就形成了城邦。城邦不仅是一

种标准的古希腊组织形式，而且还开创了政治生活的现代概

念。"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把人类文明社会之前的历史划

分为两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恩格斯称赞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解开古代

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的哑谜的一把钥匙。

"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

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

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材， 1995 ，第 165 页。

② 〔美〕罗伯特. E. ;勒纳{西方文明史} (第 1 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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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

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①按照这一原理，人类文明进化

的准绳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同时，摩尔根也深入地研究

了前国家状态中的人类在早期政治生活中内容以及人民主权

存在的形式与作用方式，在这一方面，似乎人类在早期的政

治生活中更能够找到人民主权的世俗转化方式。"人们最初怎

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 ，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

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

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再生

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

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

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

还继续存在着。"②面对人口有限条件下的原始民主和原始平

等，人人同意的人民主权似乎失去了抽象意义，而变得十分

具体和真实实在。"在摩尔根那里，所有的民族社会，不管是

处在他的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易洛魁人的社会，还是处在野

蛮时代中级阶段的阿兹特克人的社会，或者是处在野蛮时代

高级阶段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在成员关系问题上，都

是一模一样的绝对的‘自由平等'。"③前国家形态的人类早

期政治生活中，人口及其事务的简易，以及在生活中习得的

共同协商与共同协作的必要经验，养成人类在"童年"时代

的政治共同体中必须人人同意的原始民主惯习一一这是"人

民主权"的雏形。"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22 页。

③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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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

并不具有法的性质，它是民族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

如禁止民族内结婚、氏族成员互相帮助、共同防御一切危险

和侵袭以及血族复仇等，都是为了维护其生存而自然形成的

共同行为规则。它是依靠传统的力量、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民

族长的威信来维护的。"①

摩尔根对于人类政治生活中两种类型国家形态的"主权"

的描述为我们打开人类政治文明之门提供了这样的"钥匙"。

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的民族胞族部落，是第一类的前国家形

态的政治文明;然后衍生出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形

成个人与地域共生的政治社会，这是第二类的国家形态的政

治文明。理解了第一类前国家形态的政治文明中的主权地位，

也就理解了第二类国家形态的政治文明中的主权地位。摩尔

根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人类政治文明"主权"地位演化的

谱系。"民族组织给我们显示了人类的一种时代最古、流行最

广的制度。无论亚洲、欧洲、非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

一律采取这种政治方式。氏族制度是社会赖以组织和维系的

手段，它开始于蒙昧阶段，经过野蛮阶段的三个时期，一直

保留到政治社会建立时为止。"②人类早期政治生活的便利与

简约，使其元处不生产着政治权威合法性一一-人民主权到处

能够"显灵"。虽然"神灵"之类的政治统治合法性高于一

切权威，但它仍是全体民族人的共同信念，目的在于维系政

治统治的持续与正统。头人、酋长、首领之类的世俗政治权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第 87 页。

②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 j辛，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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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仍由每一个成年男女共间决出。"每逢一个首领死去时，

本氏族的成员就举行一次会议来提名继任人。按照他们的习

惯，必须在两名候选人当中投票表决，这两人都是本民族的

成员。每一个成年的男女都被召集起来，让他或她表示赞成

选谁的意见，得到最大多数人同意的候选人就成为被提名

的人。"①

易洛魁人塞内卡部落的原始政治权威产生的方式，在原

始氏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民族社会的早期政治生活体现了

现代人所谓的"民主"观念:选举不分男女、不分财产、

不分地位。但是，即便是如此民主的政治生活，也只能说体

现了人民主权 即政治合法性的产生取决于全体同意一一

而不是人民主权的全部。因为任何选举行为极难达成完全一

致同意，也就是说，无法通过选举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全体同

意一一人民主权。大多数人的赞成并不是人民主权的替代

品，而只是人民主权的转化形式;随着大多数人态度因时因

地不断产生变化与摇摆一一选举时·的政治态度不可能一直保

持到被选举出来的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的全过程一一同意

与非同意的人数总是难以确定的。可见，人民主权即使通

过选举方式也不可能得到真实实现。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政治思维方式，一旦需要以某种方式产生自己的政

治合法性，便自然而然地利用人民主权原则来实行自己的

政治生活方式。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人民的选举行为尚

且不可能随时随地地进行，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进入

国家形态，选举行为更具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就更不可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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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体现为人民主权了。换言之，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

出现和发展，人民主权离人类政治生活的距离反而会越来

越遥远。这或许是人类政治生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发展之

间的一个悖论。

人民主权在氏族社会中多少还是可以勉强得到体现的。

人类早期的政治生活不仅有条件民主地产生政治权威，而且

还有可能民主地推行政治统治，它的方式就是可以随时召开

包括几乎成有社会成员的氏族会议。"民族会议是亚洲、欧

洲、美洲的古代社会从蒙昧阶段氏族制度开始形成时起直到

文明阶段止的一大特色。它是处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又是统

驭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形式最简单

的初级会议就是民族会议。这是一种民主大会，因为参加会

议的每一个成年男子和女子都对他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有发

言权。在这个会议上选举和罢免首领和酋帅，选出可祀，对

本民族成员被杀害的事件决定宽赦凶手还是采取报仇行动，

以及收养外人为本民族成员。"①氏族会议担负了两层重要

的政治任务，其一如前述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产生，即由

民族会议确立氏族首领及其相应的统治方式;其二便是直

接地决定掌管氏族内部的所有重要事务，并实行了现代人

所谓"议行合一"的政治生活制度。氏族会议不仅仅具有

民主决策的政治功能，而且还具备直接完成管理工作的行

政功能。这种"议行合一"的政治生活方式，在政制制度

上则表现为抽象性的人民主权可以直接转化成具体性的国

家主权。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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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祖先引以为豪的这种政治生活方式，在当时的民族

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也是相当有效果的。毕竟，古代人类的

"每一个民族的人数大约在一百人至一千人之间"，①这为他

们有效地把人民主权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权威奠定了基础。相

比之下，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包括所谓发达国家，由于人口

基数过大、阶层分化过快，由人民选举而出的代表人数就远

远超过了远古时代民族社会的人口数。因而，将抽象性的人

民主权直接转化为具体性的政治权威的"专利"当属人类祖

先，它无法为其后世子孙所效仿。

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也不例外。"在传

统上，中国学术界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平等的氏族社会的最

高组织‘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的，而部落联盟就是军事民

主制度。在国外，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学术界则认为，占有

过渡阶段的是一种等级制的酋邦或称为其他什么的社会。在

早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上，东方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学术界尤

其是国内学术界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②易建平先生专

门针对此一学说的集大成者谢维扬先生的专著《中国早期国

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反思，认为谢维扬关于古代西方政

体倾向于民主政治而古代东方政体表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结

论，不太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文献资料的检验。"在中国，我们

说过，一般种类的非专制政治甚至民主政治确实有过。"③易

建平把古代非专制政治划分为古初非专制政治与古典非专制

政治两个种类，其中古初非专制政治是从原始社会中的氏族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9 页。

②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普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25 页。

③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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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传统中直接继承与发展过来的，它处于公元前 3000 年左

右的两河流域城邦，至公元前 6 世纪左右的罗马城邦。这个

时期的权力结构几乎都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民族首领的权

力受到习惯制度等很大的限制，而且由于作为个体的人的自

我意识没有觉醒，代表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盛行，因而也就

需要集体的决策与行动。紧接着其后的便是公元前 6 世纪之

后兴起的古典非专制政治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

涌现出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意识形态百家争鸣的政治繁荣

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中国的典籍中可以找到比

以前更多的非专制政治的材料。……这个时代中国的非专制

政治，我们应当将其纳进古典类型，抑或归入古初残余一类?

抑或是，这个时代正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兴起的一个时代，有

利于古典非专制政治发展的一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尤其是个

人意识的兴起，激励了原巳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古初非专制政

治因素，使它们一度活跃。"①

无论中外，此种古代政治生活中人民主权直接介入，即

直接介入国家主权的行使与管理，直接介入全体人民民主权

利表达的现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这种

政治文明产生的地理条件、人口环境、生产力状态等现象，

远非一个人、一本专著甚至一种学说所能分析清楚。不管怎

么说，人类早期前国家形态的政治文明，已经以一种特殊

的方式，将主权特别是人民主权的地位与作用充分展现出

来。结论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是一种全权公民直接参

与的政治，它借以发生发展的舞台是小国寡民的环境，维

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

①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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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性的底层平台性

因素。"①

以上探讨的是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衍生出来的政治文明

运行机制。世俗政治权威产生的合法性在于人民同意一一人

民主权的体现(虽然转化成了大多数人的投票赞成方式) ，和

政治机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一一人民主权直接转化成

"议行合一"的治理制度。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渊

源。氏族社会中，氏族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通过这

种政治管理方式(即人民主权的直接转化形态)来达到氏族

社会基本满意的效果。这一基本满意的效果，在近代以来的

人类社会中被印上"人民的权利"或者"天赋人权"等诸如

此类的政治符号。

这就引出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

的因素一一公民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法权一一它标志

着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民权利的基本实现程度。每一个人的权

利与利益是不同的，每一个权利与利益的表达方式与实现程

度也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人民权利与利益的表达与实现方

式需要个体化具体化一一这就产生了每个人共同需要的最基

本的人权概念。摩尔根对此有过精确的描述"每个氏族所有

的成员在人身方面都是自由的，都有互相保卫自由的义务;

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首领和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

他们是靠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和博爱，虽

然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这些事实都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印第安人组织其社会时所依的社会政治体

系即以民族为其基本单元。由这种单元组成的社会结构必然

①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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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带有这种单元的特色，因为单元如此，其组合物也会

如此。"①

"氏族是人类最古老、流行最广的制度之一，这种制度同

人类的进步过程密切相应，对后者产生过强烈的影响。"②国

家产生以来的"政治文明"形态，早在人类的"摇篮"时

期一一一氏族社会中一一就已经深深地打下了精神烙印: "文

明"人类的所有文明积淀，元不带上早期人类所有生活特别

是政治生活的习惯与方式。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人民主权地位，

是贯穿于早期人类政治生活最为核心的因素。它在政治统治

合法性那里，表现出抽象的政治道德力量，并以"大多数人"

的转化形式保证了具体政治权力一一国家主权的延续;它在

政治统治的国家主权那里，表现出"议行合一"的统治特点，

从而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在人民权利与利

益一一自然人的自然法权那里，表现出成员个体直接政治参

与和公开维权的民主政治模式。因此，早期人类政治生活中，

人民主权奠定了人类政治文明雏形的基本走向和演化路径。

(二)东西方社会的主权观

我们探讨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中的主权地位和作用，当然

需要把曾经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神权之类

的"政治合法性"因素排除在外;这类抽象主权随着人类

政治生活的义明程度不断提升，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但取代神权的另一种抽象性主权由一一人民主权一一却始终活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8 页。

②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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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

角色。

人民主权的抽象性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立宪政体中

"抛头露面"，它犹如乡间"皮影戏"中从不露面的"操盘

子"一一"操盘手"一露面就注定整个戏的"无意义"一一

总是控制着全场戏的每一个动作和情节，它的意志和思想以

前台上栩栩如生的众多演员的表演来完成。因此，人民主权

是整个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中的决定性因素，它既不能通过立

法的审议的方式，也不能通过立法的这样的一些制度来实现;

它恰恰是通过巩固政体的构成基础，也即实在的国家主权的

统治活动来实现。

在政治统治者没有认识到人民主权在政治文明运行机制

中的决定作用之前，人民主权并没有在神权的影子下讨生活，

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发挥着"皮影戏"后台的"操盘

子"控制作用;神权不过是统治者与被治者共同创造并维护

的政治麻醉剂。前国家形态的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人类凭

直觉学会了发挥人民主权的决定性作用来实现和巩固氏族内

部的团结、稳定与延续;同时群体生存的需要也使得氏族必

须挑选具体的人和机构来维护公共利益 而操作者的素质

与能力未必就能使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满意。"在每个这样的

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

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

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

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

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

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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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①立法意义上

的国家权威一一国家主权一一与人人同意的人民主权开始分

离，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运行框架进入另一种全新的结构性

状态。

谢维扬在他的《中国早期国家》里认为，古希腊与古罗

马等城邦国家都是直接从一种典型的前国家形态，即所谓的

氏族一部落联盟社会中产生的，他把这一模式称为"氏族模

式"。②按照摩尔根对人类古代社会的分析，人类社会由氏族

而部落再部落联盟。民族时期的具体管理方式由两种权威构

成:一是全体人民同意的民族会议，它是根本性的权威来源，

具有人民主权的至上性，是"议行合一"的最终裁决力量;

一种是氏族首领会议一一氏族内具体事务的裁决机构。"首领

的职位是在民族内传袭的，传袭的意思就是一遇出缺立即补

选……首领的职责仅限于平时事务。首领的身份是不能够参

加战争的。另一方面，酋帅之被选任是由于个人的勇敢、处

理事务的机智，或在会议上的雄辩口才，所以酋帅们虽然没

有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权威，却总是才能出众的人物。……在

职者虽然名义上是终身职，实际上却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

其权力，因为人们有罢免他的权利。……首领或酋帅倘被本

氏族的会议按正当于续罢免，以后就不再被视为酋长而成为

一个普通人了。"③在民族时期，早期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形成

了对类似于国家主权的最高政治权威的初步分权与控权，方

式是氏族会议的最高权威能够有效控制与制约氏族首领的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22 页。

②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69 -72 页。

③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57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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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权力。这种条件下，民族内部的政治文明机制形成某

种动态的平衡一一早期人类政治生活积累了分权并制衡某种

最高政治权威的最初经验。氏族首领没有独自掌握整个氏族

的全部政治权威，他的有限的政治权威被有效地制约并监督

着。"这种社会在权力结构上的特点是没有出现拥有社会最高

政治权力的个人。"①即使是所谓的"王"，他也"并不是社

会权力的最高或唯一的中心"。②换言之， "王"之类的权威

载体，必须与其他种类的政治权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共

权与分治。

在构成氏族政治生活中某种最高政治权威(即具体主权)

的人与机梅中，还有负责主持节日庆典、被称为"司礼"的

人员。人类早期社会的"司礼"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他们

负责与"神灵"沟通，并向民族人员传达神渝。司礼人员具

有充分完全的政治管理职能 扮演着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之

类国家"上层建筑"的角色。司礼人员往往不止一个人，有

时是由分担不同职能的人员所组成的群体。"每一个民族所选

拔的司礼的多寡被视为该氏族对宗教虔诚与否的标准。司礼

们指定每次庆典举行多少天，为庆典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

并协同部落里的首领和酋帅们主持仪式，那些首领和酋帅都

是当然的‘司礼'。这些司礼在职权上是平等的，没有居首职

的人。"③司礼由民族会议选举而出，担任司礼的首领或酋帅

没有特殊的权威，同样担任氏族首领的司礼也没有特殊的政

治权威，所以两者都不能凭借其与神灵沟通的仪式而获得独

①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0 -71 页。

②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0 页。

③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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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政治权威。可礼只是辅助性的政治权力工具，还远远没

有演变成欧洲中世纪宗教教权所享有的国家主权地位。

随着民族向部落联盟和酋邦的历史演进，早期人类政治

生活中衍生出的政治权威，在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上也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比氏族会议高级的部落会议和更高级的联盟

会议都是从氏族会议发展而来的，后两种会议都只有酋长才

能参加，酋长即作为民族的代表。"①首先，几个民族组成了

部落，部落的最高权力机构不再是人人参与的氏族会议，而

是由酋长们组成的部落会议;在部落会议里，酋长们既作为

本民族的行政负责人也作为本民族的"议会"代表，构成整

个部落最高的政治权威一一-类似于国家主权的具体实在的主

权。他们有权推举本部落的首领，决定部落的行政管理事务，

等等。

人类政治生活方式与政治统治方式就这样由抽象主权与具

体主权基本重合的直接民主，"悄悄"地"滑"向了抽象主权

与具体主权渐渐分离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既然氏族是由它的

酋长们来代表的，所以部落也就由各民族的酋长们所组成的会

议来代表。这个会议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固定特征，它掌握全部

落的最高权威。会议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召集，在民众当中举

行，人们可以公开发表演说，因此，它必然是在群众的影响下

进行工作。这样的政府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是寡头的，实际上

却是代议制民主政体。"②代议制民主的萌芽出现，表明了早期

人类政治生活方式出现了重大变革。人民主权虽然仍抽象地存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灯罚;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8 页。

②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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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以人民当场旁昕酋长会议的形式，间接地发挥着抽象主

权的监督与制约作用，但这种作用实际上已经开始被虚置一一一

它并不能像以前的民族会议那样具有直接的罢免权力和决策权

力。部落中实在的政治权威已经转移到了酋长会议和由酋长会

议选举出来的部落首领那里，酋长会议可以监督和制约部落首

领，但酋长会议的权威是部落中具体主权的重要一极，它本身

并不能代表全体部落成员的全部利益。每个酋长本人，以及每

一次召开的会议，都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不同的利益需要;

而决定重大事项就只能以多数同意的方式裁决，这样，总有一

部分氏族和它的成员的利益和权利受到忽视甚至损害。这种政

治统治的方式不再是人民主权的直接转化形式，而是脱离了人

民主权，开始以具体主权方式实行的准"议会"式的政治统

治。"政府观念的发展始于蒙昧阶段之组织氏族。从它的开始

到进入文明阶段建立政治社会为止，表现出三大进展阶段。第

一个阶段为由氏族选举的酋长会议所代表的部落政府。我们可

以称之为‘一权政府'， ‘一权'者即指会议而言。这种政府

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是普遍流行的。第二个阶鼓为由酋

长会议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平等并列的政府，其一执掌内政，

其另一执掌军务。这种形式的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组

成联盟以后始露头角，而到中级野蛮社会才开始确立。最高

军事统帅的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和总统等职

位的萌芽。我们可以称这种政府为‘两权分立政府'， ‘两

权'者即指酋长会议和最高军事统帅而言。第三个阶段为由

一个酋长会议、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来代表一

个民族或一群人民的政府。……我们可以把这种政府称之为

‘三权并立政府'， ‘三权'者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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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统帅。"①人民大会是某些部落联盟中存在的类似于氏族

会议的人民参政会议，即部落战士和妇女等成年人都有权参

与酋长会议并发表意见而形成的集体议政形式。据摩尔根的

研究，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早期人类社会都具有这种性质的

民主政治形式。②一权政府、两权并立政府以至于三权并立政

府，这是野蛮时代迈向文明社会的基本路径，越是靠近文明社

会，则对最高政治权威一一具体主权的分权越是精细;对具体

主权的分权越是细致，则分割开的各部分具体主权机构相互之

间的控制与平衡效果也越是明显。为了体现早期人类社会中人

人同意的"主权在民"精神，也即国家形态下的人民主权原

则，在部落、部落联盟和酋邦时期，人类已经在自身的社会实

践中探索形成了对具体主权进行分权制衡的传统和习惯一一即

人类政治文明中宪政政制的雏形。这种宪政政制的雏形，对后

世国家形态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以各种转换的

"变体"方式得以保留和传世。"日常事务概由酋长们安排，但

涉及总体利益的事务则须昕从一次氏族会议的决议。会议是从

氏族组织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两种制度并肩流传了无数年代。

酋长会议体现了古人将智慧应用于人事的一种方法。它的历史，

由民族而部落而联盟，正表现了政治观念从头到尾的全部发生

过程，直到继起的政治社会，才将这种会议转变为元老院而递

传下来。"③对国家主权即法理之下最高政治权威的防施与控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95 - 96 页。

②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176 页。

③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67 页。

129 



[
叫
〕

嵌政

制，看来并不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探索政治文明运行机制时

才有的事情;相反，人类从一开始政治生活就即刻从自身经

验中自觉地意识到，政治权威存在着"善治"与"恶治"两

种可能性。因此，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不知不

觉地形成了政治文明的准则:立法之下的最高政治权威(即

国家主权)完全可以而且必须被分权与制衡。

迄今为止，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古希腊、古罗马等部落联

盟晚期城邦国家以及他们所创立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开始，

来探讨人类政治生活及其文明传统，似乎人类政治生活中积

累的政治统治经验只从那个时代才开始。其实不然，古希腊、

古罗马等城邦国家的政治统治经验，特别是人民主权与国家

主权适当分离、国家主权适当分立并相互制衡的政治生活经

验，恰恰是对前国家形态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巳经形成并实

行数千年的政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在前国家形态的人

类早期政治生活中，由于战争需要，军事首领一度成为氏族、

部落联盟和酋邦的主要政治首脑，并以军事统帅之权威，兼

领祭祀、法官和最高行政长官的职能。早期人类政治生活中，

大权独揽对群体利益的危害性已经暴露，为了抵制、消除这

种强大的类似于现代国家最高政治权威的具体主权，人们曾

探索以种种形式将最高政治权威加以分化与制衡。"一个由选

举产生的元老院的形式保留了酋长会议，以人民大会的形式

保留下了阿哥腊。氏族制度下的酋长会议、阿哥腊和巴赛勒

斯显然就是近代政治社会中元老院、人民大会和最高行政长

官(国玉、皇帝或总统)的萌芽。……雅典人用以接替巴赛

勒斯的选任执政官，现代共和国定期改选的总统，都是氏族

制度的天然产物。我们要感谢野蛮人的经验，我们建立并发

展了三个主要的政府机件，现在文明国家的政治方式将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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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件包括在其编制之中，这是非常普遍的了。人类的心灵，

特别是人类所有的个人、所有的部落和民族所共同具有的心

灵，其力量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心灵的活动所遵

循的途径是(而且必须是)彼此一致的，分歧很小的。在空

间远离的不同地区，在时间遥隔的不同时代，这种心灵活动

的结果把人类共同的经验连成了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的线

索。在这种人类经验的伟大汇合中，仍然可以辨认出少许原

始的思想根芽，那些根芽根据人类原始的需要而发展，经历

自然发展的过程后，终于产生了如此丰硕的成果。"①而在古

罗马，对于最高政治权威(即国家主权)的分权与制衡也已

经出现了制度性的萌芽。"罗马由国王统治的时期大约包括三

个世纪，即从公元前 8 世纪中叶罗马建城到公元前 509 年，

在这一年，由于一场贵族家族的‘革命'，最后一个国玉，高

傲者塔克文，被赶出了罗马城。在这一历史阶段内，相继实

行了两种类型的君主制。最古老的被称为拉了君主制，因为

国王属于这一种族;最近的(公元前 616 -前 509 年)被称为

埃特坎尼亚君主制，因为国玉是来自埃特坎尼亚民族的家庭

的成员，埃特坎尼亚是罗马以北的一个富有的和强大的民族。

这两种君主制的每一种，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但由埃特坎

尼亚国王采用的宪法更加重要，因为它们的一些原则在建立

共和之后也被保留下来。最高的军事和宗教首领是国玉，但

对国王的提名，必须得到元老院和人民的确认，并得到神的

批准。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最古老的宪法模式的基本机关。"②

①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

206 - 207 页。

② 转引自〔意〕阿尔多·贝特鲁奇《罗马宪法与欧洲现代宪政} ，徐|萄栋

译， {法学} 199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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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宪法模式的基本机关"，或许是人类早期社会探索宪政

政制的萌芽。

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炎黄子孙，在远古时期的政治生活状

态又是如何呢?摩尔根除了对中国的百家姓之类的家族制做过

少量有限的研究外，没有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入做过类似于对北

美和西欧早期人类政治生活的分析。中华民族的祖先的政治生

活与北美和西欧早期人类政治生活具有相似性吗?或者说，我

们祖先的政治生活方式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对类似于现代国

家主权的最高政治权威(即具体主权)进行分权制衡的原始

政治文明? "在中国历史仁，黄帝、炎帝以前，没有称帝的;

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称王的……玉和帝代表着两种不

同的历史时期。黄帝的帝和帝尧、帝舜的帝一样，实际上是

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酋长的称谓。……可以肯定，

中国的氏族社会末期即尧舜时期，巳进入野蛮期的高级阶段。

这个时期，恰如马克思所说，是‘由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及

最高军事酋长管理人民或民族'的。"①

华夏民族在部落联盟时期的政治生活，对处于国家主权

地位的最高政治权威实体并没有采取由单一个体或机构来担

当的制度安排。"按照中国学者传统理解的军事民主制理论，

这个时期的中国应当还有一个权力机构:人民大会。"②人民

大会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中国更早的文献记录中的"禅让"制

度。"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

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③这种民主制度

① 金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第 2 -9 页。

②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02 页。

③ 班因:' {汉书} (第 10 册)， {盖宽饶传} ，颜师吉注，中华书局， 1962 , 

第 3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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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民大会程序是可信的。不仅如此，中国早期政治生活

中还有"咨四岳"的治理方式。"{尧典》中的‘四岳'就应

当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解释，是‘四方诸侯'，因

而，‘咨四岳'就是召集部落联盟首长议事会。"①这种"咨

四岳"就相当于"酋长会议"，是与尧舜禹等最高行政长官并

列的最高领导集体;没有"咨四岳"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会

式的表决，尧舜禹等首领不能单独实施政治统治。重要的是，

中国古代社会也出现了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普遍的最高政治

权威(即具体主权)三权分立的现象:处于首领地位的"尧

舜禹"，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咨四岳"程序，发挥公民表决

作用的人民大会，等等。中国早期政治生活中对于具体主权

的分权与制衡的突出事件就是选举与确立最高行政长官。"明

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

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天子既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向天下之义，

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

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

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

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

右将军大犬，以远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②

古人以传贤不传亲，并设立三公、左右将军大夫等方式，将

最高政治权威之具体主权分为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几个实

体;这几个实体之间的政治职责各有所专，但相互之间并非

等级制的单向度的线性权力关系，而是类似于网状的平等、

① 易建平: (($落联盟与酋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02 页。

② 《墨子·尚网中))，见吴毓江《墨子校注} ，中华书局， 2006 ，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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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等对抗性的多元权力体系。

特别是到了中国古代的周王室后期，也即临近中国古代

酋邦时代的结束之际，周王室与诸部落联盟的关系处于一种

松散的邦联制度之下，权力的网状特征明显。周王室"制截

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与邦以作邦国;建

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诸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

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

以九伐之法以正邦国"。①当然，周王室最后的衰落也给后人

以另类的启示，即极端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的泛起，往往导致

国家主权的最后失衡，从而引起争夺与控制最高政治权威之

国家主权的战争与动乱。可见，周王室时期及其以前早期中

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不是没有分权与制衡，反而大量广泛地

存在着对国家主权的分权与制衡现象一一-只不过分权与制衡

的效度还没有达到现代人所谓的宪政政制层面。中国古代周

王室时期"王权"虚弱，不可能形成国家主权高度集中的极

权政治，而只能演变到国家主权相对分散甚至于出现国家分

裂、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一一-这是国家主权分权与制衡问题

的另一面。这个现象说明"先秦时期，周王室、方伯、诸侯

国、附庸国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予以明确。周王室享有的

诸多权力是礼节性的，是礼仪上的需要。周王室并没像现代

国家那样，建立中央集权制，而只是通过分封给诸侯一定的

名分。这并不说明只有周王室是惟一的主权者，其他诸侯都

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②因此，中国商朝早期，商玉的统

① 《周礼·大司马} ;转引自程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第 96 页。

② 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三联书店， 1994 ，第 41 -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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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力就受到所谓"方国联盟"、神权和族权等的制约，早商

时期所谓的"方国联盟"甚至还实行斯巴达式的"两头制

度"，后来还实行过可以称作"上古时代民主政治的遗存"的

"两王并存"制度甚至是贵族选举制度或者轮流坐压制度。①

"商王权力受到的似乎不仅仅是随意的‘制约'，而十分可能

是一种制度化的‘限制'……殷商的制度看来并非商王一个

说了算，王在决策中的作用似乎并不比作为集合体的卿士与

庶民大到哪里去。……至少在某个层面上看，殷商的决策制

度似乎也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而不是元卡(王们

就可以决定一切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事实上并不一定得到

严格遵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至少从形式上讲，这是一种

非专制的制度。……概括地说，在这一个时期似乎可以找出

两种谢维扬称作‘集体性质的权力点'的会议:国人会议与

诸大夫会议，分别相当于别处所谓的民众会议和长老会议或

者说贵族会议，曰:‘朝国人'，‘朝众'，‘朝诸大夫\‘聚

诸大夫'之类。这两种会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邦国大事上，

如邦交，如用人，等等。《周礼·小司寇》所谓:‘一日询国

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

分。"②有学者根据我国现存古代政治制度典籍文献，指出

《周礼·小司寇》、《左传》和《尚书·盘庚》等史料，反映

① 《礼记·王制}: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

连有YljJ 0 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

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YljJ ，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

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日二伯。"转引自杨天宇《礼记译泼》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第 144 页。

②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507 -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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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国家形态确立前后时期的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建立起类似

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大会制度。"可以肯定，中国的民族社会

末期即尧舜时期，已进入野蛮期的高级阶段。这个时期，恰

如马克思说，是‘由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及最高军事首长管

理人民或民族'的。"①在这个时期，人民主权仍对于国家主

权之主要象征的"帝"位一一即氏族首领一一一具有绝对的控

制与监督权。"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

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②前国

家形态的中国早期政治生活习惯已经演化成为由公民大会集

体实行传贤不传子式的"禅让"制度。

总之，在人类早期政治生活中，无论东西方，差不多都

曾经有过人民主权直接转化为国家主权的历史现象，有过后

世人民主权逐渐抽象化，而最高政治权威之国家主权逐渐被

分权与制衡的政治生活经验。

"政治嵌入"的法律困境:华强北自睡个案

(一) "政治安排"中的主权空间位置

安徽省宣城地区私营企业主在既有现行体制内被"政治

安排"的地方性经验表明，在国家主权力量主导下的公民政

治参与，往往不能表达公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公民参与的合

法性并非完全来自国家主权的授予与让疲;公民政治参与的

合法性源于人民主权对于国家主权的先决条件。以深圳市福

① 金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第 9 页。

② 班固: {汉书} (第 10 册)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1962 ，第 3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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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区华强北商业街①(参见图 13 与图 14 )商人的公民参与为

例，国家主权主导下"政治安排"式的公民个人政治参与，

在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会向着以公民自由结社为主要特征的

民间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方向演进。

20 世纪 80 年代前，深圳市华强北所在地是名叫"上楼

① 华强北原名是"上场岭"地区，面积仅有1. 2 平方公里。它经历了四个

时期。一是改革开放之前，它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芜山岭。二是"固有

企业"工业自治时期。"上场岭"地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被政府规划

为"轻工业区"土地均无偿划拨给"空降"而来的中央、省市国有大

企业。他们身份特殊，政治地位很高，故直接与新设立的深圳市党委政

府打交道;而与初设的基层政权组织没有业务往来。三是"商人自治时

期 "0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上涉岭"地区渐成为深圳市中心地带，

"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只得纷纷外迁，空下大批工业厂房;五湖

四海的私人商业资本自发进入这个地区，催生了"华强:lt" 商业街诞

生。 1997 年底，商人自发组成维护自身利益的"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即"诉苦会") ，而华强北商业衔的商业经营定位并不为"官方"认可

( "官方"坚持"上坊岭"地区是规划中的"工业区

已变成新兴"商业区"的现实) ，故未设管理机构。 1998 年成立的华强

北管理服务中心是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缺乏行政权威。四是"宫"与

民共治时期。 2001 年 3 月，福田区政府设立"华强北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即华强北第一个行政机构; 2003 年 5 月成立华强北商业街党委、

华强北工会委员会(含女职委、经审委)。由于"管委办"比华强北草

根民间商会活动时间晚，且缺乏党政团工青妇等完整的管理机构，它不

得不与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协商合作，以利于公共行政与社会管理等工

作的有效开展。深圳市中心区福臼区华强北商业街，系由原来的国有工

业区转变而来。来自五湖四海的私营商人进入华强北商业街之后，由于

当时的深圳市政府部门没有及时承认"上涉岭"已经开始转变为商业街

的事实，以及"官方"单方面对华强北商业街实施改造等原因，商人们

自发组织起来，其商人自治组织经历了华强北商家联谊会("诉苦会")、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华强北离家协会等三种形态，文中统称之为

"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以与 2004 年 12 月 3 日注册登记合法化后的正

式组织"华强北商会"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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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华强北前身"上涉岭"的空间位蠢 (1984 年以前)

图 14 华强北的空间位置 (1984 年以后)

岭"的旷古荒野，①原来是一座山丘，是城区居民摆放盛着先

人遗骸的"捡经罐"的专用地方。② 20 世纪改革开放之初，

它被地方政府规划为国有工业区一一"上捞轻工业区"，除了

杂草丛生、热闹的工地和刚刚转响的机器外，没有什么居民，

出现在这一带地区的，除了国企工人，就是外来流动人口。

① 编号 BJ-84: 第二次田野时采访刘志平记录节选，建基集段i上惨轻工业

区管理处主任刘志平办公室， 2005 年 7 月 6 日。

② 编号 BJ-84: 第二次采访刘志平，建基集团上惨轻工业区管理处主任刘

志平办公室， 2005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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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深圳市政府重新划小了办

事处，将"上;惨轻工业区"一带划入设在东北方向约 1 公里

处的"因岭街道办事处"，并首次从政策上规定了这些新设立

机构的行政管理范围、权限、内容和要求。① 1985 年 3 月，

"上唠办事处"撤销，成立了"上唠管理区"; 1990 年 9 月，

"上捞管理区"撤销，成立了"福田区"。但工业之梦"罢花

一现"，仅仅 15 年之后，大批私营商业资本进入这一地区，

其后不到 10 年时间竟一跃而成中国最显赫的商业区之一，年

销售总值早已超出 400 亿元，销售总额位居中国商业街之首。

这一世界商业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是华强北私营商人与福

田区地方政府长期良性博弈的结局。

福田区地方政府在看到"上培岭"地区已经转成为新型

的私营商业街区的事实时，及时调整原来的规划与公共预算，

决定适应"上增岭"功能的这一变化，要把它"打造"成为

一个现代化的商业街。

华强北商人自治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华强北商业街。在

改革开放之前，村里人叫它"上站岭"一一一个元人问津

的荒岭;不仅"元国家"而且"无历史"。"元国家的社

会"在传统上由身居其中的村庙等祭祀组织负责村庙祭祀

① 编号 GF一107: 福 æ lK档案馆， FC1 全宗 83 年 4 卷 6 号文件，第 27 - 29 

页，深圳市人民政府上坊区办事处文件， <<关于划分街道办事处的通知》

(北区发 [1983] 6 号) 1983 年 11 月 9 日。

该文件称"撤销上场办事处，将原上场办事处管辖地区划分二个

街道办事处。因岭街道办事处:辖区为中轴中路以北，红岭路以丽，海

花村[在丁-步工业区以西不到 1 公里处]以东。包括园岭新村、七星印

刷厂[上l步工业区 105 栋楼，现在j顿也家所f 场]、沟关宿舍区、三岔

口工业区和大 111旅游区。街道办事处是民委、[军办事处的派出机关， }I昂

县区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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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在宗教活动中再造当地社会秩序。①但华强北商

业街的"前身"一一"上楼岭"一一则堆放着一排排盛装

死人经骨的"捡经罐"，是为"无国家"社会秩序中的空

间坐标。

"上坊岭"原来地处偏远的山村荒岭，改革开放伊始大建

工业区后，原有村落习俗和乡规民俗等传统权威迅速消退，

外来工业"拓荒牛"成为本地区的"新居民";"人造"的工

业文明经历短短 15 年的繁华之后烟消云散，来自五湖四海、

互不相识的私(民)营商人和个体商贩扎堆此处做起专卖，

终于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而后，"上楼岭"被卷进人

口、业态、文化、体制和社会秩序急需重建的激变时代。从

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 10 多万民众扎堆在1. 2 平方公里的商业

街，他们大多互不相识，既没有内地传统的人情世故，也没

有基层管理机构位居其中;他们是一群没有归属、没有单位、

没有根基的"自由民"。到 1999 年为止，华强北商业街唯一

的政府机构是代行政府职能、实行事业编制的华强北管理服

务中心;它面对着的是更多的外来人口、更快的人口流动速

度、更雄厚的私(民)营资本、更高的经济外向度等骤变因

素，华强北商业街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难以在短时间里有效

建立。华强北管理服务中心第一任主任黄桂芳，也是华强北

唯一的政府官员兼事业单位负责人很快发现，自己初来乍到，

对"治下"的华强北商业街的基本情况不甚了解;而活跃在

华强北商业街上下的唯一社会组织一一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

① 郑振满: {神庙祭典与社会空间秩序> ，王铭铭等主编《乡土社会的

秩序、公正与权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第 169 -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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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一一一倒是愿意帮助他开展工作，他自然求之不得，与之

相处时须得对这个民间组织"高看一眼"。金建东作为华强北

商家联谊会负责人，跟福田区经贸局兼华强北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黄挂芳的接触最为频繁。商人们的根本出发点是华强北

商业街的生意能够越做越好，不仅商场老板极力支持，福田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华强北商业街其他"社会各界"都对这

个新兴的民间草根组织报以默许、肯定甚至支持的亲善态度;

这是华强北商业街里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也是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一个"浓缩

版"，即可以视之为一个"缩影"。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有什么

组织活动，金建东大都请黄桂芳等"官方"代表来参与，遇

"事"更是请黄挂芳来商量。黄桂芳也经常请华强北商家联谊

会的人聚聚，甚至请金建东等人→起开会讨论诸如把"上捞

岭"轻工业区改造成现今的华强北商业街等"大事"。①在

"上楼岭"轻工业区到华强北商业街变迁的时空中，元论是福

田区委区政府，还是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宫"民双方都遵循

习惯而成的游戏规则，在依法办事与"非法"活动之间，游

刃有余地打造着未来的"商业旺区"，同时也无意间重构了传

统体制下无法理解的国家与社会"正当妥协"的互动关系。

(二)草根民间组织"政治嵌入"的法律困境

草根民间组织的"政治嵌入"悖论，实质上是指它的合

法性困境;正是因为草根民间组织的"非法"政治地位，它

① 编号 BJ-38 :采访"女人世界"原总经理、某购物城现任总经理、华强

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东亚购物城总经理办公室， 2004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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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透性政治"嵌入"往往要承受"非法"活动的政治风

险。然而，当下中国民间草根组织的合法化问题，虽然要涉

及合法性理论，但更多的是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 legali

ty) ①和地方政府权威合法性( legitimacy )这两个方面;而这

一点，学界关注得并不多。

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和能

够认同"非法"状态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华强北草根民

间商会的社会基础与正义原则是重要的原因，也说明地方政

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的潜在

意识和实际作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

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

法治国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从而使地方政府权

威与草根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能够相得益彰、和

谐共处。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危机和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泥沙俱下，②并相

当程度上反映在草根民间组织与合法性理论研究方面。在一

个充分强调"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

和能够认同"非法"状态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华强北草

根民间商会的社会基础与正义原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地

方政府业巳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这一危

机的潜在意识和实际作为，则是需要直面的"惨淡"事实。

合法性理论一般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主要指民间社会的合法

① 高丙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2 期。

② 陈光金: {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入手，抓住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 , 

《社会学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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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 legality) ，二是主要指政府权威的合法性( legitimacy )。

国家权威掌控的立法机构颁布法律法规，当然具备合法律性，

但它是否具备充分的正当性，仍是一个合法性悖论;而民间

社会自发的结社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共同体行动基础

上的正当性，但能否为立法机构所接受则是合法性悖论的另

一方面。

因此，无论是福田区地方政府，还是华强北草根民间商

会，都处于以上两种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之中。元论它们怎么

想卸去"非法"的重负，加入到"合法"社会的序列中去，

都遇到了既有相关法规的抵制与拒绝。很显然， "合法"与

"非法"的既有文本法规框架，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华强北草根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新社会现象。为了解决来自

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两个方面合法性危机的困惑，越来越多

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法哲学与法人类学等其他领域，以期拓

展更有效的诠释空间。这就必然要回到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

互动关系的政治文明框架中，来探讨主权在民原则在当下社

会中被现实政治权威扭曲变形的悖论，以及突破困境、化解

矛盾并回归主权在民之法理精神的现实途径。

(三)草根民间组织"政治嵌入"的本土资源

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在 2004 年底注册登记前的 8 年时‘间

里，一直"非法"地在华强北上下公开活动着。华强北商人

自治组织一共三落三起，每一个起落点上都由→个商人接起

来"挑头"做下去。华强北私营商人在 1997 年底、 2000 年 8

月份和 2002 年 6 月份先后成立了"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实

际上是松散的联谊活动，缺乏正式组织的→般要件)、"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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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①和"华强北商家协会"等三个不同

形态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商人们每次都想把它登记了以

求"合法"。在华强北商人心目中，只有履行官方的登记注册

手续，只有被国家权威正式承认，才算是一个"合法"组织。

换言之，在当下中国既有民间组织法律缺失、法规政策不健

全的情况下，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的创始者们，只能幻想通

过自身的努力，采取变通的方式走上"合法"之路。

后来我②起草了一个联谊会章程，不知后来还有没有了 υ

我起草了一个联谊会章程。

(就是说 1997 年就有了章程?)

不是 1997 年，那是后来， 1998 年到 1999 年的时候。

〈好像是 1998 年初吧，因为你这边托给董关平的时候，

没有两年，不到嘛。〉

对， 1998 年初。我想起草章程，是我们觉得想正式成立

一个会了，想正式成立一个商会了，才起草这个章程。那个

时候我曾经谈过，我们说成立一个商会，到市政府去试试看。

市政府说到民政厅，哦，当时叫民政局。

(您去过吗?)

① 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的第一任(非正式) "挑头人"是金建东，他任召

集人时，华强北的商人群体还只是一个沙龙性质的"轮流坐庄"但对

外称"华强北离家联谊会"是一个听起来很规范的社会组织，很容易

使人产生一些歧义。第二任"挑头人" (介于非正式与正式之间)是董

关平，他吸取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之处，夜华强北商家联谊会之后加上了

"筹委会"三个字。因为既然商人们的组织是一个筹委会，就说明还没

有必要马上登记注册，虽然没有登记注册，却可以因为筹备工作而"合

法"地开展一系列的社会工作，这就使 l商人们的活动空间得到大大拓

宽，华强~~商业街里的社会认同也倍增。

② 指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第一任负责人金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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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我专门到民政局去过。就在那个红岭路那个地方。

(到区民政局 7)

市!市民政局。到区民政局没有用。

(他们当时是怎么答复的呢7)

他们答复说哩，商会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就是有它的直

属机构，直属机构来领导。

(当时是谁接待您的呢7)

就是它有个商会的一个，叫什么，关于成立商会，可以成

立商会的这个部门。可能是社团什么什么的。他还说哩，要成

立商会可以，第一，你必须是有一个单位来同意你，支持你。

(叫主管单位。)

哎，主管单位，要同意你成立。第二，不能跨行业。

(所谓一业一会，一地一会。)

哎，对，不能跨行业。他说，你们这个华强北，垮行业

了。不行。属于哪个单位你就拆开给哪个单位。基本上就是

否定的嘛。但是我们说不能拆开啊，我们怎么能拆开?拆开

就没意义了嘛!是不是7 !哈哈哈……我们没有隶属单位。我

们说，干脆，就成立个联谊会吧，从那个时候起哩，搞了一

个联谊会的章程。怎么成立，怎么交会费，那个时候才策划

这个事。反正那个时候我起草了一份，当时大家都传过，都

看过，修改过意见。现在放哪儿去了，说不清楚。然后再说，

那个时候也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大家哩，在一起议过这件事

情。后来越来越淡化。但是有这个章程，当时都签字的了，

你[注:指黄建跃]签了，很多人签字了的，都签过字。

(有没有盖章呢 7)

那倒没有。

〈因为那次注册没有成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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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可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相互联谊，

大家提提问题。①

如果说，一开始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是迫于经济利益而

不自觉地"干预"起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以此来维护自身

的经济权益，这种"政治嵌入"还是一种商人的本能反应;

那么，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采取行动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

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政治权益，这种"政治嵌入"则是一种商

人政治自觉的表现。在华强北草根民!可组织的最初阶段，它

的"政治嵌入"的手法则是变通名称，以"联谊会"形式获

取了"合法"的生存权。

但是，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正式对外使用"华强北商家

联谊会"这面"旗帜"，还是两年以后的事情。那时，金建东

因生意上的事远走成都，董关平走马上任，担纲起华强北草

根组织的第二任负责人，并正式享受了"会长"的政治待遇。

通知

商城(代表)

现定于 2000 年 8 月 25 日下午 6 点假座，振兴路"客家

王"二楼冬梅厅召开"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成立大会。

会议议程:

一、宣布筹委会正式成立。

二、讨论联谊会会标的确定。(会标提供几种设计方案，

各商家也可提供)

① 编号 BJ-15: 采访"女人世界"原总经理、某购物城现任总经理、华强

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黄建跃先生在座时也不时插话"北

京菜馆"北海厅， 2004 年 9 月 29 日晚[泼:笔者问话的内容都放在

( )之内，而第三者插话的内容均放在< >之内，下文同]。

146 



广一一寸

第二章 "政治嵌入"中的人民主权
L一__j

二、对联谊会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四、联谊会计划于中秋节或十月一日国庆节进行一次大

型活动(请各商家提出方案)。

五、对华强北的改造和整治的建议。

备注:筹委会地址:设深圳儿童世界五楼

筹委会秘书处秘书(联络员) :陆俊宇小姐

联系电话: 3221547 传真: 3230436 

与会人员(注:商家会员代表) : 

j顷电

创新名电

华强电子世界

女人世界购物城

邀请嘉宾:

福田区政府某副区长

福田区政府某副区长

福田区经贸局某局长

华联商城

国际电子城

万商商城

儿童世界

新大好时装城

嘉年广场购物城

女儿国购物城

大百汇商业城

深圳特区报 某记者

深圳晚报某记者

深圳电视台 某记者

华强北商业服务中心某主任 深圳商报 某记者

红荔派出所某所长

请届时准时出席，谢谢!

深圳市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二000 年八月二十二日①

① 编号 GH一1: 深圳市华强北商呈交联谊会筹委会，召开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筹委会成立大会的"通知" 2000 年 8 月 22 日。董关平在"华强北商家

联谊会"之后加上"筹委会"是策略性做法，旨在表示自己的组织活动

没有注册，只在"筹备"之中，因此具有"合法性"。 但该组织对内对

外活动中，经常有意无意地不提"筹委会"三个字，只是在面对"合法

性"问题时才强调还在"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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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就这样采取邀请官方领导、新闻媒体

的记者友人到会的形式，宜告了自身组织的合法性，这种"政

治嵌入"方式显得温情脉脉，其乐融融;与政治参与地方性公

共预算中的公开讨价还价的做法迥然不同。所以，华强北草根

民间组织的"香火"得以延续多年，其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

影响也越来越深。据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最初的统

计，华强北主要的大商场约有 20 家，其中除极少数的 3

家属于固有企业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商家属于私(民)

营商业企业，而且它们都是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的主干会员

单位。①在华强北正式的官方组织"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

① 编号 GF-547 ，参见华强北管委办于 2001 年 8 月份统计的最初的较为准

确的"华强北商业街情况简介"的部分内容。其中属于华强北草根民间

商会主干会员单位的私(民)营商业企业，在其中名称之前以"食"

标记。

华强北主要商场简介: (1) 食"顺电家底f 场"是中国首批通过

国外认证机构(英国 SGS) 审核并获得 IS09002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的家

用电器零售连锁企业之一。该商场经营面积 10300 平方米，员工 1100

人，共 3 个直营店(东门、南汕)和 1 个家电医院(市一级维修企业，

60 多家园内外知名电器公司的售后服务特约维修点)。据调查，顺电在

全市电器消费市场占据的份额达 10% 以上，年销售额 20 亿元。"买家

电，到顺电"已成为深圳市民购物首选商场。 (2) 食"女人世界"于

1995 年 11 月成立。经营面积近万平方米，商户 450 余家。主要经营化

妆品、服装、床上用品等，已连续两年被评为省市级文明市场，年销售

额 1 亿元。 (3) 食"男人世界"、"儿童世界" "男人世界" 1997 年 3

月成立，经营面积上万平方米，拥有商户 300 多家，是深圳第一家以性

别作为买点的主题商场。"儿童世界"成立于 1999 年 7 月，经营面积

4000 平方米，拥有商户 140 家，是华强北最大的儿童主题商场，主要经营

儿童产品。 (4) 食"华联商城"经营商积 5000 平方米，商户 300 多家，

是华强北唯一的既是离家又是业主的国有企业，年销售额近亿元。但是，

从 2001 年 8 月 1 日起，巳由私营性质的深圳金宝城投资有限公司(男人

世界)接手经营。 (5) 肯"新大好时装城": 1996 年 5 月开业，面积

10000 平方米，商户 438 家，主要经营化妆品、服装、皮具、(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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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办公室" (简称"华强北管委办"，下向)正式进驻之

(接上页注①)美容、儿童娱乐城等; 2001 年 8 月接手已破产的食"女儿

国购物城"及其后面的→栋厂房，统一装修，整体包装。 (6 )食

"大百汇商城"成立于 1997 年 9 月，是一个以经营服装、通信产

品、鞋帽等产品为主的综合商场，面积 4000 平方米，商户 250 家。

(7) 食"华强电子世界" 是一卒个拥有 38800 平方米经营场地，共

2800 多个铺位，近万名就业人员的大型电子、电脑专业市场;年销

售额 20 亿元， 1999 - 2000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省市文明市场。

(8) "赛格电子配套市场": 1988 年成立，面积 45000 平方米，商

户 3000 多家，场内代理国内外 100 多个品牌电子名牌产品，成交额

占全国电子产品成交总额的 1/3 ，年销售额 40 亿- 50 亿元。

(9) 食"国际电子城": 1995 年 5 月兴建的大型专业市场，经营面

积 5000 多平方米，商户 200 余家，主要经营通信器材及自己件、电

器、名优家电视听产品。 (10) "通信配套市场" 1999 年 7 月开

业，商家 150 户左右，主要经营通信产品及配件。 (11) "工业品展

览中心"成立于 1990 年 6 月，是市经发局牵头创办，用来展示深

圳工业产品，为企业服务的窗口;经营面积 900 平方米，商户 90 余

家;主要经营电器、通信产品、礼品等。( 12) "免税珠宝"成立

于 1999 年 9 月，经营面积 1300 平方米，主营金银珠宝、名牌子表

等，汇集国内外近百家首饰名牌精品，共 8 大类 3000 多个品种。

( 13 )食"远望数码城": 2001 年 8 月 13 日开业，面积 9000 平方

二米，经营定位在高科技产品的销售;该商场提出 1 + 1 > 2 的经营思

路，即→个商铺加→个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每天 24 小时对外开放，

方便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 14) "曼哈商业"成立于 1995 年 5

月，经营面积 6000 多平方米，商场以"人体包装，服饰专家"为

经营定位，引进国内外 100 多个驰名品牌的男女服装。( 15 )食

"创景名店坊成立于 1996 年 5 月，营、IIt.面积 2000 多平方米，主

要经营品牌服装。(16 )食"万商电脑、电器、通讯城" (简称

"万商") :面积 19000 平方米，商户 500 多家，经营三大类产品;

年销售额 8 亿多元。( 17) "真宝总汇门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面

积 3800 平方米;经营定位于珠宝名牌展示、厂商直销、珠宝自己套服

务、珠宝交易会所。( 18) 食"铜锣湾购物广场"面积 30000 平方

米，月营业额 2000 万元，其销售特点是，采用美式"模尔"

( MALL) 销售方式，即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等集于一体，做到

"→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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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①实际上代行了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作职能，获得了上上下

下的一致认同。在"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开进

华强北，成为该区域唯一合法的政府机构后，华强北草根民

间组织的社会活动仍在进行，但不再是主导华强北事务的正

式组织。 2001 年初，华强北管委办也备份了一份华强北商业

街草根民间组织"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成员名

单"，②这份名单上的发起单位与它初创时略有出入，因为华

强北是"商海"，商家的沉浮与废立是家常便饭。

这样，华强北"两驾马车"主导华强北经济政治文化的

局面初步形成，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就只差了"登

记注册"这一道形式上的手续。

但是，随着华强北管委办对于华强北商业街的管理越来强

势，它的权力"胃口"也越来越大了，并试图以政府权威"改

造"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使之"合法"化为"华强北商会"。

这是传统政治中体制内"政治安排"一切事务的做法在民间组

织这个问题上的习惯性延伸。此时，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业已

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华强北商家协会"，主要负责权也

① 编号 GF-80: 参见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01 年 5 月 28 日

《关于刻制深圳市丰富回区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财务专用章的

申请>> ，该申请称"深圳市公安局:根据福编 [2001 J 13 号《关于华

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机关编制问题的批复>> ，因工作需要，需

刻制‘深圳市福回民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财务专用章'一

枚，请予批准。"

②编号 GF-548: 参见华强北管委办备份的"华强北商家联谊会会员"

(实际上，此时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的对外名称是"华强北商家联谊

会筹委会")。这 16 家商业企业是女儿园购物城"、 "男人世界"、

"儿童世界"、"女人世界"、 "国际电子城"、 "华联商城"、 "顺电"、

"赛将广场物业"、"嘉年广场"、 "紫荆城"、"万源实业

业"、"新大好"、"创景名店"、"音乐无限"和"万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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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到这个组织的"三朝元老"级的"挑头"人物黄建跃手

中。黄建跃于 2ω2 年 8 月 12 日召集 9 名主要商家代表成员对华

强北管委办提出的"华强北商会"方案进行磋商，结果意见不尽

统→。黄建跃在这次专门会议上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关于工会(指政府要求成立的)、党支部和商会(指

政府要求成立的官办色彩的"华强北商"，下同) ，企业

各自需要不同，不能强求。要由商家自愿，看条件是否

成熟，对企业是否有帮助，有，则成立;但如果是为上

位者作宣传招牌，则不成立。

商会是政府组织，从政府的职能看:协会(指华强北

"草根"组织，即"华强北商家协会"，下同)可提高政府

职能，而商会的职能在萎缩。协会更突出，商会则受限多。

协会的发展潜力最大，商会的人员很浮。协会可做法律允

许的很多事(因为元官方性质) ，做对商家有好处的事，

也可随时撤掉;而商会因性质不同，管理是否通畅。协会

做事代表大部分意见。成立商会应支持，但不等于今天就

加入O 把商会落到实处有好处。政府派秘书是他的，会长

只是摆个样子。区商会要做出榜样:华强北商会是政府控

制还是商家做主?商家不是一盘散沙，有协会组织对商家

会重视很多。如商家信得过比协会精简，不要政府安排

人进来。否则会长都会是他傲。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愿

意就再维持(协会) ，不愿就报(协会)。①

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政治嵌入"华强北商业街甚至

① 编号 22-67: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2002.8. 12 会议纪要} (协会文件编

号 200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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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深圳市的政治时空，华强北商家协会采取了与华强

北管委办联合举办足球运动会等体育比赛活动，与市区有关

政府部门联合举办各种慈善活动和文艺汇演等方法，公开持

续地演绎着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身份。尤为特别

的是，他们自行印制华强北商业街第一份专门性质的新闻

"传媒"一一《华强北商家简报} (以下简称《简报}) ，并向

华强北商业街、福田区甚至深圳市有关部门发行的系列活动，

把草根民间组织的"政治嵌入"引向了深入广泛的政治参与。

我(指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黄建跃)傲的时候呢，

就开始做《简报》了。就是把商家的一些问题啊，或者

商家的一些经验啊，或者商家的动态啊，就基本上有一

个简报。有时候送去给他们做参考。

(你们是送给他们还是寄给他们?)

寄得多送得少。

(区的政府部门离你们这儿是远还是近呢?)

也不能算很近吧。(笔者步行到华强北西北端坐公交

车 303 路，需要近 30 分钟的时间，当时车资人民币 2 元;

打的士则需要 20 多元钱)。

大部分的话呢，区政府的职能部门是通过信件寄过去

的。管委办(指华强北管委办) ，很近的话，是送过去的。①

2002 年 6 月到 2003 年元月初这半年里， ~简报》是"上

培岭"地区唯一履行公共职能的"新闻纸" (在这份《简报》

① 编号 BJ-1 (1): 采访黄建跃、林ÌlÙ斌，华强北商业街"北京菜馆"香

山厅. 2004 年 9 月 21 日。此处引用的内容，是以笔者对黄建跃的采访

录音整理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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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华强北管委办也如法炮制，定期印制专门性的工

作总结材料，上报领导并散发华强北有关部门) ;它每月一

期，简洁明快，一下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在华强::I~商业

街甚至整个福田区，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华强北商家协会主要成员之一"林灿斌"先

生)基本上每个月协助，是协会助理，就是秘书吧，工

作扎实，每个月搞一个商家简报，通报有关情况，大家

认可，对华强北商业街发展的建议，搞一个这么的简报，

还送给华管办(指华强北管委会办公室)、区政府的有关

部门，得到他们的一个认可。

(认可是什么形式的认可?)

例子很多。打个比如吧，华强北工程二期改造，刚刚

开始，是由那个深圳市规划设计院，搞了两年时间的方案，

华强北商家外立面的工程，灯光工程，做得就像美国的拉

斯维方口斯赌城，我们这个协会基本上是不同意的，因为不

切合华强北商家的实际。最后，政府将请了北京的几个大

学老师，搞了一个课题组，住在这里;华强北二期工程，

就不像以前那样在里面闭门造车了，请华强北商业衔的我

们这些老总，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把我们商家的意见

反馈上去。形式是开座谈会，在"铜锣湾商场"等地方。

在"铜锣湾"召集协商会，何国平、区经贸局等给黄总

(指黄建跃)打电话之后，黄总妥协会的秘书，我们叫会

长助理，通知其他有关商家，转告其他会员参加。

去年(指 2003 年)， SARS 风暴，其实政府还有没动

起来，我们华强北商家协会就已经动起来了。区里的书

记副书记都亲自到华强北来看，对我们的做法给了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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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委区政府重视之前，我们商家已经先动起来了， {简

报》上就开始登了。我们已经做到了政府做不到的工作，

可以这么讲!在政府还没有重视华强北抗"非典"时，

我们已经有《简报》相互通气了，已经组织起来了。因

为如采华强北商业街出现了一例"非典"的话，那整个

华强北商业街就会被封掉了，就没有人来购物了!所以，

我们华强北的商家，除了有社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

"非典"会影响到我们华强北的生意。如采你一个商家出

了"非典"，整个华强北就没有一个人敢进来啊!①

林灿斌是黄建跃的左膀右臂，为《简报》出谋划策;但具体

负责这份材料的是华强北商家协会专职秘书谭瑞芳。这份《简

报》是如何引起福田上上下下的领导关注的?她最有发言权。

我(华强北商家协会专职秘书谆瑞芳)负责的那个

简报，包括简报的一个内容的调整，抄送哪些部门。我

这里有一个抄送的(名单)。一般我们会送到人事部门那

里，都是相关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维权的。

(福田区的区长、书记者F送吗?)

对。区长、书记我们都送。

(你们怎么送的呢?)

哦，我们原来，第一次是先说好。先打电话说好。

他，一般来说，经常会开会嘛。所以要到办公室亲自送。

(是你亲自送过去吗?)

① 编号 BJ一1 (2): 采访黄建跃、林;I:r!，斌，华强北商业街"北京菜馆"香

山厅， 2004 年 9 月 21 日。此处引用的内容，是由笔者对林灿斌的采访

录音整理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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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些重要的领导一般我都亲自 i恙，也正好借此机

会跟他们沟通。

(你能回顾你送给区委区政府送了多少次啊7)

区委区政府应该有，十三四次应该有吧。具体的我

记不那么清楚了。有时候是他们来开会他们顺便带回去。

但是如采包括这个的话，就不止了，就好多次了。

(那他们每次都能收到哆 7)

不是每期都收到。那如果有些东西感觉不是，比如

说，有些敏感的，特别敏感的，不一定会送(给他们领

导) ，相当敏感的。有些这个不是特别重要，这个月没有

什么重大的事情的。

(感觉对领导帮助不大的就不送7)

对，而且对我们反过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就

不一定会送《简报》。送也是针对性的。

(送《简报》就是要产生效果吧7)

对。他们有些东西，他们为我们解决了问题，那我

们在这边同时也是一个表示感谢的一种形式。因为在这

里面有体现嘛，也是表示一种感谢。

(那他们接待你们送《简报》也很客气的哆 7)

接待?一般来说都不会亲自接待。除非是像城管办

小一点的(单位) ，城管办啊，这个一般我们送，基本上

送到他们自己手上，他们来接待的。深圳的政府这一方

面还是做得不错的，都很客气的。当然首先我们自身也

要做好，对人家也要客气，是尊重。①

① 编号 BJ-3: 采访海瑞芳(她当时已离开华强北，在深圳"人人乐商

场"工作) ，华强北商业街"北京菜馆"天坛厅， 2004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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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具谋略的华强北商人，在长期的生意场上的打拼，深

知"广告"效应的重要性;他们还竭力把《简报》的影响扩

张到省内外的其他重要城市。毫无疑问，这种造势，显然把

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的政治参与意识，通过文化传播的形式

"嵌入"更广泛深刻的"场域"①之中。

比如说我们华强北那个商业协会，在小谭(指谭瑞

芳)原来在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简报} ，对那一些深圳

以外的城市，有像样一点的那个城市，比如总商会的单位，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它，跟它沟通，资料都寄给它们。

《简报》寄给它们之后，哎，他们有的打电话来说， (华强

北商家协会)原来在哪儿哩，在华强北，这样可以说一下

就闯名全国了吧。如采说，那个大一点的省市的话，有这么

个机构的话， (我们)寄《简报》跟他们保持沟通，资料寄

给他们，这样子人家就留意这个东西(指《简报})。②

新的社会场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惯习，即通过使多

元行动主体在互相影响中互动的治理方式，来创造所需要的

规范结构和道德秩序;③最终化解双方合法性的困境，实现社

会秩序的重建与和谐社会的治理。华强北商业街中的地方政

府与草根民间商会"合作"与"协商"的社会实践表明，民

间社会能够以某种社会认同的方式"嵌入"当地的社会治理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一一一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第 133 - 159 页。

② 编号 ßJ-12: 采访紫荆城吴副总经理，吴副总办公室， 2004 年 9 月

29 日。

( Van Vliet Kooiman ,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 in K. Eliassen and 

J. Kooiman (eds) , Mαnαging Public Org.αmzatωns. London: Sage , 1993 , p. 64. 

156 



厂一一寸

第二章 "政治嵌入"中的人民主权
L一…J

与政治活动中;传统体制中畅通无阻、威力巨大的地方政府

到民间社会的单向线型管理模式，所体现的"我管理、你服

从;我服务，你接受"式思维习惯，在华强北这 4新的社会

场域并不能起到屡试不爽的作用，相反，它已经向着双方多

维度良性互动与合作的模式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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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办"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的民

间化和自治化活动，特别是新兴社会阶层合群结社兴办各类

草根民间组织活动，日益广泛兴起并如火如荼发展;社会团

体的最扩张过猛，一些质量方面的不规范因素相继出现，暴

露了相关法律体系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与手段相对滞后等问

题。迄今，我国尚无由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有关民间组织的

法律法规;现有的三个暂行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条例> ，其概念很宽泛也不很科学，没有脱离计划

经济观念和体制的束缚;①同时，它们均由国务院下属的部门

制定，并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法律，所以其实质仍

是政府一方的单向管理社会的产物。②政府单方面管理社会的

另一现象是"政治安排"，即对于转型期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公民个人，通过个别吸纳与组织安排的形式

(如私营企业主个人加入中共党组织，被安排当选为人大代

① 保育钧: (勇于改革、大胆实践，探索中国商会改革发展之路)， (民间

商会实践试点研讨会论文专辑) ，无锡社会经济比较研究所， 2004 年 12

月编印，第 4 -8 页。

②浦文昌、荣敬本等: (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 培育发展民间商会的比

较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第 92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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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政协委员，甚至当选中共党代表以及相对的党务与行政

职务，等等) ，扩大了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这种公民个人

政治参与形态，一方面有助于执政党转变执政方式，扩大执

政基础;另一方面则分化了民间社会阶层，即分化了民间社

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新型社会组织自身发育与

成长。

一草根民间组织的"主权"地位

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兴社会阶层

表达其利益诉求的趋势，并不能囱为执政党"政治安排"

公民个人政治参与的形式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实际上，在我

国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历史大背景和时代发

展大方向下，我国当下大量民间组织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直接渠道，它们虽然不能一时

为现行政府代行最高法理权威所制定的民间组织法规所接

纳，但政府机构也并不对其采取统一的强制取缔政策。因

此，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关民间组织的相关法规不能完全有

效地实施;另一方面，大量民间组织未经地方政府批准也能

有效地承担社会自治的部分功能。这一类未经政府现行法规

许可，但仍可大行其道的民间组织，属于时下所称的"草

根组织"之列。据不同口径不同学者的大致推测，当下我

国草根民间组织约 10 倍于注册登记的"合法"民间组织;

如果不从政治哲学方面橙清这些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的

理论路径，就元法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也无法为

社会自主性与国家主导性双向互动的社会和谐提供精神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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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转型期内，国家权威过于强大与国家能力相对弱

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当下社会约 10 倍于"合法"民间组

织的"非法"民间组织广泛存在，就是十分突出的社会难题，

并由此产生了"合法化危机"。一方面，大批草根民间组织不

能"合法"注册，陷入"合法性"的法律困境;另一方面，

政府管理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出现了"输出危机

法性"的社会困境 O①也即: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都面临着

"合法性"的危机。担负着中国政治领导任务的执政党与代表

着全国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最高政治权威，如不

能及时转变执政方式，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互相联动的政

治哲学高度出发，主导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能够真实反

映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有效互动需求并有利于合法化治理的

民间组织法律法规，则有可能对社会和谐带来严重的双重

"合法性"危机。

(一)草根民间组织"主权"的缺位

NGO 一词，最早是在 1945 年 6 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

的第 71 款中正式被使用的。 NGO 是 Non -Government Organiza

tion 的缩写，直译为"非政府组织"，类似的用语还包括:非

营利组织( Non嗣Profit Organization , NPO) 、公民社会(市民

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 CSO) 、第三部门

口hird Sector) 等，我国官方通常将其表述为"社会团体"、

"民间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党务系统中，把以上不同于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下既有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的，一直概括为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曹卫东等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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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新组织"①中的一种"新社会组织"，因此，"社会团体的

① 参见以下资料:叶笃初: {"两新组织"的党建创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 ? tid = 2ee68 f97 eOcl56bf. "两

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社会组

织"是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社会闭体，指按《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

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

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闭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指按《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

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

务活动的社会。

http://zaixian. shlxhd. gov. cn/website/styleseven/BranchActivityDetaill 

style/7/branchPartyld/ 402811921 bf617 b40 11 bf867842707 a6/ wicket : pageMap

Name/wicket - 0/branchActivityld/40281 f921c69321 fD ll c6a255b92114c; jses

sionid = 2E996CAB599E72AE4B6CEIAB85CBD65 B. "新社会组织~在我

国是指在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主

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

动团队。1.社会团体:是指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

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

利性社会级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固和联合性社

团。不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工商联、中国红十字会、中国

福利会、中国保护儿童委员会、社联、文联、科协、宗教团体等。 2. 学

术性社团:是指主要由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组成的各类学会、研究会

等。 3. 行业性社团:是指主要由经济领域各行业相同的企业组成的行业

协会、同业公会等。 4 专业性社团:是指主要由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专

业人员和专业组织组成的各类协会等。 5 联合性社团:是指主要由不同

利益需求的人群或各类社团组成的联合体，如联合会、商会、促进会、

俱乐部、校友会、联谊会等。 6 行业协会:是行业性社团中的一种，是

由同业经济组织以及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 7. 民办

非企业单位:是指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由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

举办的，从事非营利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所属行

业划分为教育事业类、卫生事业类、文化事业类、科技事业类、体育事

业类、劳动事业类、民政事业类等。 8. 基金会:是指利用(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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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环境密切相关。"①

这一方面，研究民间组织成困的西方理论成果众多，其

中有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 (Burton A. Weisbrod) 

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

(Henry B. Hansmann) 提出的理论合约失灵理论;公共政策学

者、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赛拉蒙( Salamon) 提出的第三方管

理理论;以及吉德伦、克莱默和赛拉蒙( Gidron , Kramer , 

Salamon , 1992) 等人提出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

理论;等等。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研究出现一个接

一个的热潮，这是中国转型期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

影。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

完善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民间组织特别是未经

合法登记注册的所谓"草根民间组织"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源源不断。如 1980

(接上页注①)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属于民间组织。其公益性主要表现

在它不为特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谋利，强调的是社会公众的广

泛受益。 9. 社区活动照队:是指以社区群众为主，因文化知识、兴趣爱

好、强身健体等不同需求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没有绞过社团管理部门登

记，但在街道社区有关部门备案的群众性组织。 1ωO. 中介组织:又称

"市场中介组织

三方身份受托而为，起桥梁或居间联系作用，运用专业技术开展智力性

服务的机构。 1 1.非营利机构:指创办的目的是为了生产货物和服务，

但不允许向成立、控制或资助它的机构提供收入、利润或其他财务收益

的法律实体或社会实体。

( David S. Meyer and Douglas R. 1m毡 "Political Opputunity and the Rise and 

Decilne of Interest Group Sectors" , 50ciα1 5cience }ournα1 ， 1993 (30) , 

pp.253 … 270. 

② 李熠煌: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人文杂志} 2刷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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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事[l县成立的养蜂协会、 1980 年广东省恩平县牛江镇

成立的杂优稻研究会，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最早的

NGO，即第一批自下而上的草根 NGOoCD 1980 年四川省通江

县农村出现的银木耳研究会则是所知最早的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② 1990 年世界价值调查(W orld Value Survey) 的结果显

示，约 27.6% 的中国人参与了一个或多个社团。受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委托，中国有学者在 2001 年对中国人的社团参与率

进行调查，结论是约 23.9% 的中国人参与了各类社团活动。

因此推断，中国也构成了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③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更由于

社会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性与一致性，中国的民间组

织产生与发展，特别是草根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呈现古

今中外都罕见的特征。有学者比较了法国、日本、比利时、

匈牙利、美国、新加坡、印度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

的非营利组织数，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只有1. 45 个，这一数据

法国是1. 3% 、日本1. 5% 、新加坡 10% ，即使与我国台湾地

区相比，也只为其 15.5% 。④同时，截至 2004 年底，我国每

万人据有民间组织数 2. 2 个，而其他国家同期则要比我国高

出很多，如法国每万人拥有民间组织数已超过 110 个、日本

近 100 个、美国超过 50 个、阿根廷超过 25 个、新加坡达到

① 杨纷: {草根 NGO: 黎明前破冰之旅>， {中国质量万里行> 2∞6 年第 10 期。

② 李伯 )11 、伍国辉: {农技协:草根性质、乡土气息的科学校回>， {z王南

科技管理> 2006 年第 5 期。

③ 王绍光、何建宇{中园的社朋革命一…中国人的结社版图>， {浙江学

刊> 2004 年第 6 期。

④ 王名等: {中国社团改革一一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1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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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 个、巴西为 13 个。①这说明，目前我国对民间组织的社

会认知程度还比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草根民间组织"具有一定的特

指性，即指当下我国广泛存在、大行其道但未获注册登记的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挂靠政府部门、隶属单位

内部和纯粹白发自治等三种类型。

英语世界中，除了以上关于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的研究

成果外，对于"草根民间组织"也积累了相当广泛的学理成

果。②但是，英语世界中的"草根民间组织"与中国当下的

"草根民间组织"，在语义上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

东西方民间组织的"草根"现象，前者出自自身的社会认同

原因，后者出自国家力量对于社会组织的认同原因。当然，

也有相当一部分东西方两个语境中的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的

"草根民间组织"现象给予了关注，并且这种研究在英语世界

的"草根民间组织"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③有学者将民间

① 殷因俊、马京奎: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 {中国统计} 2005 年第

12 期。

② 参见如下资料: John James Kennedy , The Face of "Grassroots Democl'acy" , 

in Rurα1 Chinα Reα1 versus Cosmetic Elections , Asian Survey , Vol. 42 , 

No.3. (May-Jun. , 2002) , pp. 456 - 482. 

Kazoku-Keikaku , Kokusai-Kyoryoku Zaidan (Japan) , Tokya: ]αpαnese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α1 Cooperαtion in FαmilyPIαnning ， Inc. 1994. 

LeslieHolmes , The End of Communist Power: Anti-Corruption Cαmpα'gns 

αnd Legitimαtion Cri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3. 

③ 参见如下资料: 5t怡ep忡han Feuchtw阳aI)鸣B吧g ， War吨 M阳m叩l

ma ,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挝ma♂" The l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62 , 

No. 1. (Feb. , 2003) , pp. 240 -241. 

Laurisa Juliette 5happell , Rhetoric Versus Reαlity: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on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Beijing , Chinα1992. Thesis (A. B. , 

Honors in East Asian 5tudies) , Harvard U niversity , 1992.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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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看做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并且具有一

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组织，①尤其

是那些"草根层次的组织"。②

目前，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象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仍没有制定通过关于我国民间组织的立法法

案，导致中国当下发展民间组织的法律环境一直没有获得

突破性发展。我国在规范民间组织活动方面主要有三个条

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基金会管理条例》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均为政府制定

的行政法规;实际上政府对于草根民间组织的社会管理也

(接上页 i主③) FungChi-ming , History at the Grassroots Rickshαw Pull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50uth China , 1874 - 1992. 1996. Thesis (Ph. D. )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96 

Ca l"ola McGiffert "Law-Bottom-Up Legal Reform: Small Changes Occur

r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May be Just as Important as National-Ievel Legisla

tion in China吉 Efforts to Modernize its Legal System" . , The Chinα Business 

Review.29 , No.3 , (2002): 38 (4) 

Michelle Suzanne Mood , Politicallmplications of Economic Transitions the 

Grassroots Politics of lndustrial R矿òrm in Rural Chinα I 1996. Thesis 

( Ph. D.) -Cornell Univers町， 1996. 

John James Kennedy , "The Face of ‘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Real Versus Cosmetic Elections. Asian 5urvey 42 , No. 3 , (2002): 

456 - 482; Unive l"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2 

James Derleth , Daniel Koldyk , "The Shequ Experiment: Grassroots PO 

litical Reform in Urban China" , }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α ， 2004 

(41): 747-777 

Peter Hays Gries , Stanley Rosen (Ed. ), 5tαte αnd 50ciety in 21 st Cen 

tury Chinα: Crisis , Contention ， αnd Legitimα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004 

① 孙志祥: <<北京市民间组织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② 王名等: ((中国社闭改革一一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1 ，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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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参照了以上三个主要条例。其主要特点在于"双重负责

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最早于 1989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中确立，并在 1998 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得到强化。①

这一社会管理体制是导致当下我国"草根民间组织"广泛存

在的主要政策性原因，而深层次原因则主要表现为我国政治

体制改革没有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相适应，特别表现为当下

中国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互动的法哲学原理没有得到广泛

认同。

从数量上看， 20 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日益繁

多的"草根组织"现象极为关注。②这些组织大量充斥在社

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因无法"正名"和统计，故名日繁多、

数据不一。

仅仅以乡村非政府组织为例，有学者将民间组织划分为

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合法的三种类型，并分别考察了它们在

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和功能。③已登记的和未登记的农村

非政府组织在 20 世纪末就已达到 300 万个以上;其中大多数

① 参见以下资料:仇加勉、赵蓬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管理实

用全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0 

范克新、肖萍 : {社会团体工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0 

郭建民、尹小满主编《中国社团概论>> ，华文出版社， 2002 。

② 参见以下资料: David Strand , Rιckshαw Beijing: City People α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1989. 

王颖、折晓叶、孙炳耀: {社会中间层一一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

织>>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3 0 

③ 张呜 : {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 (1903ω 1953)} ，广西人民出

版社， 2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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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非政府组织属于没经合法登记的"草根组织"，①其数

量约占全国当时非政府组织总数的 2/3 以上。②另据研究民间

组织的部分社会学家的估计:对我国县级以下各类民间组织

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 但保守的估计至少在 300 万个以

上。③为数众多的"未登记的" "草根 NGO" ，约占全国非政

府组织总数 213 以上。④"未登记或转登记的 NGO" 在数量上

约 10 倍于合法登记者，其中大多数未经登记的民间团体在国

内外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被视为中国 NGO 的代表。⑤改变

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相对紧张的不利现状，主要是要解

决草根 NGO 如何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的问题，而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如何解决约 10 倍于登记数量的民间组织的"非法"

① 参见以下资料:王名等: {中国社团改革一一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0 

StephanFeuchtwang , Wang Mingming , "Grassroots Charisma , Four Lo

cal Leaders in China" , The }ournal 01 Asian Studies , Vol. 62 , No. 1. 

( F eb. , 2003) . 

② 俞可平: {中国民间组织与治理: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生村为例} ,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2000 年夏季号。

③ 俞可平等: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2 ，第 300 页。

④ 俞可平等: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2 ，第 30 页。

同时参见以下资料:盛儒: { "草根民主"的足迹}， {中国改革》

2002 年第 2 期。

朱健刚: {草根 NGO 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开放时代} 2004 

年第 6 期。

王绽蕾等<<论我国 NGO 的合法性建构}，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6 期。

⑤ 王名、资西律 《关于中国 NGO 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 {清华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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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问题。①中国民间组织存在严重的合法律性问题，占总数

80% 以上的民间组织属于"非法存在"，②有学者把介于"合

法民间组织"与"非法民间组织"之间的草根民间组织称为

"法外民间组织";认为经过登记的民间组织数占全部民间组

织实际数量的 1112 至 1120 ，这个比例比地方民政部门的摸底

结果更低。③还有学者认为， 2006 年全国的草根民间组织有

200 多万个，它们都没有在民政部门和工商局进行合法的注册

登记。这些草根组织还出现了全国性组织性联盟的若干趋势;

如"中国草根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一一创造 NGO 发展空间研讨

会"于 2005 年 10 月 25 日在湖北襄樊市召开，来自相关领域

的草根民间组织的学者、实际工作者等相聚一堂，开始形成

较为统一的社会认同。④

从组织方法上看，有学者将那些由民间社会自下而上自

发产生的 NGO 称为"草根" NGOj 它们多由民间人士自下而

上发起，直接从事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⑤

从政治与社会功能上看，"草根民主"是学者们对我国基

层民主的形象称谓。 1980 年间，一块写有"村民委员会"字

样的木牌，赫然出现在广西合寨村，中国乡村民主自治由此

发端，农村村民自治性质的草根民间组织热潮由此开启。⑥

2002 年中国的"草根 NGO 代表队"第一次参加了联合国可

① 谢海定: {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② 谢海定: {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③ 谢海定: {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④ 袁野: { "草根 NGO" 与"刚果 GONGO"} ， {中国新闻周刊} 2006 年第

41 期。

⑤ 朱健刚: ((草根 NGO 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开放时代} 2004 年第

6 期。

⑥ 李凡: { "草根民主"透露新绿}， {决策咨询} 2002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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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也改变了世界论坛从来没有中国

"草根 NGO" 的声音的局面。①有的草根民间组织专门从事救

助社会弱势群体等社会慈善工作。②如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31

日的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就是一家在工商部门登记，

专门从事农民工维权救助、农民工公共政策倡导的草根非政

府组织，③等等。

(二)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悖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始从合法性 (legitimacy / 

legality) 、合法化( legitimation )等法理角度研究草根民间组

织。④自马克斯·韦伯开创了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多元研究之传

统以来，合法化( legitimation) 研究在西方语境中一直占有重

要的法哲学原理的分量。⑤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根据合法性的

多元传统思想，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性( legitimacy) 何在。⑥

① 丁尘馨: {廖晓义草根组织"在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 2005 年第 1 期。

② 张娅林、兰娇娇: {草根 NG。在帮助弱势群体中的作用及现状分析} , 

《法制与社会} 2006 年第 9 期。

③ 陈鹤: {利害相关者治王电视角下的草根 NGO 资源获取 以北京市协作

者文化传播中心为例}， {现代企业教育} 2006 年第 9 期。

④ 参见如下资料:吴忠泽、陈金罗 《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0 

陈金罗 : {社团立法与社团管理} ，法律出版社， 1997 。

⑤ 参见如下资料 Jurgen Habermas , Legitimα tion Crisis.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5 , p.6 

Charles Taylor , "Legitimation crisis?" , Philosophy αnd Humαn Sciences 

& PhilosophicαIPαpers 2 , Cambridge Press , 1985 , p. 248 

⑥ 参见如下资料 RalphThaxton ， Chinα Turned Righ阳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αcy in the Peαsαnt World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p.19. 

StevenSangren , "History and lhe Rhetoric of Legitimacy: The Ma Tsu 

Cult of Taiw四" in Comparative Studies 01 Society αnd History , Vol. 30 , 

1988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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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学者根据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情况，对

于合法性( legitimacy )与合法律性( legality) 不能保持一致

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等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于

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诸多见解。①如有的中国学

者在研究中国民间组织的法律困境过程中，对于合法性提出

了具有创新价值的新范式，这些新范式对于解决中国当下草

根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有着重要的启示。②同时，学界多从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③、协商民主、相互增权赋权④等不同理

论角度，力求赋予草根民间组织"正当性"和合法化路径，⑤

并试图解释草根民间组织能够"非法"公开活动等似乎是社

会悖论的矛盾现象。

有的西方学者从西方社会过分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社会

① 陈健民、丘海雄: {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 {社会学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如下资料:康晓光: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 年总第 28 期。

高内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2 期。

③ 参见如下资料:邓正来、景跃进: {建构中国市民社会}， {中国社会科

学季刊} 1992 年第 1 期。

朱英: {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 {天津社

会科学} 1998 年第 2 期。

③ 参见如下资料·熊跃根: {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对中

国现实的解释}， {社会学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郁建兴: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 ((文史哲} 2003 年第

1 期。

顾昕: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 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

会的相互增权}， {浙江学刊} 2004 年第 6 期。

( Lucian W. Pye , Sidney Verba (ed. ), Political Culture αnd Political Develop

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p.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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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于社会结构产生重要作用的历史状态出发，引用了

"社会资本"①的学术概念;此一概念后来广泛用于社会科学

的各个层面，并经常用于解释社会阶层分化与民间自治等社

会现象。一般来说，公民自发性组织性的社会活动被认为是

社会资本存在并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并常常被用来测量社

会资本的多少。② "社会资本"指"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

源，网络中的行动者行动时能够方便地得到并利用这种资

源"。③普特南认为，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

育相互信任，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民间力量的自发合作，因

此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④草根民间组织利用"社会资本"

展开合法化活动，并借此与国家力量对话沟通。还有西方学

者认为，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处在社团当中的

成员可以慢慢学会妥协和宽容，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

而最终可以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增强政治效

① 参见如下资料:布尔迪厄: {布尔迪 m:布尔迫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

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0 

R. D. Pulnam , Mαking Democracy Work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 173. 

② 参见以下资料 Pierre Bourdieu , "The Forms of Capital" , in Hαndbook 01 

Theory and Reseαrch lor the Sociology 01 Education , (ed. ), by 

1. G. Richardson. Wastporl , CT: Greenwood Press , 1986 , p. 248 

S. James Coleman , Foundαtions 01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 MA: Har

飞r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 302 - 304. 

D. Robert Pulnam , Mα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αditions in Modem 

Itαly. Princelon , NJ: Princelon Universily Press , 1993 , pp. 173 … 176. 

( Lin Nan ,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01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25 

( D. Robert Putnam , Mα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αditions in Modem 

Itαly. Princelon , NJ: Princel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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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还积极探讨了民闰组织在

社会治理( governance )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学者把治理定

义为自组织之间的网络化作用，以此理解国家政治权威与社

会自治力量互动转型的变化。有学者提出，治理是各种公共

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的特征在于，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是协调机制;治

理的过程是持续的互动。还有的从治理与善治等层面分析了

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共治"的理论预期和现实叫

能性。②中国学者则侧重于研究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性

互动关系的重塑与再造，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民间组织的蓬

勃兴起，业已成为国家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

自律管理、促进社会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以实现由行政

性的政治统治( government) 到民主性的社会治理的

转型。③

( Sidney Verba ,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 Voice and Equali

ty: C阳ic Voluntα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

sìty Press , 1995 , pp. 416 - 462 

② 参见如下资料:全球治理委员会: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第 2 -3 页;转引自俞可平《治

理和善治寻|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 年第 5 期。

〔英〕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 {国际社会科学杂

志} 1999 年第 1 期。

〔英 J R.A. W 罗茨: {新的治理} ，水易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 1999 年第 5 期。

③ 参见如下资料: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第 13 页。

马长山: {NGO 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期的法治秩序}， {法学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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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权在民的"草根"路径

草根民间组织的法理根据在于主权在民，也即人民主权

是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的法理基础，这是草根民间组织能够

合法化的法哲学原理。公民结社的集体行动，在逻辑上属于

人权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权利组成部分，①其法哲学原理在本

质上属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互动关系的研究

蔼畴。

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互动关系，是廓清草根民间组织

合法化治理困境的普世价值，也是拓展政治人类学实证研究

的新领域，即从地方政府与草根民间组织"合谋"互动的地

方性知识，来发掘社会和谐治理的本土资源。经济自由的意

识与观念深入人心后，草根民间组织的力量必然会借此汹涌

膨湃、势不可挡地迈向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即向着政治自

由的宪政领域拓展。②故此，从哲学基础与微观经验两个层面

把握当下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表达多样化的时代脉搏，走

出社会重建与政治整合的双重"合法化危机"，才能消挥中国

当下草根民间组织现实存在之"合法"的事实性与国家成文

法律缺乏之间的政治张力。③

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化治理"，不是简单地由"非法"

① 参见如下资料:李龙: {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第

143 页。

李琦: {作为人权的联合行动权)， {法商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② 〔德〕马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 iv)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康

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第 186 页。

③ 〔德〕尤尔根·晗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

的商谈理论) ，童世骏译，三联书店， 20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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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状态趋向"合法律性"的单向改造过程，即履行在民政部

门注册登记的法律程序，而是指国家权威与民间权利各自匡

正内在"合法性" ( legitimacy) ，使"合法性"与"合法律

性" (legality )渐趋一致的动态平衡过程，故此它是双向的互

惠互动。它不是国家权威对草根民间组织的单向"收编"，也

不是草根民间组织向国家权威的单向"靠拢"，而是国家权威

与社会权利在谈判对话、协商合作基础上转换各自偏好，最

终实现草根民间组织自身正当性与合法律性相一致、相

统一。

总之，这是国家权威通过赋予草根民间组织合法性的方

式，重塑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过程;另外，也是草根民间组织

赋予国家政治统治正当性，从而获取自身政治参与合法性的

过程。当下国家权力过大与国家能力下降的现象同时并存，①

需要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合谋"完成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

治理过程;只有草根民间组织充分获得了有效"合法律性"，

政治统治才能由此获得更充分的政治"合法性"，两者互为

依存。

"结社自由权"是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的人权基础。

众多的西方学术经典著作对公民结社自由有着不同角度但指

向恒定的论证与演绎。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结社自由

的基本橄念是指，"与他人一起参加旨在追求或促进各种广泛

的社会、艺术、文学、科学、文化、政治、宗教或其他活动

的目的的自由权";而且"每一社会的关键问题是，社会的统

治集团是否允许或以什么程度允许为特殊目的而存在的社团

① 李强: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 ，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 ，浙江

人民出版社， 1998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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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些社团所力求促进的目的"。①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

主权是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的辩证统一。人民主权表明一切

权力来源于人本身。②人民主权是一国之内最高政治权威的道

德基础与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没有人民主权的国家主权

必然面临统治的合法化危机。公民自然法权是人民主权的最

直接化身，即人权(公民权利) ，其中"结社自由权"是人

类社会产生发展的源泉，它是人民主权的最直接实现方式之

一。③托克维尔指出，公民的联合行动即结社，这是人的基本

权利。④因为"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

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

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分平等地扩大而正比

地发展和完善。"⑤马斯泰罗内在论述欧洲民主史时，生动而

详细地叙述的也是人民结社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⑥在现代

民主社会中，代议制民主能够解决政治民主的基本实现路径，

为什么公民还需要结社权利，并将其视为最为基本的合法人

权呢?因为必须反对的是将涉及个人权利的决定权授予与决

① 〔英〕戴维 .M 沃克: {牛津法律大辞典礼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

所组织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第 353 页。

( James Brγce ， Studies in History αnd Jurispru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 1901 , p.525. 

③ 参见如下资料: (美〕维廉. 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 ，离务印书馆， 1991 ，第 180 - 184 页。

④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8 ，第

213 - 221 页。

⑤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窒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8 ，第

640 页。

⑥ 〔意〕马斯泰罗内: ((欧洲民主史一一从孟德斯妈到凯尔森)，黄华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第 114 -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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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某行政机构或控制该机构的任何机构。①

"保护公民免遭国家权力滥用的侵害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不只是

广泛的选举权和公平的选举。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公

民们有能力自由地与具有相似意见和利益的其他人联合起来，

形成提供组织权力的机构。"②公民自由结社是集体行动的基

本核心，这一普世价值也经当代中国学者的响应与介绍，在

中国不断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学者根据中国民间

结社活动对结社立法展开研究，着重探讨了"社会团体的法

律规制"的问题。③

"结社自由权"是分权制衡国家主权迈向宪政国家的社会

选择。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它具有抽象性与不可替代性;

人民主权的抽象性表现为它的不可分割性，因此任何政治统

治都不能假人民的名义来垄断包括"结社自由权"在内的任

何社会权利。国家主权的全部职能在于体现与保障人民主权，

具有具体性与实在性，以及可分权性与可制衡性。分权制衡

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本质特征，不受制衡的国家主权必然

异化为人民主权的对立物;分权制衡国家主权是保障公民自

然法权的内在要求，不受制衡的国家主权必然侵蚀公民权利

从而背离主权在民的价值取向。"结社自由权"不仅在于保障

① 〔英〕詹宁斯: {法与宪法 p ， 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 1997 ，第

170 页

② 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01 ，第 55 页。

③ 参见如下资料:信春鹰、张烨: {全球化结社革命与社团立法}， {法学

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规制研究}， {法商研究} 2002 年

第 2 期。

马长山: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商务印书馆，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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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得以实现，同时更在于分权制衡国家主权，并由此

构成宪政发展的原始动力之一。①中国宪政学者也多从论证公

民自由结社的行为是元需执政者批准(即现行成文法律许可)

的"天赋人权"入手，论证公民的集体行动权是主权者对抗

政府的权利，是民主体制中少数人抗衡多数人的权利;如果

此项权利的行使须经政府之许可，则政府极可能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而加以限制乃至禁止，致使权利被虚置。②

(四)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化

转型期我国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化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 1989 年的《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管理暂行条例》颁行以后，

特别是 1997 年的社团清理、整顿和 1998 年的《草根民间自

治组织管理条例》公布以后，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法律合法

性终于成为硬性的要求。这样，中国当前的国家与社会结构

性互动关系使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大为下降，众

多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并以有限的方式进行

活动，且正面临着合法性要求下的生存压力。

因此，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必须充分利用局部合法性得以

兴起，谋求充分的合法性以利发展。草根民间自治组织须一

直生产"政治上正确"这种共识，并以种种形式获得必要的

政治合法性，这县卒关重要的，也是现实政治体制条件下生

存的前提。但如何从一般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概念中提炼出

对执政党和国家的各种正面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义，则依赖

①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 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01 ，第 81 页。

② 李琦: {作为人权的联合行动权)， {法商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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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组织者能否拥有这种政治上的大智慧

与大技巧。

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化过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一方面，我国所谓的民间会社和非法社团范围内的许多草根

民间自治组织，在几种矛盾的社会秩序同时并存的社会背景

下，必然以妥协方式与"官"方合作，这种现象实际上还会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另一方面，由

于近两年执政党和国家强化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管理的措施，

对所有社会组织都提出了充分的合法性要求(其中法律合法

性被作为整合的核心，而其他三种合法性(社会、行政、政

治合法性)既是法律合法性的前提，也分别是国家和社会发

挥各自的影响的渠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家主导的

民间组织管理措施，实际上对草根民间自治组织提出了合法

化的综合要求:政治上达标，行政上挂靠，符合法律程序，

得到社会支持。一个筹建中的或者一个已经存在于民间的草

根民间自治组织，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之后，要经过政治

合法性的检验才能获得行政合法性，最后履行必要的法律程

序，成为社团法人一一并认为是哪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这

样，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可以靠一种合法性庇护就能存在的时

代几乎难以为继。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公民社会中草根民间

自治组织合法性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

关系。把草根民间自治组织这一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放在社

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考察，需要从社会的角

度去观察和解释政治生活，寻求草根民间自治组织这一政治

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转型期我国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

性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程而逐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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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巩固，而不应是"就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摧毁经济领域之

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同时，在中国的社会领域中却正在从元

到有地建设社团的计划管理体制"。①

首先，是公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公民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

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

是市民社会。"②他们认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

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公民社会与国家

的关系土，马克思彻底批判和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

指出不是国家产生公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强调

公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是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

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从而揭示了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真实关

系。公民社会是对应予政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独立

于政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

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所以，仅仅由"国家"想当然地人

为限制、控制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这只能是-种暂

时的社会现象。

其次，经济必然性与政治结构的矛盾冲突最终会为草根

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化开辟道路。在社会发展中，经济的必

然性永远占据着最根本的地位，成为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因，

任何社会力量都不可能阻止它 u 当经济的必然性与政治结构

发生矛盾的时候，政治力量只能限制经济发展的形式，而不

可能从根本上限制经济发展的内容。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

① 康l烧光: ((转型时期的中罔社团}，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 年总第

28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87 -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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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社会

阶层的大分化、利益格局的大调整，产生日益众多的草根民

间自治组织的客观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如执政党和国家出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考虑

等) ，现行的政治结构又不能完全地容纳它，使之获得生存、

发展的充分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并不

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一种更加潜在、隐蔽、幕后或

者另一种面目出现并发挥作用。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发展，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随

着政府行为的逐渐强化，人们已经从自身的经验中越来越认

识到组成利益集团并向政府表达自我利益要求、施加影响的

必要性，于是，即使有旨在限制的明文规定，各种各样的、

性质不同、大小不等的草根民间自治组织还是会成百上千地

产生出来。

最后，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

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执政党维护、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本能

要求，会自我调节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种种让步来获得利益

的最大化。 1976 年以来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成就证明(在此之

前的社团管理政策是一种"全面禁止政策"，而计划管理体制

则属于"有控制地发展政策" ) ，从"全面禁止"到"有控制地

发展"，再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性

的进步。执政党和国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现实条件决定了，

尽管改革会使执政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失，但是与不改革相比这

种损失要小得多。改革的逻辑决定了，改革不会"适可而止"

或"半途而废"，相反，每一次改革都将引发社会更强烈的改

革要求。同时，改革导致了决策环境的变化，变化了的环境

又迫使执政集团实施进一步的改革，因为如果拒绝实施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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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改革，那么它就要付出比实施改革更大的代价，执政集

团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实施进一步

的改革。改革就在这种"循环"中持续地进行下去，直到达

到新的稳定状态为止。而这一连串的"阶段性"改革就决定

了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性的逐步扩大和巩固。

据多次全国性私(民)营企业抽样调查，不论私(民)

营企业发展程度和外在环境如何，多数私(民)营企业的资

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都认为自己在经济、社

会和政治参与方面处于中间位置。这一强大的社会中间力量

的兴起，必然导致社会运行机制发生相应的变化，要求有新

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体制来适应它，即社会结构的重大

变化，导致了公民社会产生的不可逆转及其这一发展态势下

的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性扩大和巩固的不可逆转。

首先，私(民)营企业的合法化地位有利于私(民)营

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以草根民间自

治组织的形式，在制度内扩大政治参与。从法律上来说，

1982 年的《宪法》和 1988 年的《宪法修正案} ，先后以国家

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个体经济、私(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从

党的政策来说(一般地，我党的政策总是先于法律确立，而

后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化为人民的意志) ，党的十五大报告、

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都不同程度地开创

性地给予了包括私(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

政治合法性，从而其行政合法性、法律合法性也就天然地具

备了。一般来说，私(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

等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等这些政治、行政、法律

及社会合法性，能够较其他群体和组织更容易地自然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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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

倡导、鼓励和支持的事根民间自治组织上。

其次，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

等社会阶层更倾向于依托草根民间自治组织表达自身利益要

求。一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转型期的体制性漏洞日

益减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执政党反腐倡廉

监督体制更加完备，过去那种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

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以个体直接影响甚至收买官吏

的办法来实现一己之利之做法，巳经没有太多的空间。而

且，当前对由不正当方式暴富的极少数私(民)营企业的

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及贪官污吏的法律制

裁，似乎存在着事后追溯的法律效应，这就从心理和行动上

产生了震慑作用，使其不能再走过去"官商勾结"的老路。

二是虽然目前一部分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

理人员等社会阶层选择了在制度内通过国家主导的"政治安

排"来参与政治，获得了较直接的表达利益的机会，但是，

这些职务在相当程度上仍属于荣誉性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

的效果;同时，正由于担任 t述有限职务，反而在一定程度

上耗损了他们的精力，且此有限职务，在民主集中制的领导

体制下，主要目的是反映问题，而不能违反组织原则向领导

机关"据理力争"甚至与之"分庭抗礼"。三是私(民)营

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的制度内政治

参与形式，要求维护、表达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倾向性

一般要大于单纯地维护、表达自身利益的倾向性，因为执政

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制度内参与现时政治，就必然超脱一

般的集团利益，而要尽可能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即共产党人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任何的特

182 



广---l

第四章 "在是入"政治的经济"主权"因素
l一__j

殊利益。

因此，目前，在沿海开放地区，由于私(民)营企业的

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相对稳定和相对强大，

他们倾向于采取合法途径组建诸如行业协会甚至民间自治商

会，依靠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的力量与政府平等对话，以表达、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再次，执政党扩大和巩固执政基础也即获得更多执政合

法性的倾向，便利了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

理人员等社会阶层有条件在经济支持的基础上，扶持更多的

草根民间自治组织生存和发展。众所周知，私(民)营企业

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与各级党政领导的

特殊融合关系，使由其倡导、鼓励和支持的草根民间自治组

织能够更直接有效地获得政治、行政合法性，达到政府利用

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与草根民间自治

组织在一定"场域"内获得社会、行政和政治合法性的双赢

效果。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于文化、公益等草根民间自治组

织的产生、发展方面，即通常所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的双赢效果上。

最后，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性增长点的直接现实表现

是由私(民)营业主倡导发起设立的行业协会在量与质上的

同步提高。各类行业协会由于其天然的社会、法律、行政和

政治合法性，更具备了直接与执政党和政府进行制度内外平

等对话的条件，从而能够更好地表达、实现自身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利益，维护、扩大其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

总之，我国仍处于历史转型期，人泊的特征依然多于法治

的特征，由此会导致，尽管法律合法性的刚性要求使草根民间

自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了更多的压力，但是，私(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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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党政领导层的融合关系，执政党依赖于"招商引资"以

不断获取执政合法性的倾向，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

高级经理人员等社会阶层的经济实力和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社会

地位等因素，会使由私(民)营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与高级经

理人员等社会阶层倡导、鼓励和支持的草根民间自治组织，

在一定"场域"内，仍然拥有较为充分的社会、行政和政治

合法性，并使之较其他社会阶层更有条件在此基础上获得最

后的法律合法性，以整合其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合法性。

经济"主权"基础上的"政治嵌入"

(一)公共预算与经济"主权"

我国转型期私(民)营企业领域的业主和从业者，结群

合社"政治嵌入"式地参与政治，并非直接地有意于政治利

益的集结与表达，而是经济利益从私域的经济自由向着公域

方面经济领域如公共预算等政治层面的自然延伸与表达。从

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宪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首先表现为公

民的"宪法财产权"①，及由此对于公共预算等政治领域的

① "宪法财产权"含义指:私(民)膏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作为公民

在体制外政治参与的法理基础，除去由国家主权政治权威主导的"政治

安排"等制度因素外，还在于其私有财产权所衍生出的纳税人权利等公

民权利，它是公民自身以及公民合群结社从体制外"政治嵌入"政治生

活的法理渊源。公民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法权，它不是指私

法(物权法等)保障的公民财产所有权，而是特指公法所保障的宪法财

产权;也即公民个人，尤其是公民合群结社从体制外政治参与的合法性

与正当性，并非仅仅由"政治安排"的体制与制度所授予，而是由于公

民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的法理因素所演绎出来的，不可让渡、不可

分割的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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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嵌入"。

第一，宪法财产权的内涵。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

不得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

法上的物权权利(即当下我国于 2007 年 10 月起实施的

《物权法》中所指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①)两个部

分组成。宪法财产权的外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公民对于

自己创造的所有财产具有根本性的支配权，即对根据契约原

则转化为由国家支配的公共预算(资金与资源)那一部分

财产仍具有法理上的溯及力，即具有人民主权的本质属性;

另一方面是指公民参与公共预算，在所有公共预算活动的

制定、实施与监督过程中，都要确保公民合法财物的安

全、保值与增值，和确保公民自由支配财物的合法权利。

因此，宪法财产权构成了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法理基础。

第二，宪法财产权的学理比较。关于宪法财产权所关涉

的研究内容，学者对此有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论述，并根

据自身学科特点赋予其名称不同、内容相近的学术概念。如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从宪法的角度构筑了一套以维护纳税人权

为宗旨的税法学，他提出了"纳税人基本权"的学理知识，

其意指纳税人通过控制财政支出，进而参与政治过程的权

利。②北野先生的"纳税人基本权"还包括公民享有的平等

权、言论自由、结社权等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内容，其概念外

延较"宪法财产权"更为宽广，即已超出了公民全部"财

产"的基本范畴。又如，中国台湾学者黄俊杰提出了"税捐

① 胡康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07 ，第 123 页。

② 〔日〕北野弘久: ~税法学原论> ，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

185 



广一一一寸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一_j

基本权"的学术范畴，其意是指公民基于宪法所享有的诸项

基本权利，对于政府未经公民同意而滥派之课税权，公民有

权加以拒绝。①黄俊杰"税捐基本权"的概念内涵似乎又过

于狭窄，把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基本权利限定在"税捐"之

上;它仅仅包括公民通过契约原则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部分，

即公共预算所指向的国家财政。"税捐基本权"在本质上仅指

构成"宪法财产权"学术概念的由公法保障的纳税人权利，

因此公民基于私法保障的物权权利等其他权项似乎难以通过

"税捐基本权"获得实现。

第三，宪法财产权的本质特征。有关公共预算与公民权

利之间利益关系的三个理论范畴 元论是"宪法财产权"、

"纳税人基本权"还是"税捐基本权"，都表明了公民个人出

宪法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法理权利。诚然，"在某一最终阶段或

层次上，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选定'如何集体地和个人地

使用资源"0 " (公民)个人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

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②宪法财产权的突出特点，

一是其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即揭示了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

合法性;二是政府编制的公共预算，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

公民的权益，因为公民是公共预算资金与资源的主要提供者

与监督者，这就会涉及公民参与编制、执行、审批和监督公

共预算等重大政治问题。

第二例个案田野工作的研究对象，即深圳福回区华强北

商业街的民间商人，他们对于华强北商业街改造的公共预算

① 黄俊杰: {税捐基本权初探}， {台湾大学第二届行政法实务暨学术研讨

会学术论文选编}， 2002 年 11 月 9 日。

② 〔美〕詹姆斯. M. 布坎南: {民主财政论} ，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

2002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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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与问责，就是公民经济自由必然迈向公民政治自由的

一个明证。

基于宪法财产权，民间商人自治组织参与公共预算的意

识与活动，对于地方政府公共预算过程产生了实际影响。华

强北商业街的最初兴起，是深圳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轨中的重要现象，催生了当地私(民)营商人宪法

财产权。我们已经分析过，宪法财产权包括民法意义上的物

权权利，和公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两个部分，这是公民参

与预算的重要理论泡畴。一方面，公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

是公民参与预算的法理基础，公民享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

的对公共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另一方面，民法

意义上的物权权利是公民参与预算的价值目标，它是检验公

民参与公共预算效度的重要指标。

关于公共预算，有的学者倾向于将它描述为"通过政治

程序分配财源的尝试"①，有的则认为公共预算应该被视为政

策制定与实施资源分配所需信息的一种聚合等②。尽管目前人

们对于公共预算的概念有不同的分析角度，但→般都认同，

公共预算是为了高效、经济地实现政府优先权和目标而分配

资金和利用资源的一种决策制度，③它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

对于公共资源所进行的配置过程。④公共预算虽然在形式上表

① 〔美〕里查德、. J. 斯蒂尔曼: {公共行政学) (下册) ，李方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第 123 页。

② 〔美〕爱伦·鲁宾: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 , 

马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第 3 页。

( Donald Axelrod , Budgeting for Modern Government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 Inc. , 1988 , p. 1. 

④ 〔美〕爱伦·鲁宾: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 , 

马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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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金钱、资金和资源，但必须将它与国家权力的概念联系

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它的含义。①公共预算在本质上有着政治学

属性，但学界以上分析，仍似没有突出公民个人权利一一一确

切地说是没有突出公民宪法财产权一一对于公共预算的基础

性作用。因为，所谓公共预算，它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不

是"公共"的，而恰恰是公民"私人"宪法财产权的衍生

品。这一点，可由华强北私(民)营商人与地方政府之间

关于华强北商业街改造项目公共预算的博弈看得更清楚。

(二)华强北商业街改造的公共预算纠纷

福田区地方政府在看到"上培岭"地区已经转变为新型

的私(民)营商业街区的事实后，及时调整了有关该区域原

定的轻工业加工区规划与公共预算，决定适应"上哧岭"功

能的这一变化，把它"打造"成为现代化的商业街。深圳市

政府发出通知，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提出，要把往日被

作为工业区来规划的"上捞岭"， "打造" "成为旅游购物、

旅游消费为一体的商业旺区"。②

1998 年 7 月，"华强北路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成

立，深圳市拟在华强北商业街投资 3000 万元，这显然属于地

方公共预算的范畴。但是，华强北商业街绝大多数商人和打

工者是从全国各地来"海金"的"三元"人员(指"无户

① 〔美〕杰克·瑞宾、托马斯·林奇: {国家预算与财政管磁>> ，丁学东等

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第 73 页。

② 编号 GF一194 :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文件深办发 [1998J 7 号， {关于印

发〈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 1998 年为市民办十件实辜的方案〉

的通知>> (1998 年 4 月 6 日印发)， {1 998 年为市民办十件实事的方案》

(1998 年 3 月 31 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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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元档案、无单位"的外地移民等创业人员) ，深圳市有关

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的公共预算也无法通过代议制民主方

式来付诸表决，深圳市地方公共预算完全是政府主导的行政

行为。但是，深圳市关于华强北商业街改造的公共预算，将

对先期来此创业的私(民)营商业造成重新"洗牌"的效

应，甚至给那些私(民)营商人带来巨大的商业风险。正是

出于维护自身切身利益的动机，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

人通过成立"华强北商业街联谊会"的形式，向"华强北商

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去函，主动表达了对于华强北商业

街改造的民意。

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纽:

我们是由女人世界、 j顷电等九大家商场组成的华强北商家

联谊会。自从我们逐步进入华强北路开办商场以来，就一直希

望把华强北变成深圳繁华的商业街，并且通过我们的实实在在

的开拓，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现在市政府、区政府把华强北

商业衔的改造提到日程，并加强工作，为此我们感到十分欣

慰，并表示坚决的拥护。我们联谊会曾举办联谊活动，为华

强北的改造各抒己见，献计献策。现将我们大家的意见归纳

如下，并报改造工程领导小组，供你们在规划中参考。

一、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应注意的几项原则

1.改造规划要具有现代气息，审视点要高。华强北是在

现代化的城市一深圳市建设起来的一条新的商业衔，她应该

是 21 世纪现代化大都市规划蓝图中的重要的一笔。因此，其

规划的审视点妥高，不落俗套，要给人以现代感、新鲜感。

2. 规划要有长远观点。华强北商业街的改造，不应只是

对现，有楼房、街道的修修补补，而应既有利当前，又为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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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年的发展做好准备，预留必要的空间。不要规划改造

了没有几年，又不适合形势的发展，又要重新改造0

3. 改造规划i妥有利于商家的经营和发展。改造不只是为

了美化街道，而是以此为契机，促进福田区商机的发展，有

利于商家的经营，使所有商家都看好华强北，都愿意到此投

资，促进华强北乃至福田区的繁荣，使市民方便、商家赢利、

政府增收。

二、华强北商业街改造的几点建议

1.应统筹规划，增加商业街的功能。华强北商业街与证

券街、食街统筹规划，相对集中，方便市民，要增设邮局、

电话服务业务，美化候车亭、电话亭，增设公共卫生间，使

华强北成为功能齐全的商业街。

2. 拓宽道路，人车分流。适当拓宽道路，规划停车场，使人

车进得来、行得动、停得下，以吸引各类人士前来购物、消遣0

3. 道路两旁大树挪走，栽种美观整齐的矮树，有利于拓

宽视野，突出商场门面，增加商业气氛。

4. 人行道上的电缆沟应改成暗沟，以利人们行走。人行

适应铺设高质量的彩砖。人行道的电线应埋地下。

5. 人行道上及绿化带应加设美观的坐椅，以利顾客休息。

6. 规划灯光工程。商家门面、街道要统一规划或要求灯

光效采。 路灯既要亮，又要美观，增加商业街夜晚的繁华、

祥和气氛。

7. 统一规划广告招牌，各商家一律要使用灯箱或霓虹灯

广告。

8. 华强北商业街两头， flr 深南路口、红荔路口应修建标

识性的招牌或雕塑。

9. 整条街应设立可以跨街悬挂彩旗或标语横幅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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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节假日，商家可负责将自家门前挂上统一要求的彩旗或

横幅。一眼望去，满街的彩旗、横旗，热闹非凡。

10. 加强治安，商业衔的各路口应增设民警式巡警岗亭，

加强巡逻，以保证顾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11.各商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改造、装修各自的门面，

是必然的。政府可以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商家的改造提出

要求，商家的改造若是在有利于商业衔的发展，不违背统一

规划的情况时，政府应给予支持和方便。

以上是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希望区政府予以考虑，如能

对商业衔的改造规划有所帮助，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祝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尽快上马，并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所有商家将对改造领导小组的工作给

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深圳女人世界购物广场 深圳 j顿也家居广场

深圳万商电脑城 深圳天高国际电器城

深圳金斯泰国际电子城 深圳新大好时装城

深圳男人世界购物广场 深圳大百汇国际商业城

深圳黄金灯饰集团

1998 年 8 月 8 日①

① 编号 GH…27: {华强~t商家联谊会关于对华强北商业街改造的建议和意

见)， 1998 年 8 月 8 日。此份文件只列出联谊会名称而无联谊会公章，

以下为各自商家公章。此份文件系金建东当年起草，后保管在"女人世

界"商场;文件系第一届华强~t商家联谊会兼职秘书轰阳女士提供。聂

女士热心公益，曾多次在深圳担任义工，她担任华强~t商家联谊会兼职

秘书期间并无兼职工作报酬，属义工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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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华强北商业街联谊会的九家商场是当时这条街的主

要大商场，全是"私字号"的商家。这份给官方的公函是华

强北商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第一次以"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名义给"上唠岭"地区"官方"组织的建议信，也是华强北

商业街草根民间组织从体制外"政治嵌入"当地政治活动的

发端。但让这些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地方政府当初制

定的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还提出要专门"成立一个开发

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代表地方政府参与华强北改造，同时还

参与商业开发、招揽外商前来投资等商业业务;地方政府投

入华强北商业开发的收入则用于商业街的管理、补贴。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报第 6 期

郑副市长召开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现场办公会

9 月 16 日下午，郑副市长召开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现场

办公会。出席会议的有区委区政府和市贸发局、市规划国土局、

市计划局、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及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办公

室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与会者先徒步考察了华强北商业街改

造环境，然后在"黄金灯饰"接待室开会研究有关问题。

会议由陈副区长主持，他在会上介绍了华强北商业街改

造工程进展情况及急需解决的问题。市建筑设计总院二分院

高级规划师唐先生介绍了规划设计方案的具体细节。市有关

部门负责人在充分肯定设计方案整体构思和设想的基础上，

强调改造方案必须遵循"经济实惠的华强北"这一基本定位，

从交通、公共设施、绿化、灯光、整体风格等方面提出改进

和完善意见，包括建立人行天桥，增加公共停车场，建立二

层骑楼系统，对绿地、人行道、城市小区、公共设施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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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化设计，开设步行衔，统一规划商场的沿街立面、灯光夜

景、广告系统等，使之成为购物环境优美舒适、价廉物美、

服务良好的有特色的商业旺衔。

郑副市长在现场强调，改造一定要从提高深圳整体购物

形象出发，在突出专业市场多、经济实惠的特色时，还要注

意其整体风格的协调统一。要通过改造，形成大商业、大流

通。要把商业与旅游、服务结合起来，突出商业特点。同时，

要想办法，有意识地培育一批专业市场，确定部分旅游定点

商店并设直一些街道酒吧、屋顶酒吧等商业网点和部分公共

广告区。在谈到轻轨预留地的开发和成立管理机构问题时，

郑副市长说:在华强北商业街改造的同时，成立一个开发管

理机构很有必要，一是可以参与华强北的改造以及其他商业

区的开发;二是可以协调外商投资企业关系，加强外商投资

企业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和服务，福田可以参照罗湖等区的做

法。郑副市长指出，至于轻轨预留地的开发，要专题汇报，

同时可以开发利用，如搞一些商业面积、骑楼等，将开发收

入用于今后管理、补贴和发展。

会议指出，要充分考虑该工程的开发与管理，硬件、软

件设施建设要同步进行，市、区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互相

支持，通力合作，以使改造工程尽快动工。

现场会要求，设计部门应尽快完善设计方案和完成图纸

设计，各部门要通力协作、紧密配合，严格按照进度，确保

10 月底实现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1998 年 9 月 18 日①

① 编号 GF-198: 深圳市福回区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第

6 期， {副市长召开华强~t商业街改造工程现场办公会}， 1998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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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文件，福由区地方政府不仅自己要在华强北商

业街开发"国有商业" (指由"官方"一度主导并遭到华强

北民间商人极力反对的"活动商铺" ) ，而且将来还要招揽境

外的商业资本来华强北经营，这两种活动的预算安排，其结

果只能损害华强北商业街里先期发展但实力尚弱的私(民)

营民族商业资本的生存与发展，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华强北

私(民)营商人的集体性抑制。在他们的联合行动、积极争

取下， 1998 年 12 月初，"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

公室"在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成员单位"黄金灯饰"商场的四

楼会议室召开部分华强北商业街商家业主座谈会。这是华强

::!~商业街第一次，也是"上楼岭"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地方

政府与草根民间组织关于地方政府实施公共预算的正式沟通

性对话。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当地政府编发的"华强北商业街

部分商家业主座谈会纪要"之中。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华强北商业街部分商家业主座谈会纪要

12 月 3 日下午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黄金灯饰四楼会议室召开部分商家业主座谈会，参加会议的

有改造工程办公室肖副主任，与首期首批工程有关的部分商

家业主、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代表及部分改造工程办公室成

员，会议由肖副主任主持。

肖副主任向各位商家业主通报了改造工程的进展情况，

介绍了五项首期首批开工工程项目，即 A 区四条步行街改造、

A 区周边人行步道改造、整个工程的供电及照明系统、整个

改造工程的跨街灯饰及步行街活动商铺工程。为了保证华强

北商业街首期首批工程在年底前正式动工，希望各商家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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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协助与配合，并广泛征求商家业主对首期首批改造工程

的意见。

部分商家业主对首期首批改造工程，发表了各自的看

法、意见、建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第一，对华强北

商业街改工程表示欢迎，并给予积极支持、协助和配合;

第二，步行街及活动商铺的管理要考虑商家业主的商业利

益，建议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由商家业主出资，

并负责建成后的管理和经营，至于政府投资及今后华强北

商业街管理费用的补偿由各方协商解决;第二，元旦、春

节是商家的生意旺季，希望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商场的影

响。经贸局副局长、改造工程办公室指出:首期首批工程的

施工，已经考虑了元旦、春节期间商家的商业经营活动，不

会受到太大影响，请商家业主放心。至于步行街及活动商铺

问题，我们会充分考虑商家业主的意见，慎重处理，使问题

能得到圆满解决。

会议要求:

l. A 区物业管理公司应向华改办提供供屯，给排水地下

管线图;

2. A 区沿街立面应按照规划由各商家业主自行装饰粉碎1) , 

与步行衔的景色相协调;

3. 要求 A 区各商家业主对建筑物内的厕所进行扩建改造

并对外开放;

4. 各商家业主对步行街及活动商铺的建设、管理、经营

等所提出的意见，提交区改造工程领导小组研究后，再协商

解决。

鉴于 A 区物业属鹏基物业管理公司管理，改造工程办

公室将尽快与鹏基物止管理公司联系，召开一次协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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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平衡与共识，以便保证华强北商业街首期首批工程顺

利动工。

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①

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们对于"华强北商业街改

造工程领导小组"在征求意见会议上所展示的改造工程方案

是不太认同的，他们强烈要求"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

小组"对此加以修正，因为这种公共预算的安排将危及他们

的重大经济利益。

(三)经济"主权"的政治效应

华强北私(民)营商人坚持主张，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必

须由他们与当地政府共同协商;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为了

更好地经商，正当理由是华强北私(民)营商人的自由经商，

才形成了现在的华强北商业街，而非深圳市原先组团规划的

"轻工业区"。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当地政府的行政力量造

就了华强北商业街的繁荣，相反，是华强北私(民)营商人

顶着地方政府不让在华强北经商的政治压力，才最终"打造"

出了现在的"华强北商业街";言下之意很明白，华强北商业

街的"主人"，不是当地政府，而是华强北私(民)营商人

自己。

(华强北从工业区转变为商业区时，政府是什么样的态

① 编号 GF-205: 深圳市福阻区华强北路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华强北商业街部分商家业主座谈会纪要}， 1998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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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功能的话，估计在，整个华强北的工业区哩，从

1994 年，这个我(指时任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的黄建跃)

跟你说了， 1994 年，"顺电"跟"万佳"， 1995 年"女人

世界"，还有一个"华强电子城"，等等，慢慢慢慢延缓

(展)起来了，慢慢做起来了。这些做起来的商家哩，大

多数的商家哩，都没有改变功能。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深

圳是工业厂房的地方。所以这些企业进来以后哩，就显示

出很多的私人老板，要在这里开店的话，就看重这个地

方，做旺起来。

啊，这样不是政府引导，看重这个地方的。而是这里的

业主，是有人(指当时"轻工业区"规划中产生的国有企业

厂房，但因轻工业生产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翔先后外迁停

业而转化为无人经营的闲直资产)找上门来跟他们谈，要求

这里承包下来，租赁下来。啊，那么我们(指" )1顶电" )从

1994 年 6 月份租赁下来， "万佳"从 1994 年 9 月份租下来，

那么"女人世界"，我估计它是 1995 年年底左右手且下来。租

下来了以后哩，产生两个问题。第一问题的话，原来国营厂

房，你开个小店，他不会怪罪你，说你转变功能，政府这个

时候没有监管这么严。但是你的大店一个个开的话哩，政府

规划中问哩就会感觉到，这里要不要做一个商业区?如果要

做商业区的话哩，必须要考虑有一个批与不批的问题，考虑

深圳市政府的一个决策，华强北是不是作为一个商业区的重

大问题。当时的时候哩，因土局，是一个姓涂的局长，是分

管，深圳市国土局，是分管商业这一摊改变功能的。市里面

的哩，是副市长，分管这一摊工作的。那么正好王副市长我

也见过他，我也找过他秘书，啊，我也见过国土局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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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为什么会见过这么多的领导呢?嗯，当时的时候，我

"顺电"哩，是一楼，做到以后哩， 1997 年， 1996 年的时候

哩，我就把整层楼都租下来了。

(从一楼直接"跳"到五楼来的?)

对。那么这五楼过来的话哩，这个"买"层的话哩，要

开始改变功能，要进行改造。改造之前的话，有一个很大的

区别，就是什么，要进行报建，就装修报建。那么装修报建

的话哩，就牵涉到要审批。审批的话哩，你装修报建是说商

场的话哩，你首先要有改变功能的一个商场的定性。啊，这

个时候哩，我有很多商业就违章建哆，那建了就被政府叫停

了。我们，这个损失很大啊。我们跟业主已经租下来啦。我

们就装修了，但政府不允许，一开始，他不允许你做，因为

你没有改变功能嘛，地价没交嘛。

像我们这幢楼，就是深圳市外贸集团公司的。在深圳的

话，改革开放的时候，它是很"疯"的。对吧，这个时候，

它拿到进出口许可证，里面的进货的东西就赚钱嘛。是吧?

再一个时间一推移的话，这方面的批文放开的话，它就慢慢

地萎缩了。到最后租给我们的时候，它这个企业已经亏得快

倒闭了，啊!欠钱。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明显的，嗯，越是经

济自由化、重视得越少的话，政府大的部门哩，就大的集团

的话，它的状态也就被压下来了。而民营企业生命比较强的，

就开始发展起来了。

以前华强北真正的大企业，是没有什么的。你像"赛格"

是很大的一个，是政府集团，靠地理位置做起来的，创造了

一个"电子城"。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锅头，以后形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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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市场的形成，艰深圳周边的工厂密切相关的。正是

有个历史背景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一成商业的话，就捏在

一起了。那，如果是别的地方去做的话，什么地方，所以人

家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在第一个地方获取一桶金的话，这

个地方是很重要的，给人家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哈哈

哈……像谈女朋友，即使以后你谈过很多女朋友，但第一个

女朋友你不会忘的。哈哈哈……真正到这个地方成熟为一个

市场的时候，才会有成熟的大的企业进入。当时，这个社会

本身刚刚起步，不是很成熟的话，那我就跟你说，真正有钱

的人，大胆地进入的是少的。所以刚刚想闯世界，有了点小

钱，胆子大起来。但赚了钱，后面要发展的话，就靠你努力

了!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清楚，我们在上海赚钱

时，第一批富起来的你知道是谁?很多劳改、判刑还有"少

教"出来的人，政府没给他安排工作，没有给他个体户的营

业执照， 1-也就卖水产，就赚了大钱。但是后来，钱又没有了，

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走了他这条路后，他就走歪路上去了。

但是最初出来时，没生活了，逗着他。这个机会，就是，这

个机会是当时别人没有的，就是给了他机会。后来慢慢慢慢

地，外地的人，到上海来了。外地的人，为什么到上海来了?

外地的人没饭吃了，也看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都放开

来了，也摆个摊，他比你吃得起苦，而你这时哩，你已经赚

了钱了，你不会像开始的时候拼了命去做的。那你又没想到，

你的小摊是会做大的。所以有些意识不同。像我们也是一样，

从上海过来的时候没钱，打工的时候才混碗饭钱。赚了钱后

不一样，赚了钱以后怎么样?因为他赚钱后感觉到这是些小

钱，就不满足，就去存。但有时候，很多人是满足了，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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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这就是人与人不同，有人成功了，有人不成功。①

华强北商业街原来是一处荒地， 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开放

时，被市政府规划为"工业用地"，取名"上站岭轻工业

区";所用土地无偿划拨给从外地"空降"深圳的诸多国营性

质的大集团、大公司等单位;甚至还包括一些军工企业，如

华强电子集团的前身即属于国营军工产业。"上培岭轻工业

区"经过 10 年左右时间的"轻工业区"建设，由于深圳开放

的速度远远超过设计预期，此地渐成整个深圳的交通要冲与

枢纽;将"上坊岭轻工业区"作为工业区来经营管理，一方

面失去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此地工业生产成本不断攀高，

也加快了该区域功能转型的步伐。在这种背景下，，"上唠岭轻

工业区"内原先从全国各地来此"加盟"创业的国营企业，

被迫相继转型迁出，另谋出路，看管这个区域的国营企业广

房和其他资产的留守职员，只能靠低价出租厂房和相关资产

来维持生计。

抵住这一机遇，一些外面来的商人，看准了这个地方潜

在的巨大商机，纷纷自发投资做起了生意。先是小商小贩式

的流动生意，随后与留守国营厂房的业主们一拍即合，开始

小面积承租这些国营厂房做起小型商业铺面。最后这一私

(民)营商业热潮一发不可收拾，整层楼面甚至整体楼群都被

私(民)营商人们各自租赁承包下来，秘而不宣地经营起以

电子产品为主的各类商品。"上楼岭轻工业区"开始了"华强

北商业街"的历史性大转型。

但是，地方政府的国土部门与规划部门却反对这种未经

① 编号 BJ-83 :第三次采访黄建跃，录音整理材料， 2005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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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转型"，他们以私(民)营商人的经商活动擅

自改变了该区域的"轻工业区"功能为由，多次与私(民)

营经商者发生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这个华强北

商业街远远不同于内地商业街的建设与管理方式，它不是由

政府技资，而是由一群互不相识的外地"移民"人士自由经

商、自由建成的一处商埠。他们在给当时中共深圳市委主要

领导的投诉信中，也毫不避讳这一实际情况。

尊敬的市委书记:

我们是在华强北商业街投资经营的赛格通信市场、华强

电子世界、 )1顷电家居广场、女人世界、男人世界、新大好、

大百汇商业城、华联商场、创景名店、国际电器城、国际电

子城、嘉年商业广场、儿童世界等十三家大型市场的投资商，

并代表在这些商场中投资经营的近万家个体商户，向您反映

一个问题，请您尽快过问此事并帮助解决。

华强北路原本是工业区，各工厂外迁后这里是一片冷清

的街区。一九九二年以后，随着各投资商顶着各种压力冒险

来这里投资办商场，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才成为今天这样

欣欣向荣的商业街。

华强北各商家: (排名不分先后〕

深圳赛格通信市场

深圳顺电家居广场

深圳男人世界购物广场

深圳新大好时装城

深圳创景名店坊

深圳金斯泰国际电子城

深圳华强电子世芥

深圳女人世界购物广场

深圳儿童世界购物中心

深圳大百汇国际商业城

深圳天高国际电器城

深圳华联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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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嘉年商业广场

1999 年 2 月①

(四)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法理基础

1.纳税人权利与公民参与公共预算

第一，纳税人上缴的税金是公共预算的原始基础。一般

来说，公共预算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金钱"或者财富性质

的"经济资源"。"预算"的英文词为 budget ，从词源上来看，

中古英i语吾里的 bou吨ge创t 和古代法i语吾中的词i语吾 boωu吨19伊ette忧e 有一定的同

义性，即 bo川u吨19伊e 的小后缀

思。总之，公共预算的实质内容就是制定和执行有关收入、

分配和资源使用等方面政策，它的突出特征表现为金钱;②这

笔金钱主要来源于公民纳税，纳税人权利由此就与公民参与

公共预算形成利害相关的整体系统。我们所要探讨的纳税人

权利与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制度性安排，即属于经济学与政

治学共同关注的跨学科交叉的重大课题。诚然，"我们理想的

制度需要独立的标准、权利概念以及公正的规则，它们能限

定政府权力的合法范围，这种在财产权问题上发展起来的限

定性价值观却远远超出了财产权问题的范围。"③

第二，公共预算反映了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互动的法理

① 编号 GH-30: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的主要成员单位致当时深圳市委主要

领导的"公函"。没有用联谊会名称，只用各商家公章，在该信结尾处

各自加盖了公章。写信日期系 1999 年，月份系推测。

( David C. Nice , Public Budgeting , Austral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

ny , 2001 , p. 1 

③ {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

迁研究} ，潘勤等译，三联书店， 1997 ，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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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一方面，"征税的权力不过是一种‘索取'的权力"。①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一一捐税"。②

公民纳税人通过纳税等金钱给付形式，与国家政治权威形成

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债权法理关系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契约

关系;公民纳税是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形式，而

参与出公民纳税构成的公共预算的制定与监督，则是主权在

民、人民主权的重要实现方式。"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

级表明自己的存在。"③纳税人权利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

张扬纳税人权利首先要尊重纳税人对于公共预算的知情权、

参与权与监督权。因而，"宪法规定的规范原则全部是关于征

收与使用租税。人们遵从宪法规定的规范原则，在其限度内

使用租税，并以此为前提，仅遵从宪法规定的原则承担纳税

义务"。④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向公民征收的税额，是为了公

共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即所谓公共预算项目的规划与实施，

"主权者向人们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

的带甲者的薪酬"。⑤其具体内容则是，公共预算合法性在于

政府财政权对于人民意识的遵循和服从，而公共预算正当性

则表现为人民同意授权和确认政府享有的财政行使权。"身为

主权者的大多数纳税人(国民)在间接税中不能从法律上主

张任何权利，这对于一个租税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法律上

① 〔澳〕杰佛瑞·布伦南、〔美〕詹姆斯. M. 布坎商: {宪政经济学} ，冯

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第 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7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411 页。

④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j京论)) (第 4 版) ，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

检察出版社， 2001 ，第 57 页。

③ 〔英〕霍布斯: {利维组}，黎思复、黎延粥译，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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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问题"。①因此，纳税人完全有权利对公共预算的编制、

审批、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基于合法性和正当性实施有效的

控制与监督。

第三，我国纳税人作用与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转型。当

下中国，公民是纳税人，以及纳税人权利是宪法财产权等的

法理意识，还远没有在全社会达成共识。问题就在于此一理

论尚未普及:公民享有纳税人权利，以此对公共预算实行有

效参与与监督等，也就具备了合法性与法理基础。总之，包

括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等在内的纳税人权利，在中国是随着经

济领域内的"经济自由"、"国退民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立等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等时代发展而逐步进入中国

公民的政治视野的。

改革开放之前，即 1956 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至 1978

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曾实行了 20 余年之久的所谓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它主要体现为，国家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

的"大一统"宏观政策。这样，公共财政收入就不是来自以

公民作为纳税人的税收所得，而绝大部分主要来自"全民所

有制" (即"国营经济" )和"集体所有制" (即"集体经

济" )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单位所上交的利润。 1958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

统一税收条例(草案)}，工商税制从此大为简化; 1958 年

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向国家交纳的利润占国家财政总收

入的 96.7% ，而与此同时私(民)营经济几乎完全消失，为

① 〔日〕北野弘久: {税法学原论>> (第 4 版) ，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

检察出版社， 2001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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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多的极少数个体经济交纳的税收仅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

1. 3% 。①在这种前提下，公民由于缺乏对于国家财政的赋税

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缺失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债主法理地

位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地位，因此就难以通过宪法权利来

实现自身的宪法财产权，即无法获得对于国家主导公共预算

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等合法权益。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逐

步推广， 1993 年"八二宪法"修正案也写进了"国家实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吻，从此废除了原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

内容。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已经转为公民所缴纳的税。国家不

再如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那样完全依赖固有经济和集体

经济获得财政收入，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个体经济、私

(民)营经济和公民个人缴纳的各类税。

"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迫使政府不可避免地在经济

上依赖于分散化的个人。这种不断增长的财政上的依赖性，

势必逐渐削弱非宪政的赋税模式的运行。"③个人收入调节税

的征收，也使更多的公民个人步入税收的门槛。据国家税务

总局统计资料，我国 1999 年以来的税收收入所占国家财政总

收入的比重逐年加大，几乎占到了绝大部分。④我国的税收，

① 张馨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第

323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 993 年 3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姜土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05 页。

③ .3: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④ 刘丽: {税的宪政思考与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

205 



广一一「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一一…l

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即成为维持国家主权正

常运转的最主要经费来源。而国家税收中，来自公民个人和

私(民)营工商业的所得税占比也逐年扩大，这也日益成为

我国税收来源及财政收入的重要主体。我国公民和私(民)

营工商业者，巳成为国家税金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提供

者，及我国公共预算的主要提供者。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资料，我国 1999 年时国家税收收入

即突破 1 万亿元，达到 10315 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也突破 1

万亿元，达到了 11444.08 亿元，当年国家税收收入占国家财

政收入的 90.13% 。此后这一比重逐年增加，并有不断攀高的

趋势。如， 2000 年税收收入为 12660 亿元，财政收入为

13052.39 亿元，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 96.99% j 2001 年的

税收收入为 15165 亿元，财政收入为 16386.04 亿元，前者占

后者的 92.559毛 j 2002 年的税收收入为 17004 亿元，财政总收

入为 18914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 89. 90% j 2003 年国家税收收

入突破 2 万亿元，达到了 20450 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

收) ，国家财政总收入也突破了 2 万亿元，达到了 21715 亿

元，前者占后者的 94. 189毛 j 2004 年全国税收为 25718 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 ，财政总收入为 26355. 88 亿元，前

者占后者的 97.589毛。 2005 年全国税收突破了 3 万亿大关，

达到了 30866 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 ，同时国家财政总

收入突破了 3 万亿大关，达到了 31627.98 亿元，前者占后者

的 97.599毛 j 2006 年全国税收收入为 37636 亿元，财政总收入

为 39373.2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 95.59% j 2007 年国家总税收

收入突破了 4 万亿大关，达到了 45622 亿元，同年财政收入

突破 5 万亿元大关，达到了 51322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

88. 899毛 j 2008 年国家总税收收入突破了 5 万亿大关，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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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4 亿元，同年财政收入突破 6 万亿元大关，达到了 61330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 88.41 %; 2009 年国家总税收突破 6 万

亿元大关，达到了 63104 亿元，同年财政收入达到了 68477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 92. 159毛; 2010 年国家总税收收入突破

了 7 万亿大关，达到了 77390 亿元，向年财政收入突破 8 万亿

元大关，达到了 83080 亿元，前者占后者的 93. 15% 。

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国家总税收总体上不断攀升，增长

达 6 倍多;同时，国家财政总收入增长 6 倍多。更为突出的

是，这 12 年内，除 3 个年份 (2002 年、 2007 年与 2008 年)

国家税收所占财政总收入之比重为 80% 以上 90% 以下之外

(89.90% 、 88. 899毛、 88.41 % ) ，其他大多数年份里，该比例

均在 90% 以上，个别年份还达到了 97% 之多。这说明，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公民与私(民)营企业所缴各类税金占了国

家财政总收入的绝大部分。

总之，"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

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①而当下

中国公民税收所占公共财政比重越来越大的事实表明，公民

参与公共预算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因为无论如

何，从财政国家的角度看，公共财政与税收国家是完全一

致的。②

2. 物权与公民参与公共预算

第一，物权的实质是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财产权的一

部分内容表现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即公民作为纳税人完税

① 〔英〕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 ，第 8 页。

②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 (第 4 版) ，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

检察出版社， 2001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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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属于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它在民法上表现为公民

的物权。公民物权是公民履行其所有人权利的必要前提，没

有私人占有财产的法治环境，公民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享有宪

法赋予的各项权利。一方面，物权是公民自由支配个人财产

的前提。"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 àsongr的、同他人元

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

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

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

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自

由首先宣布了人权是‘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

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①另一方面，物

权也是公民个人享有自由参与社会管理等政治权利的前提。

因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对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

民对这种关系的理解都具有重要影响。它被认为是公民地位

的必要前提。摆脱政府的个人安全和独立是通过公共机构保

护所有权的制度来保障的"。②

第二，保障私有财产权就必须保障公民参与公共预算。

一方面，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私人财产权。

"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

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③宪法财产权的

学理知识告诉人们，公民财产分解成为公民纳税人缴纳的赋

税叫一一即国家公共预算所支配的国家财政，和公民私人占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 41 页。

② 〔美〕凯斯 .R 孙斯坦: <<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 ，金朝武等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279 页。

③ 〔法〕孟德斯坞: <<论法的精神} (上册)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2005 ，第 253 页。

208 



素因、
王

济岳入嵌章址
弟

的合法私有财产一一物权。公民贡献给国家并形成公共预算

的那一部分财产，由国家统一安排，其目的显然是保障公民

余下的所有财产即公民私人占有物的安全、保值与增值。另

一方面，公民只有有效参与公共预算才能保障国家财政权的

安全运行。因为，公民个人与国家财政所握有的财产虽然此

消彼长，但在本质上都属于人民财产，且国家财政权能否通

过公共预算形式达到预期效能，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换言之，虽然国家主权力量总是突出自身的公共服务性

质，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容易在施政过程中产生特殊的利益

集团，形成"内部人控制"的违反法人治理目的的利益驱

动;行政公共部门也会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天然地存在不断

扩大自利范围的趋势，造成越来越大的公共预算规模和财政

赤字，以至于出现"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等违背

人民意志的悖论现象。总之，公民运用自身参与公共预算的

法理权利，能够从制度上强化对于国家财政权运行的有效

监督。

第三，我国公民物权保障与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契机。

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法理基础毫无疑问是宪法财产权，而宪

法财产权的经济基础则是私人占有制;在一个公民不能占有

私人财产、公有制占绝对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公民从形

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均被剥夺了国家财政供给者应有的天然权

利与社会地位，也被剥夺了参与公共预算的合法性，因此就

元法来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施政行为。

一方面，我国已从法治层面承认了公民物权。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中共召开"十六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不断完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私有财产权

的认知与理论水平不断有新的境界，对于过去政治生活中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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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忽视"私有财产"的传统做法不断加以改变与修正;中共

最高领导层面的思想解放与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

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作用，发挥

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主导作用。如，不再把私有财产

看{故意识形态上"剥削"的代名词，而认为，'"一切合法的劳

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不能简单地把

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

标准。"①私有财产的非意识形态化为其在法律上与政策上恢

复合法地位提供了政治条件，人们不再视私有财产权为"资

产阶级法权"。又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宣

告"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②中共执

政党还通过提交宪法修正案等立法程序，在 2004 年初召开的

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在 1949 年以来的历史上第一次在

宪法中提出保障私有合法财产权利的立法建议，并鲜明地表

现在以下三个修正条文。如，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明确"宪

法第十条第二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③ 

土地所有权属于国有，但使用权在于公民;从使用的角度来

看，公民的这种使用权也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私有财产权。因

①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

民出版社， 2002 ，第 13 -14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 年

10 月 22 日《光明日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参见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

2004/Mar/517267. 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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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宪法这一条款的修正，实质表明了对公民既有私有权

利的尊重与承认。又如，该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规定"宪

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

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

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

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① 

私营、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其结果是私有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国家宪法

鼓励、支持私(民)营经济发展，相应也需要对私有财产权

利加以保护。又如该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宪法第十

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

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

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

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

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②另外最令人关注的是，

2007 年 10 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全国得以正式

实施，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尚未从制度上建构公民财产与公民

参与公共预算的法治程序。也即，公民可能通过何种制度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参见 hllp: / /www.china.com.cn/chinese/2004/ 

Mar/517267. htm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参见 hltp: / /www.china.com.cn/chinese/2004/ 

Mar/517267. hl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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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以公民纳税人身份，为保障公民财产的安全、保值与

增值而参与公共预算的制定、实施与监督。目前，这仍是一

个尚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从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宪政民主的

法治精神来推断，其制度性框架无非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与协

商性民主制度两种。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整齐划一的两种

民主制度的全面推行还有待时日，但此类地方性的宪政知识

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方兴未艾;这种地方性宪政知识或者宪

政地方性知识，能够本着宪法财产权的法治原理，地方政府

与公民个人(适时会包括公民自由结社的民间组织)能够建

构符合地方风俗习惯的制度性规范，使公民个人及公民社团

组织不同程度地"政治嵌入"式地参与到地方政府公共预算

中来。

总之，基于宪法财产权的公民参与公共预算，在宪政政

制的意义上，突出体现为分权的特征。一方面，公民个人和

公民自治组织要求把过去过分集中于政府部门的公共预算和

财政权分开来，使之能够受到公民个人和公民自治组织的有

效监督;另一方面，公民个人和公民自治组织也要求公共预

算的制定与实施有效地分开 能够在财政民主主义和财政法

治主义精神之下实现阳光预算目标。而无论是协商民主范式

下的人民与政府就公共预算的分权，还是代议制民主范式下

的议会与政府就公共预算的分权，其实质在于宪政政制的本

质诉求，从制衡国家主权的视角出发，最终实现人民主权的

政治目的。

从理论上看，纳税是经济领域的事务，但其所关涉的是

民主政治的功效。民主范式主要是代议制民主，但在代议制

民主不尽完善甚至尚未充分确立之际，公民个人特别是公民

结社的自治组织，也可能通过"政治嵌入"范式对政府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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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实施有效的监督，并借此有效地参与公共预算。在某种程

度上，这是一种人民直接民主的形式，也是财政民主主义的

重要内容之一。它是由人民自己决定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

益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如何

协调。其优点在于可防止地方政府借"公共"的名义，不当

地追求政府部门甚至官员个人私利，等等。政府行为法治化

的关键问题在于财政法治化，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则是实现财

政法治化的基本途径。①

诚然，"财产权通常就具有经济和法律的两个方面，这两

个方面水乳交融般地相互联系在一起"。②纵观西方社会预算

史，其"民主预算理论"的范畴中，政治权力是中间变量，

而公共预算与宪政民主则通过政治权力这一中间变量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并突出地展示了"公共预算改革一政治权力变

迁一宪政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

三 草根组织"政治嵌入"传统的现实意义

当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已经从过去单向度的国

家主权力量"政治安排"公民个人政治参与，逐步向着公民

个体合群结社建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方向转变。其

中，私(民)营企业群体中涌现出的草根民间商会具有相当

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当然，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私

(民)营商人的联合行动已经显示:公民基于宪法财产权，能

① 张释: {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4 期。

②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第 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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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政治嵌入"到当地公共预算的政治活动中;但是，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的合群结社活

动刚则发端，既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认可，其自身的

自治组织也远远没有形成。总之，他们的集体行动是松散型

的，一般因事而聚，事毕而去，因此还不能称为"草根"民

间商会，至多是处于前组织状态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形态，

即由公民个人走向联合结社，向着"草根"民间组织演化，

有着公民社会远景目标的诉求与指向。

中国民间商会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过程中，

即构建中国化公民社会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缺失，是学界

长期以来高度关注的跨学科课题 但仍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

尚未得到深刻发掘，如研究概念的重新厘定和研究模式的重

新探索，等等。关于研究概念，学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含

混不清。一是 public sphere 与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

会，以下同)的歧义与混用。其二是 public sphere (公共领

域、公域或公共空间等，以下同)与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文学界公共领

域)等，特别是与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资产者公共领

域)的歧义与泪用，也使学界的学理对话出现了错位。的确，

"究竟如何从‘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中

国近代和当代社会与政治的变化，至今尚没有比较令人满意

的解答。这一点，正如黄宗智所评论的，乃是‘中国研究领

域当前存在的范式危机的一种反映， "。①

( Philip C. C. Huang ,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 Modern 

Chinα ， Vo1.17 , No.3 (July 1991) ;转引自顾昕《当代中国有元公民社会

与公共空间? 评西方学者有关论述> ，参见 http://www.go吨fa. com/ 

guxingongminsheh旧. ht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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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人结社"政治嵌入"的社会形态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中外学者倾向于运用民间商会基

础上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学理，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

史和现实进程。其中，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是近年来国内社

会科学界新兴的理论概念。①但"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似乎从

一开始便偏离了方向……几乎都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

域'看作是同一个概念。"②不少西方学者运用"公民社会"

和"公共空间"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出现的独立于

国家的自主性社会领域，并视其为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

方面。③对它的强度和性质，却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公

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争论"。④因此，需要首先对此两种概念的

三种"版本"作一梳理;其次，对混用概念的社会现象作学

理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

互动关系的路径选择。

1.结社概念的歧义与混用

第一，以公民社会概念来研究中国化的国家与社会之间

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实质，主要体现在政府与

① 冯彼才: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历史研究} 2001 年第5 期。

② 玉筒: {对关于"公共领域"研究批评的回答一一兼谈史学批评的规范

问题}，转引自"公法评论网" http://www.gongfa.com/gonggon-

glingyuwangdi. htm 。

③ 顾昕: {当代中国有元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 评商方学者有关论述}，

转引自"公法评论网" http://www.gongfa.com/guxingongminshehui.htm. 

( Jr. Frederic Wakeman ,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lical Culture" , Modern China , Vol. 19 , No. 2 

(April 1993) .转引自《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张小劲、常'

欣欣译，邓正来校，参见邓iE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中央编译

出版社， 2002 ，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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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组织或社会团体的互动关系上①社会学意义上的"互

动"，通常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接触而相互交流和影响的过

程。②改革开放以来，私(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社会团

体及各类中介组织大量涌现，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萌发，社会

自治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大为提升，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

系开始形成。③有些学者认为，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与社会变迁之后，中国公民社会巳初具规模。④还有学者看到

了民间自治商会的重要作用，认为它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

会力量与国家部门互动，因此公民社会正在我国形成。⑤

第二，以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

动关系。将 "public sphere" 一词应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并与商会联系起来，最早的是美国学者 R. Keith Schoppa。⑥后

David Strand 又在其讨论北京人力车的专著中更直接将商会当

成中国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 William T. Rowe 和 Marry

B. Rankin 等人，作为研究"公共领域"的代表人物，对这个

概念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商会的整个研究

① 康晓光: {权力的转移一一.1978 - 1998 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参见

"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 net. 2004. 4. 8 0 

② 易益典、周拱喜 : {社会学教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72 -77 1页。

③ 张袒桦: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参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网

④ 张祖桦: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参见"北京大2笨在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网"， http: / /www. dajun. com. cn/111 日 htm. 2003. 2. 15 0 

⑤胡平仁 : {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

层影响管窥~，参见 http: / /www. dffy. com/faxuejietilzh/20031 11 

20031119082405. htm 。

⑥ 胡平仁: {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一一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

层影响管窥~ ，参见 http://www. df句. com/ faxuejieti/ zh/20031 1120031119 

082405. ht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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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市民社会。① William T. Rowe 和

Mar可 B. Rankin 认为，公共领域的细节并不适宜于中国历史，

晚期中华帝国公共领域的产生不同于西欧。②有学者看到，

"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概念，

其间存在时空上的不可逆转性。③有学者从学理层面论证近代

中国同样存在"公共领域"，因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可以用来理解和解读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舆

论。④有学者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具有迥异的内

涵，同一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也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类

别一一诸如"科学的公共领域"、 "文学的公共领域"以及

"政治的公共领域"等等。③这对于具体理解晗贝马斯的"资

产者公共领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有助于把握"公共

领域"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学者探讨了中国近代

历史上"公共领域"发展史上的"长江上游模式"，并与

"冲突型"的"公共领域"之"汉口模式"形成了对比，⑥从

( David Strand ,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α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p. 168. 

② 王笛: {对关于"公共领域"研究批评的回答 兼谈史学批评的规范

问题}，参见"公法评论网" 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

wangdi. htm 。

③ 强世功: {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一一国家转型中的法律 (1840 -

1981)} ，转引自"法律之维网"， http://www.law-dimension.com/de-

tai l. asp? id = 273 0 

④ 许纪霖: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一一以上海为

例}， {史林} 2003 年第 2 期。

⑤ 许英: {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 ，转引自"公法评论网" ht 

tp: / /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luo. hlmo 

⑥ 王筒{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一一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二月， ((开

放时代) 200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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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以论证，中国历史上民间商会基础上"公共领域"具有

多样性与丰富性等特征。

第二，以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中国化的国家

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是两个

不同概念，但近年来学界在讨论时，常将这两个概念合并在

一起，特别是以商会为对象的一些实证研究，对两个概念没

有作明晰的区分。学界因为没有对此两种概念产生学理认同，

所以，近十年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公民社会理

论一起，均被尝试应用在中国研究领域。

2. 民间结社的"政治嵌入"路径

"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概念之所以产生歧义与

泪用，除去东西方社会体制、文明传统、语言习惯等方面的

差异外，还在于学界没有就民间商会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互

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广泛、多层次的转型地带这一研究模式形

成认同。在此一转型地带，其发端是纯个人的私域，其最终

进化是社会整体化的"公共领域一般"，即公民社会，分布其

两端之间的是社会自治基础上的公共领域等若干个转型期

(见图 15) j 换言之，"在市民社会中，形成意见的协会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围绕着协会的是自律的公共领域"。①这说

明，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形成意见的协会、公共领

域和公民社会是三个层次不同的概念工具。

第一，"公民社会"目标超越了当下中国国情。显而易

见，理论假设模型表明，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格局之框架

下，处于其间的转型地带愈是宽泛、厚实，形成的转型地带

① 〔德〕尤尔根·晗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学林

出版社， 1999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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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转型地带中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

链愈是延展、持续，则保持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之格局的效

果愈是良好。从此模型来看，从个人私域出发，在社会演进

的过程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会分别出现与国家与

社会分离、互动之态势相均衡适应的社会转型期，最简单直

观的就是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转型期。显

然，如果社会径直地演进为公民社会 则此一转型地带的预

期社会形态，也即国家与社会分离、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等，

均达到最佳状态。 Charles Taylor 已经"更为详尽地对这些

(关于公民社会)不同的含义予以探究"，并极其认真地对他

假设的三种公民社会作出了辨析。①但在假设模型中，这毕竟

① Charles Taylor , "Models of Civil SocielY , Publie Culture" ，转引自《市民

社会的模式} ，冯青虎译，邓正来校，邓Æ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

会}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0 

上述引文论述如下 "让我们更为详尽地对这些不同的含义予以探

究。 (1) 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自己的自

由社团， iÏi 民社会使存在了。 (2) 就较为严格的含义来说，只有当整个

社会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其行为时，

市民社会才存在。 (3) 作为第二利1含义的替代或补充，当这些社团能够

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时，我们便可利之为社会O 就第

非jl含义来说，没有人能够否认市民社会存在于西方，也没有人能够否

认在列宁式的统治下也存在着市民社会，而且它始终是生活于这种制度

中的人们的叫个迫切向往。然而，根据西方政治理论，与国家相对的市

民社会，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它不仅包括了市民村会的第二种含义，有

时还含括了第三利1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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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尚未预期的最佳结局。有学者云"基于现实层面的目标则

标示为建构经验历史及思想历史全不知晓的国家与市民社会

的关系的努力，其任务当然是首先建构起中国的市民社会。"①

笔者不敢苟同此一观点，即认为公民社会非经相当长时期的

转型地带的成熟培育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第二， "公共领域"的实现目标同样超越了当下中国国

情。在任何有所作为的公民社会中，都存在着两种机制:一

种是公共领域，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②也即公民社会与公共

领域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公民社会是目标，而公共领域

是过程。"这一系列关于自由经济和公众或公共空间的观念，

构成了有关‘市民社会'区别于国家的新认识的一种思想资

源。市民社会包括一个公众或公共的、但却不是根据政治予

以架构的领域。"③故而，越过公共领域探讨公民社会，或者

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合并来探讨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

学理分析不合时宜。那么，仅仅从公共领域出发探讨国家与

社会互动关系，是否足以揭示这一转型地带的分离意义呢?

显然行不通，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典范哈贝马斯就是从分

析"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者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

者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出发，并且宁愿"忽略了历史发

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这一变体'喻，进而研

① 邓正来: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27 页。

② 转引自许英《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参见"公法评论网"

http://www.gongfa.com/gonggonglin吕yuwangluo. htm o 

( Charles Taylor , "Models of Civil Society , Public Culture" ，转引自《市民

社会的模式} ，冯青虎译，邓正来校，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

会}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0 

④ 〔德〕尤尔根·晗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学林

出版社， 1999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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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变迁的。所以，公共领域只是转型地带

的一个重要领域，但还不是转型地带的真正开始，也即不能

将它作为分析的概念工具来研究这一转型地带的初始状态。

公共领域是整体社会中各个具体社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个性

化的公共领域的集合和总括，是一种共性，即所有个性特征

的一般概念描述。当然，学界看到，鉴于哈贝马斯"资产者

公共领域"等概念形成于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下，是

"公众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报纸等公共空间，讨论社会公共

事务，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由此形成体制化的公共领

域";①认为"尽快建立起关于‘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或许

应该是学术界最迫切的任务;因为在那里，通过大家广泛而

深入的理性讨论，我们或许能够使这个新世界在建构其自生

自发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②笔者亦

不愿苟同此一观点，始终恪守"资产者公共领域"学理价值，

宜由自治性质的民间商会这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兴起和演进，

通过"政治嵌入"等政治参与形态，来推进中国化国家与社

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的改良与重建。

(二)中国民间商人结社的组织特性

西方文明社会的公共领域一般发端于文学、媒体之类的

精神领域;而在类似于中国这样封建传统甚重、国家主义至

上的东方国家，"资产者公共领域"一般依照"经济的必然

性"，在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上，会逐步演进成为整个转型地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商卫东等译，学林

出版社， 1999 ，第 14 -25 页。

② ì!1二英: (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转引向"公法评论网

tp: / /www.gongfa.com/gonggonglingyuwangluo. hl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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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起点与支点(见图 16 )。在运用这一概念工具探讨中国

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之前，分析"公共领域"形成的一般

准则，可以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分离互动的转型地带更具逻辑

性和可操作性。

图 16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转型地带中的资产者公共领域

1.结杜中的"公共领域"条件

第一，一般准则一一哈共性"。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

域"研究，应是西方"公共领域"一般准则的再现和运用。特别

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也就是

说，为了能够在学理上对话和交往，此一领域的研究必须使用学

界认同的概念化工具，来辨析中国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这一

概念化工具就是"公共领域"的一般准则一一"公共性"，即

"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

在此空间之中从事公共批判，形成公众舆论"。①在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学理框架下，"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

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

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一一即意见; (而是)只有当这些个

① 许纪霖: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 以上海为例L

《史林} 2∞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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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①可

见，"公共性"一般有三个要素:公众、公众批判和公众舆论。

一是关于公众。公众是平等的具有自由人格的某类公民个

体，按照自律原则构成的公民集合体。在阿伦特关于该问题的

分析中，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

显现着他是"谁"，即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自我。公共环境比

隐私环境更能充分显示自我，公共领域是一种"外观"，一种

"井然有序的戏景"，它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行动提供了舞台和

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处于此种状态中的公

民集合即为"公众"，也即"行动中的人"的集合。②

二是关于公众批判。批判的公共性即公众批判，只有两个

交往领域通过公众批判作为中介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

上的公众舆论，即公众参与到公共领域所控制的正式交往行动

中去，通过批判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把两个交往领域联系起来。

三是关于公众舆论。公共领域中所形成的一切经验意识的

同一性和先验意识的抽象同一性是一致的，并由公共性保障不

同主体所作出的"判断的一致性"。③关于这种"判断的一致

性"基础上的公众舆论， C. W. Wills 提供了经验性标准定义:

‘(1)事实上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 (2) 公众交

往有了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能

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 u (3) 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

社， 1999 ，第 252 页。

( Hannah Arendt , The Humαn Condition , Chicago: U 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8 , pp.l - 27. 

③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

出版社， 1999 ，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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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中，甚至是在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导性的权威体

制中，随时可以找到一条发地途径。 (4) 权威机构并不对公

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之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①

由此可知，"公共领域"本身在原则上反对 4 切形式的统治，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公共领域"都必须恪守它的一般准

则 公共性。相反，如果公众作为统治阶层自我封闭，如

果放弃了公共性原则，那么公众舆论就可能变成强制，公众

批判就会变成教条，缺乏一致性基础上的共识就会变成命令;

那么，即使"公共领域"形成了也会变形并瓦解。

第二，"发韧四要件" (指某一社会领域率先生成公共

领域的要件)。坚守公共性的一切社会领域都有条件形成

"公共领域"的品部分，但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制度的条件

下，什么样的社会领域能够具备条件率先生成这种"公共

性"? "前提是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要受到

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

己的事情。"②晗贝马斯框架下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就是

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由此，从作为"公共领域"一

般准则的"公共性"三要素分析，这个起到发韧作用的特

殊社会领域应该具备以下四项要件:一是合法性;二是实

践公共性的人财物力;二是内在的需求;四是国家的客观需

要。只有市场经济的强劲推力和国家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客

观需要，才有可能赋予有内在需要的资产者阶层形成公众舆

论的合法性。西方的文明社会是这样，类于中国的东方文明

① C.W.M iIIs , PowerElite , NewYork , 1956 , 5.303f. 转引自晗贝马斯《公
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第 295 页。

②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剪卫东等译，学林

出版社， 1999 ，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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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也是如此。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离开市场经济的发

展、有产者阶层的兴起、民间商会这个特殊的社会领域等等，

就无法产生"资产者公共领域"，更谈不上什么"公共领

域"了。①

2. "资产者公共领域"与民间商人组织"政治嵌入"

对概念工具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下文引用学界一些关

于中国近代史中民间商会基础上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

会"之类的概念，它们实质上属于我们探讨的"资产者公共

领域"之概念范畴。

第一，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与"政治嵌

入"活动。中外学界均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定

规模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国内学者较早地使用"公共领

域"概念来研究商会的是马敏和朱英。②马敏、朱英提出了

"市民社会雏形说"，提出"近代中国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型

民间社会，也可称之为市民社会的雏形"，③并将以自治公所

① 尽管 William T. Rowe 认为像诗社这样的文人团体则属于另一个独立

的却相关的范畴。这些团体往往聚集于茶馆或其他地点公开地讨论人

们普遍关注的审美问题或学术问题。波拉切克对 19 世纪早期北京的

宣甫诗社和顾炎武神鑫组织的研究，清楚地昭示了这些团体所具有

的成为政策批评工具的潜力。" (参见 William T. Rowe {晚清帝国的

"市民社会"问题} ，邓正来、杨念群译，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

民社会}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第 412 页)但是，诚如汉学晚

清史研究学者 Jr. Frederic Wakeman (魏裴德)所告诫的那样，要注

意这种团体在政治上的局限性。笔者根据公共性的三个要素和特殊社

会领域率先形成"资产者公共领域"之四项要件来判断，市场经济史前

社会中业已存在的"论术"、"议政"之类型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如明

朝"东林党"等，因其缺失"三个要素"、"四项要件"而不列入研究

之列。

② 冯彼才: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历史研究} 2∞1 年第 5 期。

③ 朱英: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第 408 页。

225 



广…「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J 

为主轴的上海模式与以商会为中枢的苏州模式作了一定的区

分。①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最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民

间组织就是商会，具体反映在其独立自治、契约规则与民主

制度三个方面。②王笛亦曾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商

会与其他公共组织进行了考察。③又如:西方学者较早地使用

"公共领域"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民间商会的是 William

T. Rowe 和 Ma创r盯.

萌芽于 16 世纪末 1口7 世纪初，随之也出现了中国化"资产者

公共领域"，并在 18 世纪西方市场经济的剌激下逐步凸显。

Marry B. Rankin 还把所谓的"中国公共领域"的起源追溯到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⑤目的在于从"公共领域"兴衰的角

① 参见以下资料:马敏: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

出版社， 1995 0 

马敏 : {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 {天津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5 期。

朱英: ((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②朱英: {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

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第 112 - 113 页。

③ 王笛: {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1 期。

( David Strand , R町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α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p.168 转引自张志东《近代

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模式与问题的再探讨}， {天津社会

科学>> 1998 年第 6 期。

③ 参见以下资料: Marry B. Rankin , "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 Etudes Chi

noises , Vol. 2 , No.2 (Autumn 1990) , pp. 13 - 60 。

Marry B. Ranl口n ，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 Modern 

Chinα ， Vol. 19 , No.2 (April 1993) , pp. 158 - 182. 

以上资料转引自顾昕《当代中周有元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一一评

西方学者有关论述}， http://www.gongfa.com/guxingongminshehui.ht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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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番新的解释。如果中国近代史中确实存

在过"资产者公共领域"，那么，它)应蓝诙具备公共领域的一般

准则………"公共性

此检验此一"资产者公共领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嵌

入"活动达到了何种程度。鉴于"资产者公共领域"是历史、

具体的，而不是几个历史年代中不同时期多个事件的"合并

同类项"，所以，暂选择清末民初民间商会抵制公文程式的事

件(简称"抵制事件"，以下同)作为研究的参照物;①以此

观察中国近代史上"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政治嵌入"雏

形。清末民初时，因为清政府提倡"商战"，大力扶持民间商

会的兴起与发展，民间商会拥有相当大独立自治的权利，在

许多重要方面不受所在地区官府的直接控制和支配，能够以

独立自主的姿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 即使是与官府在某些方

面互赖互补的互动过程中，也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不是事

事唯官府马首是瞻。民间商会的自治权利，是清末 1904 年商

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等相关商会法律法规所赋予的，

也一直得到官府、民间的认间，即具有法律的、政治的、社

会的和行政的合法性。清政府一意孤行的公文程式"改革"，

甚至 1914 年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的《商会法》等，其根本目

的在于剥夺已经赋予民间商会在法律、政治和行政等方面的

合法地位与政治自由，并在降低民间商会的政治社会地位、

削减政治社会权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迫使民间商会丧失原

有的独立法人社团之政治地位。这些反民主反社会的逆流当

然为民间商会所坚决反对，并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事

①朱英: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第 384 -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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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就是"抵制事件"的基本性质。

第二，中国化"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体现。公共性的第

一要素是公民形成公众。只有"当人们在不必屈从强制高压

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也就是说能够保证他

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地表达和发表其观点时，公

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①抵制事件本身就是为了反对意

欲将民间商会变成置于官府控制之下的附庸机构，在历经官

府的高压、威胁甚至打击之下，全国各地的民间商会，在成

立不久的全国商会联合会 (1914 年)的组织、协调下，采取

提出议案、通电致函呼吁、召集全国临时特别会议、选派代

表赴京请愿甚至拒不执行官府命令等;J] 法，充分表达了民间

商会自身的利益需求，起到了"公众批判"之作用。抵制事

件持续两年，舆论、立场和抵制行动能够保持协调一致，抗

争的态度也始终较为坚决，最后以民间商会取得圆满胜利而

告结束，发挥了公众舆论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制衡国家政治权威独断专横的作用。

第三，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发韧四要件体现。"抵

制事件"过程中，民间商会元任何妥协退让之举，足见当时

中国民间商会内在的反抗精神坚不可摧。加之，民间商会本

身的人财物力较为雄厚，有足够的人财物力开展集会、议案、

办报、请愿甚至拒绝官府之"改组"商会的图谋。清末民初

时期，时局动荡不定，内忧外患重创民心国力;而市场经济

( Jr. Frederic Wakeman ,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m 

Ref1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 Modern Chinα ， Vol. 19 , No.2 

(April1993) .转引自《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 ，张小劲、常

欣欣译，邓正来校，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2 ，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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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广泛兴起的民间商会对于振兴经济、造福公益的贡

献，恰好有利于生产一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正是当时风

雨飘摇中国家政权的迫切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国家已

有的合法性随着社会变迁日益削弱，而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

来强化其统治合法性时，也即"综合国力"竞争和人民物质

文化需要成为整个社会需求主流，私(民)营经济和民间自

治商会持续发展，恰能满足此 4 主流需求时，正是在这种

"歪打正着"式的社会变迁中，"资产者公共领域"也就应运

而生了。

不过，只有当整个社会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自由社

团，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时，"公共领

域"才能持久存在。①在"抵制事件"中，"如果当时的北京

政府坚持拒绝商会的要求，并采取镇压的措施，最后将会形

成何种结局尚很难预料"。②所以，清末民初的"资产者公共

领域"，在向理想化的"公共领域"一般状态的社会演进中，

还需要经过公民社会转型地带等很长的中间过程，最终才能

实现预期的民主政治之目标。很可惜，历史并没有预留给专

制政府更充足的时间，当社会演进的历史脉络受到一定程度

的阻滞后，一场革命就会替代改革，成为强行推动社会演进

的主旋律。

(二)转型期中国民间商人的组织化系谱

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促成了国家与社会

① 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第 95 -

118 页。

② 朱英: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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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互动关系的重新开始，再一次开启了"资产者公共领域"

向公民社会演进的新转型。但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

转型地带中，这种"互动关系开始形成"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能否超越清末民初时"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水准，并在"政

治嵌入"活动中更进一步推进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

构性关系?这些问题催生了对于中国公民社会之学理研究的

路径选择的重新审视和判断。

1.重建民间商会组织的路径选择

在政治全能主义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根本不可能产

生良性互动关系;中国 1949 年始特别是从 1956 年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到 1978 年期间，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在经济上

高度集中，同时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因此民间力量元法从事

私(民)营经济，同时无法结成经济共同体以期"政治嵌

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活动领域中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国家内政外交等政策的革新，以及私(民)营经济的成长，

已经被压缩至极度弱小的民间社会力量开始得到较大发展，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叉开始了重塑;①并出现了转型

期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其现实物质载体是草根民间商

会组织，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的商人自治组织就是千

千万万个这种新型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案例。因此，作为"公

共领域"一般准则的"公共性"和"发韧四要件"，理当会

通过类似于深圳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的草根民间商会等组织

得以体现。这样，当下中国民间商会发育和成熟到什么程度，

其中蕴涵的公共性和公共领域发韧四要件就会展示到什么水

① 张祖桦: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参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网" http: / /www. dajun. com. cn/111 zz. htm. 2003. 2.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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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也即转型期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在转型地带演变

到什么程度(见图 17) ，并揭示出以下三层含义。

度E巨型

00 17 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转型地带中的民间商会

第一，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质。互动关系的实

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起到调整利益关系的物质力量分布于

呈递进式排列的公民社会发育成长链(即转型地带) ，它由公

民社会、公共领域、某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如资产

者公共领域)、构成这个特殊社会领域的社会团体(如资产者

公共领域中的民间商会组织)、公民私域[如私(民)营企

业主阶层]等五个部分组成。

第二，公民社会发育成长链中五个部分构成复杂的演进过

程。这个演进过程相互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连贯性。作为私域

中的公民个人，如何在文明社会的演进中，逐步形成不同社会

团体并上升到公共领域，再跃入公民社会的最高层次，在不同

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和历史阶段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三，在公民社会发育成长链上的某个具体环节上，产

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即国家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

益调整关系。在图 15 中，是理想化的最终结局，在公民社会

或者成熟的公共领域这个层面展开利益关系的互动与调整，

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处于良性的循环状态，公共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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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与发韧四要件得到了完全、充分的实践。在图 16 中，市

场经济发育到一定程度时，"资产者公共领域"形成，国家与

社会之间主要通过"资产者公共领域"展开利益关系的协调

和整合(当然，与"资产者公共领域"并行的其他公共领域

多种多样，但"资产者公共领域"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而

首先出现并居于相当重要的社会地位) ;公共性兰要素与发韧

四要件只在"资产者公共领域"范围内得到充分实践，而在

其他公共领域没有得到充分实践。在图 17 中，由于市场经济

不够完善及其他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的制约，其他的公共领

域处于酝酿之中，"资产者公共领域"已经出现但没有充分完

善，甚至还停滞在产生它的社会团体(即民间商会)的阶段，

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不够完善的社会团体(即民间商会) , 

产生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互动和整合，公共性三要素

与发韧四要件在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内也

没有得到充分实践。由此可见，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转

型地带的路径选择，首先是需要满足"公共领域" "公共性三

要素"与"发韧四要件"的要求。

2. 民间商人结社中的公共性悖论

我国商会的民间化革根化方向改革，已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在由过去政府的单向控制向政府与商会双向互动合作方

式转变中，特别是开展民办商会的试点工作中，均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那种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

自理会务的"五自"办会模式在温州、深圳等沿海市场经济

发达地区普及开来。①但是，这些改革所达到的程度毕竟离

① 浦文昌、荣敬本等: {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一一培育发展民间商会的比

较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第 92 -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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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一般准则一一"公共性三要素" (公众、公众批

判和公众舆论等)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毕竟类似于华强北

商业街里兴起的草根民间商会，其外在的表现形态在于经济

民主，而内在的价值诉求则在于"政治嵌入"，即通过人民主

权对于国家主权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民主政治对于集权政治

权威的制衡作用。"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这是由

公民们共向维持的可见领域和共同拥有的‘世界'。公共领域

最重要的特征是显露性和人为性。公共领域的显露性是指，

在此空间中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可以亲自眼见耳

阔的'，因此而具有最大的公众性。"①然而，转型期中国民

间商会在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组织上缺乏独立

性、职能上存在角色紧张 (role strain) 和角色冲突 (role con

flict) 、法律地位不明确，②等等。按照米尔斯( C. W. Mills) 

关于公众舆论的四条经验标准判断，③这些主要问题都构成了

转型期中国民间商会尤其是类似于华强北商业街草根民间组

织缺失"公众性"的重要原因 0

3. 中国转型期民间商会中发韧四要件的缺失

"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比较高

的，其中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名声地位的估计最高，经济收入

地位次之，政治参与地位居第三位。"④这说明民间商会实践

( Hannah Arendt , The Humαn Condition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8. 转寻|臼徐责《阿伦特公民观述评))， {二十一世纪>> 2002 年第 2 期。

②浦文昌、荣敬本等 {1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 培育发展民间商会的比

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第 96 - 99 页。

③ 转引自〔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第 295 页。

④ 陈光金{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 社会参与分析>>，载

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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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的人财物力并不缺乏。然而，除此而外，发韧四要件

中其他三要件却不容乐观。

第一，关于合法性。合法性包含着法律合法性、政治合

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等全部意义。①由于"中国的

传统和现实共同确立了国家或政府的主导地位，行政权力支

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而且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

家'，未来的中国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获取赶超过程

中的‘后发优势'。政府对社会团体的全面控制是未来国家与

社会关系演变的初始发展条件。"②对于民间商会之类的社会

团体，或者说，对于当下中国商会的民间化，期望建立一种

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似乎没有任何法律和政

策的支持。相反，当下中国现行有关社会团体的管理原则是

"双重管理体制"，这使得"就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摧毁经济领

域之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同时，在中国的社会领域中却正在

‘从无到有'地建设社团的计划管理体制"严加之迄今我国

尚未出台由代行人民主权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类

似《商会法》的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法律体系，因而，一个草

根民间商会"要么同时具备这四种合法性，要么不存在"④

的尴尬局面就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存在。

更为不利的是，转型期中国民间商会尤其是类似于华强

北商业街的草根民间商会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合法性。一部分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在所谓"暴富"

① 高l肉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罔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2 颊。

② 康晓光: ((权力的转移一一1978 - 1998 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参见

"中罔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 t. 2004. 4. 8 0 

③ 康晓光 :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 年总第28 期。

④ 高丙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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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多多少少存在着的柳传志式"原罪"，①甚至是更为

严重的"各种市场主体以个别的方式表达利益主要就是在为

寻租行为的实现创造条件"和"利益集团在向政府施加影响

的时候，也不排除产生寻租现象，因而也会引起和加重腐败"

等形式的"原罪"。②因此，这些"原罪"导致了当下中国普

通民众"仇富"心理甚至"仇富"行为的普遍化。③这种与

转型期中国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相

"对立"冲突的社会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无

论如何，这必然极大地削弱包括草根民间商会在内的私(民)

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举办的社会团体的社会

合法性。这种社会合法性的缺失，在调节和整合国家与私

(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时，必将导致草根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因

为没有社会民众的深刻理解和坚定支持而在强大集中的政治权

威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元所作为。因而，私(民)营企业资本

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特别是私(民)营商人阶层，不仅在

体制内获得"政治安排"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且

从体制外"政治嵌入"的合法性也面临着严i峻的挑战。

第二，关于内在需求与国家需要。草根民间商会等社会

团体在本质上是利益阶层，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

① 《现场播报: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谈赚钱与道德的冲突} ，参见 ht-

tp: / Ifinance. sina. com. cn/h)'/20021220/161729278 1. shtml 。

② 李景鹏: <<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第 283 页。

③~ "老板"代表"大款"委员驳斥"为富不仁论"} ，参见 http: // 

news. china. com/zh cn/focus/2h … 2003/ alldiscuss/ll 0 1 0479120030306/ 

11425159. htm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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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商会是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

和治理组织……商会应当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是这个利

益群体合法权益的代表者。"①这些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

了民间商会的"内在的需求"，这正是"私(民)营企业资

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作为中国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

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的重要根据;因为一般来说，

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有三个

未来诉求:经济诉求、社会声望诉求和政治诉求。②但是，民

间商会的"内在的需求"与"国家的客观需要"之间的关系

又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私(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巩固

和维护了政治统治权威的执政合法性，应而"必须毫不动摇

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③成为中共和国家的

客观需要井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而另一方面，"人们已经

从自身的经验中愈来愈认识到组成集团向政府施加影响的必

要性，对于各种市场主体来说，这种认识尤其强烈。但是现

有的政治结构又不允许它们发展成为利益集团。现有的解决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它们置于行政权力的

控制之下"。④结果，当下中国的商会组织形态五花八门、各

① 浦文昌、荣敬本等: {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一一培育发展民间商会的比

较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第 227 页。

② 陈光金: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一社会参与分析} , 

载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第 27 -40 页。

③ 江泽民: {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一一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24 页。

④ 李景鹏: {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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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政，并分属中共党委部门(如统战部等)和政府各有关

部门(如工商联组织、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各个行业主管单位

等等) ，远未达成统一的组织认同，所以难以形成公众批判基

础上的"判断的一致性"，即"公众舆论"。

总之，"‘市民社会'此一概念恰如民主、自由、人权、

宪政等概念一样，虽然产生于西方，却具有跨地域、跨文化

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能为我们所用、也应该采用"。①问题在

于如何"所用、采用"。公民社会发育成长链是相互关联的五

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中国化公民社会的学理研究恰在于第三

个部分，即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陷入了西方文明社会已

有的模式，即认为培育中国的"阅读公众"、形成媒体界这一

特殊社会领域的公众舆论是构成公共领域甚至公民社会的关

键。②但是，由于这一特殊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三要素和发韧囚

要件的严重缺失，它甚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比草根民间商会

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更有效地分离国家与社会，形成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考察中国草根民间商会产

生和演进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草根民间商会

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具备形成公共性三要素和发韧四

要件，尽管当下其形成公共性三要素和发韧四要件的条件还有

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国家是否允许资本的力量在草根民间

商会中日益崛起并在转型地带中沿着公民社会发育成长链不断

演进，至今仍未可知。当下中国对于此一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

活动，在政策上至多徘徊在体制内"政治安排"的层面，远未

① 景跃进{ "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 {中国社会科

学季刊} 1993 年第 5 期。

② 程木瑞: {网际网络能否成为公共领域} ，载 http://www.mediachina.net/

academic/xsjd_ view. jsp? id = 1578. 2004. 2.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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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迈向体制外"政治嵌入"与体制内"政治安排"共存并举

的改革思路。"只有对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才能

看清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 1990

年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主要的两条线索，力量消长，相互合作

与斗争。"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有把握资本、资本利益

集团的代表组织(即民间商会)与国家政治权威之间利益关

系的实质，即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法理关系，才能揭开当

下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能

够在多大程度上"政治嵌入"现实政治生活的谜底。

四 主权在民与宪法财产权

宪法明确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私有全部财产的分

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以及其他

国家事务的政治参与权。宪法财产权表明，公民依照与国家

之间的在先契约原则，须向国家交纳一部分私有财产作为国

家税收，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公民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与

此同时也享有宪法保障的纳税人权利。我国宪法已经明确保

障公民私有财产权，但尚未规范纳税人权利的具体内容与范

畴;而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纳税人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恰恰是

宪政政制在逻辑与历史上的双重起点。

对于私有财产权的理解，我国曾主要限于私法上的内涵，

并从私有财产可能存在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倾向性，得出了限

制甚至废除私有财产权以实现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结论。人

① 萧武: (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与政治) ，载"世纪中罔网"， http: / / 

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 php? articleid = 2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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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曾设想，财产权上的人人平等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唯有通过

公有制一一即社会共同占有一一来实现。 100 多年来的国际共

运史表明，这种唯公有制论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并未揭示人

民主权原则的真醋。我国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

指导思想上断然放弃了过去极"左"路线下"一大二公"式的

生产关系至上论，普通群众对于私有财产权也开始重新认识，

过去被打人思想"冷宫"的"私有财产"等观念也开始解冻。

如，不再把私有财产看做是意识形态上"剥削"的代名词，也

不再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

后的标准。①又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宣告"保

护私有财产权"。②再如， 2004 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宜称"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

扭"。③明确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是国家财产，而是公民维系其自

身生存、发展的最基本财产。这就从宪法层面区分了国家财产

与公民私有财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从国家宪法上区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汇r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

出版社， 2002 ，第 13 -14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 年 10

月 22 日《光明日报》。

③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系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 年 12 月 4 日全因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又称"八二宪法"。"八二宪法"目前一共通过四次全国人大会议，形成

了四份宪法修正案;它们分别是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93 年 3 月 29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 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参见"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zgrdw/home/lm _ single. jsp? Imid = 1102&dm = 

1102&pdmc = 1102 0 

239 



f一}…寸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_………J 

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界限。可见，财产首先同以生产力

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相联系，它必然会在政治

上和法律上有所表现。

(一)宪法财产权的逻辑起点

1.公法与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

第一，私有财产权是公民自然法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

是其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以及由此而享有

的其他自然法权，都以人格权利为最基本因素，没有人格权就

不存在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权。在国家产生之前的民族社会，食

物禁忌要求群体的任何成员都不准带走自己的一份去自由支配，

也不准阻止群体的其他成员对这份集体猎物行使他们的权利。①

随着私有制出现， "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②，离开了公民

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衍生其他自然法权。财产权是人格形

成的主要基础，保障私有财产权才能为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

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③洛克把这种人人所遵守的起支配作用

的理性称为人的自然状态，人的这种理性就是自然法，是人

无须成文法律规定就天然享有并必须遵从的规则。④

第二，赋税具有私法与公法的双重意义。私法意义上的

财产权，是上缴国家赋税之后的财产权;赋税对私法而言是

一个在先的前提，它通过国家税收变成了公法意义上的"国

① 〔苏)谢苗诺夫{婚姻家庭的起源} ，蔡俊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第 127 页。

②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82 ，第 48 页。

③ 张庆福: {宪法论丛} (第 2 卷) ，法律出版社， 1999 ，第 37 页。

④ 〔英〕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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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产"。而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是在国家征税权之前的财

产权，这意味着纳税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性索取，同时意

味着赋税在被索取之前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①保

障私有财产权就是明确私有财产不受非法征税侵犯，公民完

全有权针对国家征税的程序、办法与额度进行制度性协商、

规范与监督。一句话，公民凭借私有财产权来制约国家征税

行为的政治参与权就是宪法财产权。可见，这种在财产权问

题上发展起来的限定性价值观已经远远超出了财产权问题的

市围。②

从逻辑上看，国家赋税来自公民个人向它交付的一部分

财产。这→部分财产可能虽然未经每一个公民在每一次交付

时履行自己的同意权，并形成公民必须遵从的强制性义务，

但它在本源上仍是公民"私有"的财产品，只是通过纳税的形

式把它交付给了国家一一转而成为"公共财产"。公民宪法财

产权是宪政政制发生的动力与泉源，"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

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

乐地享用这些财产"。③国家的收入是公共财产，但它的确是

每个公民"私有财产"的集合;公民交付自己的私有财产，

不仅是强制性义务，而且是他应该享有的不可科夺的权

利一一要求国家能够确保他个人所余私有财产的安全以及使

用这些私有财产的权利。因此，公民的宪法财产权体现了公

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包含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在先的

① 王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② 〔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 {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

研究} ，潘勤等译，三联书店， 1997 ，第 279 页。

③ 〔法〕孟德斯鸪{论法的精神} (上册) ，张难深译，商务印书馆，

2005 ，第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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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与权利关系。这正是任何政治的目的所在:保存人的自

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一一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公法意义上的宪法财产

权作出直接论述，但对宪法财产权土的公民与国家关系作出

过精辟分析。马克思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

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

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建立起来，

主要就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享有财产。"②这里的"财产"显

然是指私有财产，它的"力量"就表现为把人类社会从前国

家的"野蛮时代"推进到了国家形态的"文明"高度。这是

对宪法财产权的历史作用的肯定 个人通过交付自己私有

财产的行为奠定了公共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一经产

生，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保障和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公民与国

家间的义务与权利关系通过宪法财产权来维系"没有元义务

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③伯尔曼这样解释了马克思

的这一观点"财产权通常就具有经济和法律的两个方面，这

两个方面水乳交融般地相互联系在一起。"④

2. 所有权与支配权意义上的财产权

宪法财产权包含了公民两个财产支配权:一是对税前全

部个人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二是对税后其余私有财产的支配

权。所有权与支配权意义上的财产权有着本质区别，没有支

① 〔法 1 {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 (1789 年 8 月)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

法全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89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5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37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3. 第 17 页。

④ 〔美〕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第 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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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权的所有权是虚元权利，没有所有权的支配权则构成经济

上垄断独占与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社会基础。

宪法财产权赋予了公民对税前全部个人私有财产的支配

权。"私有财产法是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任意地处理实物的

权利"。①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

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②公民正是基

于对自身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才能够与国家确立契约性的义务

与权利。天赋人权是一种道德、公正与正义的抽象理念，但

不受制约的国家主权完全有可能忽视甚至抛弃这些抽象理念。

当公民以其自身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来抗拒国家非正当性

强权的压制时，宪法财产权就产生了对国家主权分权制衡的

作用。公民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以及由此而享有的其他自

然法权，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人民主权是抽象的

不可分割的主权，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心向背的道德宣示，

它需要通过个人自然法权的具体实现程度来衡量与检测。如

果公民个人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虽然假公有

的名义享有所有权(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等)但不能加以支

配，那么在自然法权受到国家强权侵蚀时就不可能运用宪法

财产权加以维护;相反，过度强大的国家主权，没有直接享

有全民财产所有权但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垄断独占等集中方式

获得绝对支配权，就为政治上走向高度集权提供了可能性。

公民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以及由此而享有的其他自然法权

能够对国家过度强制权产生分权制衡作用，这正是构建宪政

政制的现实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1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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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政制理论表明，只有宪法财产权得到实现时，分权

制衡国家主权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得以确立。 "1215 年英国

约翰王宜誓同意的《大宪章} 63 个条款中……在制度上确立

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在政治的逻辑上把私有财产置

于国王的主权之外。"①作为公民，他有义务从自己的私有财

产中支出一份来维持国家主权的运行，因为政府没有巨大的

财政经费就不可能有效地维持;但同时，国家凭借主权地位

与强制权力来"索取"公民的私有财产时，"仍须得到他的同

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

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税

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

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②

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要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与维护，这是

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是，由于私有财产权有公法与私

法上的本质区分，因此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对公民宪法财产

权的保障，这是切实推进宪政民主的重要起点，也是发展和

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宪政意义上的分权，不

仅是对权力的分权制衡，而且首先要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

权进行区分，即占有或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利或权力，是分权

的重要对象。的确，"为了有效地保护国家的财政权和国民的

财产权，就必须实行‘法定原则'，并应当在宪法对其做出明

确界定，这是实行宪政的基础"。③

总之，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法权，它不是私

① 王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② 〔英〕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 ，第 88 页。

③ 张守文: {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 {法学} 200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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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保障的公民财产所有权，而是公法即宪法保障的宪法财

产权，它是公民借此"嵌入"政治生活的重要法理基础。社

会性或者说按照人类理性理解的以一种便利的方式维持社会

存在的方式，是自然法权这一概念的真正基础，这就必然体

现为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等方面。①

(二)宪法财产权的历史起，也

1.人民的纳税与国家的"血脉"

征税的权力不过是一种"索取"财富的优先权，目的是

维持公共权力的运行，即征税的国家权力是"政治安排"在

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延伸与扩展。供给国家"血液"的是纳税

人，这是公民个人责任与义务的直接体现;但纳税人并不是

不加节制地供给"血液"，也不是毫元目的地满足国家机器运

转的经济需要。相反，"个人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

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②纳税人在向国家交付自

己私有财产的同时，也就享有了对国家赋税征收的建议权、

管理权与监督权，纳税人的这些权利须由国家宪法加以载明

并予以保障。这就是纳税人权利的政治文明价值所在，也是

公民个人"嵌入"政治活动的重要法理依据。

西方国家宪政政制首先起源于 13 世纪英国贵族对纳税人

权利的保障与维护，具体来说，议会的形成源于贵族与国王

就纳税的种类与额度进行讨价还价，以及限制王权过分索取

不当私人财产的做法。为了估定与征收税款Tm设立或选举的

① 店士其 《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第 215 - 216 页。

② 〔美〕詹姆斯 .M 布炊南: ((民主财政论} ，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

2002 ，第 13 页。

245 



「一一一寸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七一一_j

市参事会很快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每一个城市沿用的政治制

度严新兴的类似于现代议会的参事会，为贵族们提供了与国

王讨论赋税问题的政治平台，它是现代议会的雏形。在当时

的英国，维持王权运转的主要费用来自征收的土地税，这远

远不够王室挥金如土般的开支。从亨利一世时起，英国王室

采取加官晋爵、 J崔新保旧等办法来增加王室经费，企图在不

改变统治方式、不放弃赋税垄断权的旧框架内维持稳定。②但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不敷出的王室财政窘况。到十三世

纪初，英王约翰好大喜功，对外与法国开战，对内与教皇争

权，最后导致王室国库巨额亏空，王室与贵族纳税人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 1214 年 9 月，英王约翰不经纳税人同意就悍

然开征盾牌税，引起了主要纳税人一一封建贵族的坚决抵制

甚至军事反叛。约翰被迫与以大主教兰顿为首的贵族们就赋

税问题进行谈判，并不得不接受后者对国王肆意增税权力的

限制，形成的法律文本即为《自由大宪章》。③它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以宪法性文件形式宣称"元代议士不纳税"的纳税

人权利:对赋税征收的建议权、管理权与监督权。

英国《自由大宪章》第 12 条规定，国王没有纳税人同意

不得征收任何免役税和贡金，且规定赎金、册封、长女出嫁

之费用等三项税金元全国公意许可不得征收;第 14 条规定了

国王征收任何赋税所必须严格遵守的程序与办法，要求国王

① ( tt) 亨利·皮朗: {中肚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64 ，第 91 页。

② 孟广林: ((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一一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123 页。

③ 〔英) {自由大宪章} (1215 年 6 月 15 日)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

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260 页。

246 



「一一…丁

第四章 "嵌入"政治的经济"主权"因素
1……一一J

必须在指定时间与指定地点召开会议，且于四十日之前将有

关赋税征收的金额与用途告知"各大主教、主持、伯爵与男

爵"等纳税人(贵族)。① 1265 年，贵族孟福尔自行召集英国

历史上第一次由贵族组成的议会，主要讨论纳税人权利与限

制王室征税权 j 1275 年前后英国地方贵族因反对英王亨利三

世的过度征税而在牛津召开咨议会，遂使"议会"政治体制

得以正规运作。到十三世纪末，英国国王接受议会的《无承

诺不课税法~ ，它进一步对国王的征税权力进行了严厉限制，

基本完成了无议会同意不征税的法律制度建构，形成了税收

法定原则的雏形，也为后世的许多税收法定原则、议会保留

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奠定了基础，并确立了现代宪法分权的

基础。②十七世纪初，英国议会又通过《权利请愿书~ ，该世

纪末再颁布《权利法案》等等，先后对限制王权征税的传统

做法进行了更为明确细致的规定与强化。③托马斯·孟对起源

于赋税义务与权利的英国议会制度这样总结道"当我们必须

筹集较多于从经常的赋税而来的款项时，我们就应该按平等

的原则办事，方可免遭人民憎恨;因为除非他们的献纳是大

家所认可的，杏则他们是决不会心悦诚服的。要达到这个目

的，创立了议会制度乃是政府的→种高明政策。"④

2. 人民的纳税与联收法律关系

根据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德国法学

① 〔英) {自由大宪章} (1215 年 6 月 15 日) ，妥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

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261 页。

② 〔英) {元承诺不课税法} (1295 年) ，姜土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263 ~ 1264 页。

③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23 页。

④ 〔英〕托马斯·孟: {英国待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 1959 ,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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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阿尔巴特·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

求履行税收债权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

律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相互的权利和义务

关系;国家征税以纳税人同意为前提，税收收入最终被用于

为纳税人提供公用事业和公共物品。①为把纳税人与国家之间

的债权债务关系以法律形式制度化，西方各国不仅通过宪法

加以明确宣示，而且还倾向于制定专门法律文件，如加拿大

1985 年颁布的《纳税人权利宣言》、英国 1986 年颁布的《纳

税人权利宪章》、美国 1988 年颁布的《纳税人权利法案》、澳

大利亚 1997 年颁布的《纳税人宪章》等，②目的都在于使纳

税人的权利得到可靠保障和切实维护。

(三)宪法财产权中的纳税人权利

1. "政治安排"下的纳税人权利

在设立议会以限制封建帝王横征暴敛的专制权力，和制

定法律以保障纳税人的民主权利等方面，我国历史上并无厚

重的传统习惯与文化积淀。东方传统社会的税收制度似乎表

明，土地在法理上属于封建君主所有，国家财政收入源于租

税合一的体制。③在这种体制下，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纳

税人"实体，自然也产生不了普适性的纳税人权利了。保障

纳税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在我国是"拿来主义"，与我国宪政文

① 孙红梅: {论纳税人权利} ，北京大学馆藏索取号 029/M2001 (190) ，法

学硕士论文，第 28 页。

② 赵字、赖勤学: {宪政维度的纳税人权利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③丁一: {宪政下的纳税人权利) ，北京大学馆藏索取号 029/D2004

(022) ，法学悖士论文，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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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样，基本上属于"舶来品"。征税权不受约束的政府必然

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①，也必然产生政治上高度集

权、经济上高度集中、个人自然法权受到相对漠视甚至完全

被压制的后果。所有这→切，其根源在于公民纳税人权利得

不到应有的尊重与兑现。这种传统文化背景是"政治安排"

政策能够自 1949 年后产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复苏，并一直

持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L个时期，我国纳税人权利随着

纳税人主体的"单位化"而相对被"虚置"了。 1956 年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财政收入来源中的税收已经处于

从屑地位，不再是影响国家财政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1958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商统一税收条件(草案n ，工商税制从此也大为简化，实际

上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工商业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到

1958 年底，当时我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缴纳的利税占到国

家全部财政收入的 96.7% ，而私(民)营经济几乎完全消

失，剩下为数不多的个体经济，其所缴纳的利税仅占当时国

家财政收入的1. 3% 。②这一数据就是当时流行的国家"非税

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国理论

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提"税收"过时了，只讲公有制经济和

"利润"就行了; 1973 年，国家进一步简化税制，国有企业

只缴纳工商统一税，集体所有制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

① (ì奥〕杰佛瑞·布伦南、〔美〕詹姆斯. M. 布坎南: ((宪政经济学} ，冯

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第 2 页。

② 张馨等: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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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两种税，①公民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由于全国崇尚"一大

二公"、流行"绝对平均主义"，这一税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

要了;国家绝大多数的财政收入可以直接来源于国有和集体

经济供给的生产利润及其工商税收，而不是来自公民交纳的

赋税，在这种计划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国家已成为无

所不能的所有者，它可以通过对全社会的所有权而直接获得

自己需要的一切，而无需征得公民的同意。换言之，国家已

无须向公民直接征收任何形式的赋税，因为该赋税已经被社

会主义国有、集体经济利润和税收所置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国退民进"，个体、私

(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经济体制转轨，不仅使我国经济所有

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国家财政供给渠道与性质也产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收入不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

完全依赖于固有经济供给"利润"类型的财税，而越来越多

地依赖于个体经济、私(民)营经济和公民个人交纳的各类

赋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迫使政府不可避免地在经

济上依赖于分散化的个人。这种不断增长的财政上的依赖性，

势必逐渐削弱非宪政的赋税模式的运行。"②我国国有企业逐

步实行"利改税"，并相对被剥离了附属于政府的"二政府"

地位，开始演化为初步具备市场主体地位的纳税人;个人收

入调节税的征收，也使更多的公民步入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的

门槛。为了维持正常的国家财政开支，"纳税义务"开始重新

① 财政部税务总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þ (第 4 辑) ;转引自丁一

《宪政下的纳税人权利þ ，北京大学馆藏索取号 029/D2004 (022) ，法学

博士论文，第 125 页。

② 王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þ ， {法学研究Þ 200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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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时髦的词，①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

照法律纳税的"义务"飞

毋庸讳言，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期间的税收理论仍带

有"国家至上"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分配论"的遗留特点。

如单方面强调税收的三性一一一强制性、元偿性、固定性，国

家是享有征税权力的权力主体，而忽略了它也是应当承担相

对义务的责任主体;一味强调纳税人是承担纳税义务而无权

索取任何回报的义务主体。③我国具体的税收法规也径直称纳

税人为"纳税义务人" "恰恰是这样一个称谓，使得整个税

收法制难脱不幸的境地"。④权利与义务是相生相克的矛盾对

立统一体，没有元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凡权

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真正的宪法。我国对

纳税人权利虽然在宪法和其他相应法规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碎

片式表达，但这些零星的规定没有系统性、规范性与可操作

性。"连税法专家、学者面对《税收征管法} ，找到涉及纳税

人权利的条款都不尽→致"，⑤这样就使纳税人权利在当下中

国仍难以得到切实保障。这些不利因素，使公民个人无法基

于法理原则，行使对于国家政治活动的参与和督查之责;换

①了 : {宪政下的纳税人权利>>，北京大学馆藏索取号 029/D2004

(022) ，法学博士论文，第 126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罔宪法>> (第五卡六条)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

出版社， 1997 ，第 99 页。

③了→: (宪政下的纳税人权利>> ，北京大学馆藏索取号 029/D2004

(022) ，法学博士论文，第 159 页。

④ 涂龙力、王鸿貌主编《税收慕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 

第 131 页。

⑤ 孙红梅: {论纳税人权利>> ，北京大学馆贱'索取号 029/M2001 (1 90) ，法

学硕士论文，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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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这种体制下，公民个人由于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应有的

张扬与保障，实质上公民个人就被降格为传统农业社会中

"租税体制"下的土地承租者，也就被异化为"马铃薯"理

论①中的原子化个人了。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产生"政治嵌

入"范式下的政治参与活动，而只能为国家主权权威主导的

"政治安排"提供鲜活土壤与社会基础。

2. "政治嵌入"下的纳税人权利

保障纳税人权利，是公民个人在体制外合群结社参与

政治，和公民个人在体制内以代议制形式参政议政的法理

渊源。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职能在于维护与实现广

大纳税人权利。从法理上来看，公民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

确定赋税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用途。②据国家税务

总局的统计资料，我国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巳经成为维持国家运转的最主要经费来源。但是，我国各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l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677 - 678 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作中精辟地分析了当

时法国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国民特性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

A在是同名数简单相力O íTrî成的，好像 ω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

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

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不相同并相互

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 1i1î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

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它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

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代表

‘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

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

们雨水和阳光。"

② 〔法 1 {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 (1789 年 8 月)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

法全书}，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8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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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仍没有把讨论赋税、维护纳税人权利问题作

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交付代表讨论。"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对

于税收以及财政事项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的情况也是极少出

现的。一些庞大的公共工程、对外援助、预算外财政的具体

筹集和支出状况，凡此种种，大多由主管部门甚至个别领导

人拍板定案，而无需人大审查。这样的做法已成惯例，不仅

最高层如此，各级地方政府也照办不误。建立议会而议员却

不对纳税人的税款流向进行认真审查，这可以说从根本上违

反了设置这一机构的初衷。"①

1949 年之后，我国先后制定的四部宪法以及 1982 年宪法

的几次修正案，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政治

体制改革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创新，促进了我国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这数次立法都没有

对赋税问题作出过更具可操作性的明细规定。国家征税权在

宪法层面基本缺失，既没有规定谁有权决定征税，也没有规

定怎样才可以征税，也未明确征税是否需要代议机关的同意。

我国大多数税收法律性文件由国务院以条例、暂行规定等形

式颁布，国务院甚至还再次授权给财政部来制定各种具体税

收规定，基本上形成了政府想用多少就可以决定向老百姓征

收多少的现象。②人民代表大会未能充分反映纳税人权利，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县其构成的非纳税人特点，即非生产性领域

的非纳税人士代表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的相当大

的比重，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比重居高不下。以全国

九届、十届人大代表的人员构成为例，如干部代表人数，十

① 贺J1.方: ((宪政三章}， {法学论坛} 2003 年第 2 期。

② 王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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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约占 32.440毛，九届人大约占 33.170毛;国家机关人员

代表人数，十届人大中约占 48.02% ，九届人大中约占

46.320毛;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人数，十届人大中约占

41. 09% ，九届人大中约占 40.52% ;全国人大国家机关各系

统代表人数，十届人大中约占 43.430毛，九届人大中约占

41. 32% 。①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功能如果定位在就国家赋税

进行讨论方面，那么"吃财政饭"的代表人数，特别是决定

国家财政大小和列支财政费用多少的各级党政机关代表人数

所占比例过大，就不利于维护纳税人权利，也有违纳税人限

制国家征税权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基本初衷。

第二，纳税人权利的重要功能在于监督、管理与制衡国家

财政权。"法定最低限额纳税权"的税收法律主义思想已是各

国宪政政制的基础。②"在现代国家中，财政案的议决权，国元

不委诸议会。所谓财政案，概括言之，即是一切关系国帮收入

与国帮支出的法案。此种法案的议决权，在现代国家，实为议

会监察行政机关的最大利器;但严格宙之，又不能完全以一种

监察权视之，于议会通常的立法权也不完全相同，此种职权，

应视为议会的一种特殊职权。议会所以有此特殊职权，则由

于英国的榜样。"③又如法国 1793 年《人权宣言》第 20 条规

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严美国宪

① 史卫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构成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的专题

学术报告录音)， 2006 年 7 月 27 日晚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② 涂龙力、王鸿貌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 

第 149 页。

③ 王世杰、钱端升: {比较宪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第 224 -

225 页。

④ 〔法) {人权宣言(第二十条)} (1793)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

书}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907 页。

254 



厂一一一「

第四章 "嵌入"政治的经济"主权"因素
i一一一i

法第 1 条第 7 款明确规定，所有征税议案首先在众议院提出，

但参议院得像对其他议案→样，提出或同意修正案;第 8 款

则宣称，规定和征收税金、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的权力归

属国会;等等。①而在税收研究的理论界，亚当·斯密首先提

出了税收四项基本原则，要求"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

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得的收入"。②这些实践经

验与理论原则，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点在于对

国家财政权实施监督、管理与制衡。

相比之下，我国由于传统课税坚持单纯的国需说，致使税

法长期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其权利，一味关注对税款的征

收而忽视对税款支出的监督管理，纳税人的监督、管理与制衡

国家财政权的权利也就不可能在实际中得到认真落实。③在这

一方面，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仍缺乏充分条

件和制度渠道，使纳税人监督、管理与制衡国家财政权的自然

法权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最初不是基于财产权原则和征税

上的较量而产生的，代议机关也不是纳税人讨价还价的场合，

因而"税收法定"原则自然在公法上长期得不到承认。同时，

因为公有制体制改变了国家索取私人财富的方式，长期以来私

人财产较少，事实上亦元从产生税收上的重大压力。因而赋税

问题直到 20 世纪末，竟未成为中国社会个人利益伸张的聚焦

① 〔美)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Þ (1 787)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þ ，

青岛出版社， 1997 ，第 1615 页。

②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þ (下卷) ，郭大力、

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4 ，第 384 - 385 页。

③ 赵字、赖勤学: {宪政维度的纳税人权利思考þ ， {当代经济研究 Þ 2005 

年第 1 期。

255 



厂一一寸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_一J

点。①正因为这样，公民个体合群结社的"政治嵌入"，本身

应该是人民主权所衍生的纳税人权利对于国家主权所衍生的

政治统治的一种政治参与，被"政治安排"范式下的国家主

权所垄断;这种被颠倒了的法理关系应该在依法治国时代重

新颠倒过来，并成为和谐社会的法理基石。

总之，私有财产权一旦被接受成为一个在先的宪法财产

权，国家如何通过正当程序来"索取"公民私有财产就会成

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由全国人大而不是如现在般由

国务院及其部委享有国家赋税的相关立法权，那么关于国家

赋税的任何立法就可能成为争议最大、周期最长也最难通过

的法案，这必将有助于提升全国人大在宪政转型中的政治作

用一一这就是世界各国宪政政制历史上一般都从赋税问题找

到突破口的缘由，②也是公民个体合群结社"政治嵌入"、重

建国家与社会良性结构性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根据宪法财产权原理，"当我们必须筹集较多于从经常的

赋税而来的款项时，我们就应该按平等的原则办事，方可免

遭人民憎恨;因为除非他们的献纳是大家所认可的，否则他

们是决不会心悦诚服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创立了议会制度

乃是政府的一种高明政策"。③

① 王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② 王怡: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③ 〔英〕托马斯·孟: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商务 6p 书馆， 1959 ,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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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权

观念与槟化

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世界历史中能够执掌

国家主权的特殊类型的政党。这一点在第一章中已经有所论

述。现在需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特别是类似于

华强北商业街这样的带有"城邦"再造特点的区域性现实政

治生活，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的观念来源与特点，

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主权观念的来源与特点等重大课题。

在这个基础上，将进一步探讨人民主权(即"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 )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如何为草根民间组织

的"政治嵌入"等政治参与提供理论依据;而国家主权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特点，则又如何为"政治嵌入"以分权制衡国

家主权提供现实路径。

一 主权在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即以为全中国人民谋取根本

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政治目标，除了人民根本利益，她没有

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这是她竭力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

特征，也是她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源泉。"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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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①

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指她具备其他政党元可比拟的人民主权特征，是指她忠实实

践"主权在民"原则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以及

她"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十分科学地把人民主权原则的

抽象特征与国家主权权威的具体特征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的主权理论渊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享有政治统治

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一)代议制民主的"主权"错位

早期华强北商业街的迅猛崛起，大大出乎地方政府预料，

因为这与深圳初建时"五个组团"式部署规划不一致。"华强

北商业街"奉行的是纯粹的自由经济，经过 10 多年的自为发

展，到 21 世纪之初，华强北商业街基本形成了一个面积约

1. 2 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域，活跃其间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10 万;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全国各地前来深圳"淘金"的"三

元"人员:没有深圳|户籍，没有个人档案，也没有内地人所

谓的"工作单位"，到 2005 年时，进出华强北的商业人员已

经多达到余万人了。

华强北商业区南 1)各深南路，北到红荔路，东起华富

路，西至燕南路，面积约1. 25 平方公里。自从 1998 年

市、区政府对华强北进行首期改造以来，华强北商业区

发展迅猛，目前日均人流量达 50 万人次，年销售额 280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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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已成为我市重要的商业街区。①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类似于国家形成之前无国家的

"城邦"再造时期，是国家与社会"混沌"初开的特殊时期，

具有一定的国家"返祖"特点。从这个角度，我们观察华强

北商业街的"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就更具有简单与

直观的条件，即把 10 多万人口的"华强北人"看做华强北区

域的"人民"，他们的全部权利与意志，应该是"人民主权"

的象征与集合;其内部产生的政治参与力量则是其"政治嵌

入"的物化表现，而外部进入的行政管理与政治控制力量则

是"政治安排"的物化体征。

由于华强北商业街是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就迅速崛起

的，加之华强北 10 万之众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无户口、元档

案、无组织关系的"三元人员"，直到 2003 年初华强北商业

街才成立了较为正式的"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办公室"这-政

府代理机构，因此，华强北商业街在此之前实际上处于"无

政府"的商人自治状态。华强北商业街的这个特殊的历史现

象，导致了华强北商业街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行政建构的严

重脱节。从当时福白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员构成来说，在

2003 年之前，华强北商业街尽管已经成为福田区最重要的税

源地，但华强北商业街竟然没有任何私营的经商人员被当地

党委政府"政治安排"为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可能

是自由经济状态下的华强北商人均是"三元人员"的缘故。

但很显然，华强北商人阶层的利益表达出现了严重障碍。

一方面，既定的福园区人大代表中，没有一名华强北商

① 编号 GF-453 :人大议案、政协提案之一， {关于加快对华强商图进行

改造升级的问题}， 2005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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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街私(民)营商人代表。如， 1998 年底华强北商业街改造

之初，深圳市主要领导批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天经地

义，一定要抓紧抓好"，这项工程成为政治任务，福田区政府

把改造工程与创建文明街区工作结合起来，专门成立了"华

强北商业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区人大对华强北商业街改造

也十分关注，经常到华强北进行现场视察，了解情况、昕取

意见。① 2000 年初，福田区人大代表还专门到华强北商业街

视察，发现了当时华强北存在多头管理但实际上缺乏统一有

效的管理体制的"一盘散沙"现象。

2000 年 4 月区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把"关于加强华强

北商业衔的管理，创建安全文明商业旺区"列为议案办

理。在"三讲"教育中，区人大常委会边讲边改，于 7

月 26 日，组织了 30 多名人大代表对议案办理情况进行

了视察。代表们首先听取了区政府有关部门就议案办理

和华强北商业街区改造情况的汇报，然后对华强北商业

街区的商钧、街景、卫生、治安等进行了实地察看。

代表们认为，区政府在创建华强北商业旺区的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1顷。现有华强北商业街区

管理委员会、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华强

北商业街区管理服务中心、华强北商业街区改造领导小

组、华强北商业街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全国购物

放心一条街创建领导小组等 6 个管理机构，体制不 J顷，

①编号 GF-312: {创建文明街区造福深圳市民 华强北商业街改造工

程情况简介)， 199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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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交叉，职责界定不清，造成多重管理或管理不到位;

华强北商业咎于管理委员会架子搭得过大，但办公室职责、

人员未落实、未到位。

(二)现行管理所依据的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市政府

5 月 17 日印发的《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暂行规定》是对

华强北商业街区实施管理的主要依据，但很多方面规定

得比较原则，办事程序、各部门职责还不十分明确，具

体实施难度较大。

(二)二期改造工程进展缓慢。二期改造工程由八个

项目组成，加上去年遗留三个项目未完工。这些项目涉

及市规划国土、建设、城管、交管、工商，以及电力、

自来水、通信等部门的协调。按照市规划国土局、建设

局的批办程序，审批知无优先权，就无法如期完成二期

改造项目，创建旺区工作将受到影响。

(四)街容街貌仍有待改善。华强北商业街区经大力

整治后，市容市貌和治安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个别

乱搭建房子仍然存在，一些广告标语牌竖立不规范，很

不雅观，舌L张贴、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仍随处可见，交通

还比较堵塞，小偷小摸抢劫现象还时有发生，打假任务

仍十分艰巨，马路两旁的绿化树不美观、不实用，配套

设施也不会。

我们代表们认为，创建华强北商业旺区是培育市场、

方便群众、增加税收的一项民心工程，必须全力做好，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和意见。

(一)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工作实效。根据

《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暂行规定> ，将华强北商业街区

现有的 6 个管理机构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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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分离。机构的设置、管理职能的设定一定要实事

求是，做到合理、精简、高效。要处理好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和管理服务中心的关系，统一、协调管理，统一监

督服务，经济分开。前者是政府办事机构，后者是自负

盈亏的事业单位。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妥专职，

人员要充实加强，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办事机构。管

理委员会要做好协调、监督工作，协助职能部门依法

履行各自的管理职责。可归口管理的不再要设立专门

机构。

(二)要尽快制定< <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暂行规

定〉的实施细则}， <细则》要注意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要把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办事程序制度

化、规范化;二是要明确管理委员会与市区有关职能部

门及南园街道办事处和园岭街道办事处的各自职责与权

F民;二是要明确商家的权利和义务。另外，还要注意与

深圳市原有的法规规章衔接起来。《细则》的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一定要强。

(三)第二期改造工程论证要科学、合理，严格依法

办事。在视察中，许多代表提出，在华强北商业街内拟

建两个人行天桥，这有可能会严重影响街景，是否有必

要，一定要充分论证，不可盲目上马。区政府妥认真总

结第一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听取广大市民的意见，

把二期改造工程进行得更完善、更符合实际，既要完善

好配套工程，又要美化街景，既要方便群众，又要做到

合理布局。

(四)继续协调好市与区及区内有关部门之间的关

系。按照市政府颁布的《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暂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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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在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发挥

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使华强北商业街的管理更加井然有

序、规范、科学，把区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议案落

实得更好。①

显然，这种代议制民主范式，虽然也有人大代表的议案、

视察等常规性做法，但往往是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治行

为，难以直接反映华强北商人的真实意思。直到 2003 年初，

福田区人大换届过程中，才决定首次以"政治安排"的形式

在华强北商业街民主选举产生 3 名来自私营商人阶层的人大

代表。

当时，整个华强北商业街被划为福田区 107 、 108 和 109

等三个选区，并分别被称为华强北商业街第一、第二和第三

选区。当时，据初步统计， 107 选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公民共 337 人， 108 选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共 205

人， 109 选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共 308 人，合计为

850 人。也就是说， 10 多万人扎堆做生意的华强北商业街里，

仅有不到千人的从业人员才有资格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公民

政治权科，其他绝大多数"华强北人"，由于"三元人员"

的特殊社会地位，也就无法"合法"地享有这种基本的公民

政治权利了。这样的选举显然不符合华强北商业街的实际情

况，后来经过反复动员，各选区的选民人数有明显的增加，

总数约达 15000 人，但仍与华强北商业街多达 10 万之众的

实际从业人数有较大的出入。而且，华强北选举委员会榜上

① 编号 GF-206: 区人大常委会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和创建情况视察小组，

《关于区人大代表对华强北商业衔的管理和创建情况进行视察的报告} , 

2000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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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选民人数与实际参与选举的人数，数目上也并不

一致。①

每→个选区均由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与华强北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的人员充当组长、副组长与丁.作人员。但是，华强北

商业街唯一一名商人身份的党委委员黄建跃，却没有参与这

次选举的组织工作。

这次整个选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建立

选举机构，制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划分选区，时间从 2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第二阶段:宣传发动培训骨干，进行选民

登记，公布选民名单，时间从 3 月 6 日至 4 月 2 日。第三阶

段:酝酿提名初步候选人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时间从 4

月 3 日至 4 月 17 日。第四阶段:直接投票选举福田区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间为 4 月 22 日(星期二)。最后，确定

了直接投票选举 3 名福田区第四届人大代表。

2003 年的福田区人大代表选举，完全是在华强北商业街

① 编号 GF一79 :参见:福田区选举委员会 2003 年 5 月 22 日公布的《投票

选举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第 42 条规定，本会对 109 选区于 2003 年 5 月 15 日投票选举的

情况，进行了审查，确认选举有效。现将投票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1)选民总数为 4498 人，参加投票的选民 4007 人(委托投票 2909

人) ，占选民总数的 89.08% 0 (2) 发出选票 4007 张，收回 4005 张。

(3) 应选人民代表 1 名。投票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 41 条规定，当选代表 I 名，

得选票数如下:林某某(注:该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主不是华强

北商人草根自治组织的成员)得赞成票 2075 粟，反对票 1920 票，弃权

票 4 栗。

根据此份文件，可以理解的是，当年华强北商圈三个选区中，每个

选区的公民选民约 5000 人，则华强北全部的公民选民约 15000 人。但实

际榜上发布的公民选民则约是 1110 ，具体情况暂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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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办的主导之下完成的，事后产生了 3 名来自华强北商业

街私营商人阶层的人大代表。①由于华强北商业街商人自治组

织活动频繁，在华强北商业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个华强

北商业街自治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反而没有一人

当选为华强北商业街首届的人大代表。体制内"政治安排"

方式在华强北商业街没有首先得到贯彻执行。②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委员中唯一一名

私营商人身份的党委委员黄建跃，不仅没有直接参与领导这

次选举，而且没有被组织提名，即没有被"政治安排"当选

为福田区人大代表。

只是这次选代表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我们商家应

该有个代表，代表商家说话。所以我们就积极推荐、支

持黄建跃去竞选这个代表。

〈黄建跃:我名不副实，他们推荐我当人大代表，但

我为什么不讲哩，我后来落选了!落选哩，商家里面哩，

也感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民间组织，没有正式成立，既

然没有正式成立，说话就没分量，政府不会把你当回事。

那么还不如我们争取过来商家里面有一两个人大代表，

或者有事叫呼一下。但是最后哩，华强北有三个人大代

表，几乎商家协会里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华强北三个人大代表是谁呢?)

〈黄建跃:一个是李强， 1;坎 i商业的，卖酒的，是一种

① 编号 GF-147 :福华管办 (2003) 2 号， {关于调孩华强北商业街人大代

表选区负责人的通知))， 2003 年 3 月 19 日。

② 编号 GF-61 (3): {在探索中超越 深圳市福田区商业街管委会办公

室工作纪实}， 200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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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代理商，他已经不在华强北了，他跟我竞争区人大

代表。但实际上呢，像老金(金建东)还亲自带着他们

商场里的党员啊，者~想来投我(一票) ，华强北商会里的

党员都来投我。〉

(是党代表还是人大代表?)

〈黄建跃:区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要求是党员来投

票的。〉

(人大代表怎么要党员来投票呢?)

不是，就是有些人就是临时的工作嘛，他可以来也

可以不来。我们只是动员我们的党员都来投。①

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偏偏把长期参加华强北商业街自

治组织活动的黄建跃和另一主要参与人"选"掉了。改革开

放伊始，地方政府对于"政治安排"一些私(民)营商人进

入体制内参与政治，仍从内心感到担忧，对于私(民)营商

人合群结成草根民间组织从体制外"政治嵌入"式参与地方

政治，也就更加慎重了。正因为这样，华强北商业街的政治

表达还需要其他领域中的非私(民)营商人身份的人大代表

代为转述。这次选举一年之后，福田区非华强北私(民)营

商人身份的某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加强华强北商业街消防

安全工作的建议"的提案，得到了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的

答复。

某某(注:姓名略)代表:

① 编号 Bj-15; 采访"女人世界"原总经理、某购物城现任总经理、华强

北商家联眩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黄建跃先生在座时也不时插话"北

京菜馆"北海厅， 2004 年 9 月 29 日晚[注:笔者问话的内容均放在( ) 

之内;而第三者插话的内容均放在 o 之内，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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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商业区的大多数市场、商场的楼宇，正如您

所述，是"由工业厂房改建而成，消防设施先天不足，

消防隐患比较突出"，所指的四个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

针对以上情况，华管办作为区政府派出的协调机构，

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商区消防工作的改善与落实。

一是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二是配合消防部门和辖区

办事处，不间断地开展商场的消防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迅速改正 o 3 月中旬，己协调消防部门通知存在问题的单

位 23 家限期整改。三是组织打通小区微循环，共拆除了

关卡、岗亭 11 庄，味表 135 个。①

但这位区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其实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

曾多次在致市、区等有关主要领导的信函中，以及其他领导

的建议函中，有过反复的表达甚至投诉。但是，华强北商人

在没有得到"政治安排"之前 只能以草根民间结社的活动

形式，在代议制民主范式之外，以"政治嵌入"的协商民主

施式，参与地方政治活动。毫无疑问，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

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

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②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议制

民主并非唯一表达民主理念、实现民主权利的途径。很显然，

被"政治安排"为"人大代表"之类的政治待遇，并不能完

全真正地实现主权在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原则。

因而，我们需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来剖析马克思主义政

① 编号 GF一78: 关于人大代表许某某所提建议"关于加强华强北商业街

消防安全工作的建议"协办鼠，华强北管委办， 2004 年 6 月 10 日。

(J. M. Valadez , DeliLerative ])emocracy , Political 1吨ilimacy ， and Self ])e l11oc-

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ties. USA Westvicw Press. 2001 ,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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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民主权原则的非代议制民主范式的特点。

(二)人民主权的协商民主范式

政党的直接政治目标是获取执政权，其中包括构成国家

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立法权一一归国家主权;世界上名目繁多

的政党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应例外。在 20 世纪之

初，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政治理念与意

识形态免不了受到俄共"布尔什维克"政治传统的种种影响。

如，她在成立之初即宜告其政治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①

显然，夺取国家政权，重建中国政治与社会秩序，始终是中

国共产党的基本奋斗目标与最低纲领。那么，在中国如何获

得国家主权，又如何来运行已经获得的国家主权?这一点，

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鲜有提及， 1949 年前中国共产

党是革命党时亦无任何既定的政治规划一一唯一的榜样便是

"十月革命"后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及其确立的政治统治模式。

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在于

她始终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声张者与实践者;但对于如何获得

国家主权特别是如何处理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能

否充分声张与实践理论上的人民主权原则，最终还是要看她

在获得政治统治地位后处理人民主权、国家主权与公民自然

法权关系的政治实践与实际效果。这不仅是贯通中共党史的

① 《中国共产党纲领} (英文译稿)，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www.people.com.cn/GB/ 

shizheng/252/5089 /50901200 1 0424/450616.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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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题之一，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主轴

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之前的政治实践中，人民主权与国

家主权的主要关系，可以简单地被归纳为夺权与掌权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宣称其政治理想是成为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中国人

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这一政治合法性在法理上是

确定无疑的，也即中共夺权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行动具有合

法性。

但是，中国共产党夺权与掌权并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历

史阶段;相反，她在夺权的革命党时期就曾开始了早期的掌

握国家主权的政治实践一一这在局部地区开始上升为执政党

的政治统治实践。在革命党夺权与执政党掌权交叉重叠的历

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今后实施全国性政治统治中的

最大问题:作为一个执政党，她应该如何在人民主权原则与

国家主权权威之间牢牢地正确把握住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基

本原则与时代脉搏。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民

主权观念。马克思本人对于人民主权原则十分重视，他在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曾经确立了"人民主

权"的专门课题。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人民主权决

定着国家主权，而不是相反。"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

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玉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

础的。"②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般结论。

国家合法性来自人民同意，人民是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因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第 2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56 ，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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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者，国家只是人民权力的外在表现形

式。"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

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

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

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

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

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

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

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立宪君主制

也是适用的。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是:国家制度在这里毕

竟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主权观不仅来源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一般结论，而且也是主权思想发展史中的新成果，特

别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布丹、霍布斯主

张主权源于神权，而卢梭主张主权源于人民。但不管主权的

来源是哪一种，他们中的主权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

是主权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统一到了某一个现世的统治权威身

上。既然人民主权是现世的一种统治权威，那么它何以能够

现身呢?布丹、霍布斯所谓的主权神授予君主的专制观念当

然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唯有卢梭的人民"公意"理论才揭示

出国家的社会契约的起源特征，并揭示出国家合法性的根本

来源。"根据人民主权理论，政府系统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人

民的同意。用卢梭的话说，遵循‘公意'乃是政府合法性的

源泉。"②人民主权从抽象的一种意识转化成了现世的统治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39 页。

② 谢庆奎: {政府学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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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一"公意"。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念中的人民至上观念十分

强烈，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公意"力量的附属之物，服从

"公意"是共同体成员的当然义务。"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

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

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

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

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这种"公意"是人民主

权原则的绝对反映，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权威必须置于它的控

制之下。"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

可以代表的。"②由于人民主权不可违背，因此它具有至高无

上的独占性。"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理由，主权也是不可

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

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③在这里，卢梭人民

主权原则中的不可分割性十分突出，表明了人民主权的整体

性与独占性;但同时，这一观念中的另一面则表现为人民主

权的抽象性大大减弱了。虽然他如同布丹、霍布斯一样坚持

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不可让渡性和l不可分享性，但他把"公

意"本身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一一既可以是抽象的人

民主权所在，又可以是具体的大家的意见，即众意。人民主

权原则的"众意"化，为人民主权原则从抽象化跃进到具体

化提供了理论通道。

在卢梭看来，"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④

卢梭本来想对两者的区别加以严格论证， {_旦实际上他最终未

①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6 ，第 23 页。

②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6 ，第 125 页。

③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7 页。

④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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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抽象的"公意"与具体的"众意"完全从本质上区别开

来。"公意"是一种意志的体现，"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

的各种力量"，①"公意"是个别利益在千差万别的基础上抽

象出来的"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社会的联系;如

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的话，那末就没

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因此，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

种共同的利益"。②正因为"公意"的社会公共性，所以它是

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和不可让渡的。在这里，"公意"就是人

民主权的代名词。"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

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

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

可以转移。"③卢梭承认"公意"是公共利益的表现，是人民

主权的象征;但他又解释说"公意"不是"人民"的主张，

"公意"与"人民"之间没有完全一致性。"公意永远是公正

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

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

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

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

愿意要不好的东西。"③很显然，卢梭笔下的"公意"，并不

是"人民"观念的集中。按照卢梭的理解， "公意"的人民

主权属性具有抽象性、不可分割性和永远正确性;而他笔下

"人民"的观念和主张却是具体的、可以改变的甚至有时"可

能错误"的。这种"人民"的观念和主张是他所谓的私人和

①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5 页。

②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5 页。

③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5 页。

④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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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集中体现，即具体的"众意"; "众意"不是公共的利

益。"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

总和。"①

那么，卢梭又如何能够在现 i业的政治生活中，把"人民"

观念与人民主权区别开来，或者说把"众意"与"公意"分

辨清楚呢? "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

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②"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

投票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因

为在这一制度中，每个人都必然地要服从他所加之于别的条

件。这种利益与正义二者之间可赞美的一致性，使赋予了公

共讨论以一种公正性;但在讨论任何个别事件的时候，既没

有一种共同的利益能把审判官的准则和当事人的准则结合并

统一起来，所以这种公共性也就会消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明这个原则，我们总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即，社会公约在公

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以致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向样

的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于是，由于公约的性

质，主权的一切行为一一也就是说，一切真正属于公意的行

为 就都同等地约束着或照顾着全体公民;因而主权者就

只认得国家这个共同体，而并不区别对待构成国家的任何

个人 O ，"，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辩i证正地分析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

一方面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是"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错觉

"这是对于 16 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 18 世纪大踏步走向

①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9 页。

②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39 页。

③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 ，第 43 -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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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①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观念没

有看到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发展前途，它"也只能表

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②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学说赋

予了"现代国家"以政治合法性，"国家利益作为人民利益在

形式上重新获得现实性，但它也只应该有这种形式上的现实

性。这种国家利益成了一种形式性，成了人民生活的调味品，

成了一种仪式。等级要素是立宪国家批准的法定的谎言:国

家是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人民是国家的利益。这种谎言在

内容上会不攻自破。它之所以能作为立法权被确定下来，正

是因为立法权有普遍东西作为自己的内容，何况立法权与其

说是意志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知识的问题，所以它是形而上

学的国家权力"。③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人民利益

的虚伪性，认为"现代国家就为自己那种仅仅从外观上看是

现实的普遍事务的内容找到了相应的形式"。④马克思看到，

"人民"或者"人民主权"经常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政治符号

或者仪式。"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

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

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

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剥离了卢梭人民主权观念的资产

阶级"专利"特征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卢梭人民主权

原则的内核一一人民"公意"至上性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2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8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8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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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德拉·沃尔佩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

原则与卢梭"公意"学说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马克思在

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关系的问题上，抛弃了黑格尔的国家主

义至上立场，毫不犹豫地认同了社会权利的根本性一一人民

主权至上性。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因为它告诉我

们国家就是人民，而且真正的主权者是人民，而不是政府的

首脑，政府首脑只是真正的主权者的一个受雇者或一名办事

员。当他不能完成主权者分配给他的任务时，人民一一真正

的主权者一一…总是可以像对待其他行政人员那样随时罢免他

或解雇他"。①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根本来源，诸如神权教权

等权力来源都是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这给予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以丰富的民主主义启示。"关于《社会契约论》人们

至少应当注意到，甚至当它的契约论的自然法理论被摧毁

时，仍然有必要解释它对马克思本人的巨大影响。我们已经

看到，这个影响是通过它关于‘人民的意志至高无上'、

‘主权者只能由其自身代表'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传导的。此

后，这种理论一直影响着自 1871 年巴黎公社到苏维埃社会

主义国家(及其‘民主集中制， )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

发展。"②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卢

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扬弃，并把卢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

的主旨思想，转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权决定论，其

重要成果演化为人民是国家主人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理

① 〔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 ，赵培杰译，重庆 H1 版社，

1993 ，第 63 页。

② 〔意〕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

1993 ，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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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

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

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

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指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

度一且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

幻想。"②

那么，人民主权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

形态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人民主权并不是抽象

空洞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民主政治实践。马克思指出，

"‘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 'O"③恩格

斯曾在为《新莱茵报》第 1 期撰写的社论里明确指出"德国

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维也

纳和柏林的街垒中，夺得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

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

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它的第二个行动必

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现存

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原则相抵触的东西。国民议会在开会

期间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偷袭，巩

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

侵犯。"④

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民主权原则置于科学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48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7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31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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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并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一一这种新型

的人类社会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科学社会主

义的理论框架是在另一个历史和理智的层次上对现代民主的、

平等主义的理论框架的追求和发展，这一点仍然是相当真实

的。这不仅要求人身的价值和每个人类个体的潜力都得到现

实的社会承认(既要求反对阶级的差别，又要反对使每个人

在社会中一切方面同等的空想) ，而且要求社会机体的主权具

有一个彻底的人民的特点。"①

正因为人民"公意"代表着人民主权原则，因此，马

克思要求元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真正建立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

人民管理制，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社会，"因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

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②在人民主权得到实现并具备

至高无上地位时，它外在的形式就是法律 这也是国家

权的全部内容。"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

人民的。"③因此，新的国家制度就要求，"只有当法律是人

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

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元成见

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

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

观点"。④

那么，人民的"公意"何以得到体现和实现?人民主权

① 〔意〕德拉·沃尔佩: {卢梭和l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 1993 , 

第 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73 页。

③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俯， 1996 ，第 7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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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至高无上，但自早期人类政治生活以来的漫长社会历史

中，它总是难以现身一一这是由人民主权的抽象性、不可让

渡性与不可分割性所决定了的内在特征。卢梭的人民主权学

说虽然揭示了主权在民的社会契约性，但他把实现人民主权

的"公意"的途径简单地等问于代议制民主制度，而这个代

议制民主制度最终会因为沦为资产阶级的"清谈馆"而歪曲

了"公意"，这就产生了"公意"元法表达实现的"卢梭悖

论"。如何才能完成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艰难任务?卢梭不可

能给出具体答案一一实际上真正的答案不可能在"公意"

这里。

"卢梭悖论"，即卢梭式的"公意"民主制度，也就是当

下所谓代表着多数人意见的代议制度，并不能等同于人民主

权的全部意义。与上文中的早期华强北商业街商人人大代表

空缺的事实相联系，可以判断，福田区的人大代表制度不能

等同于包括华强北商业街 10 多万从业人员在内的"人民主

权"。更重要的是，当时福田区人大代表没有通过华强北商业

街 10 多万从业人员的真正选举，因而，人大代表到华强北的

视察与指导，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反映出华强北商业街潜

在的利益诉求， {g并没有从实际上揭示出华强北商业街从业

人员特别是其主要人员(即商人阶层)的切身利益所在。"政

治安排"下的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委员黄建跃，并没有直接参

与华强北商业街的政治决策活动;相反，他以私(民)营商

人身份积极地主导了华强北商业街的商人自治活动。在 2002

年底被"政治安排"为"党委委员"之前，即 2002 年 7 月，

他成为华强北商人自治组织"华强北商家协会"的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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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负责召开了"华强北商家协会"的成立大会，①从而

为进一步"政治嵌入"地方政治活动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

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无产阶级解放

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停

留在抽象的人民主权原则上而对现实的政治变革元动于衷。

在卢梭那里， "人民主权"下的"公意"与"人民"中的

"众意"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和原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

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过程中，赋予了"人民"一一历史

的创造者以特别的地位与作用，并使之具备了人民主权的特

征。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指出，"现在我们知道，这

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

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

① 编号 ZZ-25: {华强北商业街商家协会主要发起成员会议纪要þ ， 2002

年 7 月 1 日。会议确定会员单位为 "顺电"、"万商"、"创景"、"曼

哈"、"紫荆城"、"女人世界"、"男人世界"、"儿童世界"、"俩人t世

界"、"铜锣湾"、"新大好 lt "大百汇"、"国际电子城;其中，会员单

位"烦电"代表黄建跃被推举为"华强北商业街离家协会"会长。会议

认为可发展会员为"赛格"、"远望"、"宏大"、"东方时尚

场"、"通讯市场"、"太平洋通讯城"飞o 会议决定，请记者参加l星期五的

联谊会，星期五联谊会定于 7 月 5 日 18: 30 于"莲花岛" (饭前安排议

事 j于议事)。会议决定修改协会章程，将章程名称改为《华强北商业街

离家协会章程Þ; 将原章程第十四条改为"协会筹备期间，由发起组建

协会的有关商家推举召集人 人、秘书…人。主持协会日常工作。随着'

协会的发展，会员增加1后，由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首届理事会。"确

定刊印与发行《华强北商家协会简报》事宜， 7 月 20 日前出第一期，每

月一期，确定了这一次和下一次商家活动支援单位为"紫荆城"0 {华强

北商家协会简报》内容为:工作素材，各家各户新举措、新策划，华强

北信息，政府动态和市政建设等。这次会议实际上标志着"华强北商家

协会"的正式成立，取代了"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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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

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

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18 世纪伟大的思想

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

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①所以，卢梭式的"公意"并非

真正的人民主权体现，而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反映;唯有

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者一一无产阶级，才真正是人民主

权的象征。

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按照卢梭的理解，把

"公意"与"众意"天然地融合在一起，把人民主权原则与

人民群众观念巧妙地联结为一体。这是兀产阶级天然具有夺

取国家主权的道德力量与政治合法性的全部来源。"社会主义

的合法性，在我看来，它集中体现了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

政治方面，这些问题自法律国家出现以来不断积累。社会主

义的合法性体现着卢梭和康德的一个历史的综合(自由是平

等的一种功能，反之亦然)。在这里，卢梭的‘至高无上的普

遍意志'不再被归结为一种(阶级阔的)和资产阶级的民族

的一一人民的主权。而是在(劳动者的)人民一一元产阶级

的主权中获得了现实性。"②

人民主权具有抽象性，它不可让波、不可转让与不可分

割，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人和机构都不能宣称自己就

直接代表了人民主权，或者说自己就直接拥有了政治统治的

全部合法性。但是，这不等于说人民主权神秘莫测，高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20 页。

② 〔意〕德拉·沃尔佩: {卢梭和马克思} ，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 1993 ,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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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在远古早期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民主权是以人人参与、

人人决策的形式得到直接实现的。近现代以来，代议制民主

方式逐步普及，人类社会普遍采取以选举等代议制民主范式

试图表达与实现人民主权原则一一国家政治权威的全部合法

性与道德力量。马克思嘲弄了那种冒充民主的代议制"普选

权应该向我们揭示出，所谓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

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妙极了!但‘全民'是由谁组成的呢?

由‘个别等级和阶级'组成。 ‘全民意志'又是由什么构成

的呢?……这就是多数人的意志。"①可见，这种代议制大多

是以有产者为最基本条件的，古希腊古罗马政治生活中也采

用这种较为常见的政治文明方式，其不足之处是不能把全体

人民 包括平民甚至更多奴隶一一的正当权利与合法权益

表达出来并加以实现。因此，早期人类政治生活中产生政治

权威以来，人类一直在思考如何使人民主权原则得以公正客

观地实现;但随着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日益复杂化、利益多

元化，全体人民→致同意之上的人民主权原则愈来愈难以

实现。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与人民主权

(一)华强北商人的党内"政治安排"

在华强北商业街成立中共基层党委，这件事情是从华强

北商业街管委办第一任主任郝立手里开始的。当时的华强北

商业街，虽然名声在外，人员逾 10 万人，但没有设立中共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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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执政党基层组织的"真空"地带。

郝立携带着被组织委任为"党委书记"的一纸任命，来到华

强北商业街来组建中共华强北商业街的党委组织。

我(郝立)当时还是兼党委书记。但是那个时候是

有书记没党委。党委还没成立起来，哎，党委还没成立

起来。但我是书记，"书记"先下达(上任)了。

(有这个任命书 7)

哎，有这个任命书。但是党委还没有成立起来。它

为什么没有成立起来?因为商业街是民营(商业)啊，

要成立一个党委，它有一个运作过程。大家开始从不认

识到认识，有些党员，内地来的一些党员，脱离组织关

系都很长时间了，观念都不强了。那另外，党委哩，它

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做工作。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

开始做工作。那么它这个党委是近年才成立的。

(笔者:那这个党委是叫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党委7)

不是，这叫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它不是管理委员会

的党委，它是商业衔的党委。它这个党委哩，书记是

(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来当这个书记。

哎，然后这个副书记，也是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来当。

然后人员里面，既有机关的，办公室机关的，也有商家

的。你比如说，黄建跃，就是党委委员。

(您在的时候他是不是党委委员呢7)

嗯，他不是，我在的时候党委还没有成立。那时候

叫做，有书记无党委，有书记没党委!那为什么还没成

立党委?它还有一个运作过程。要做工作，不然的话商

家不理解(设立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党委哩，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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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党员(的作用) ，能够让他们过组织生活，能够发挥

咱们党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加强商业衔的因本强基工

作。哎，咱们党的基层建设，在这个商业衔，也可以扎

根落户，对吧。也就是说，商业衔的兴旺发达，也是在

我们的党委领导下，跟大家在一起致宫的，是吧。①

郝立"在任"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公办室主任兼华

强北商业街党委书记的时间是 2000 年至 2002 年上半年; 2002 

年底，何国平来"接"他的班。此时华强北从业人员虽然有

10 多万之众，但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大部分流动党员)则

不足百人。

按照区委组织部统一部署，我办就流动党员管理工

作进行了专题调研，情况如下。

一、华强北流动党员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流动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目前，已把组织

关系转入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的党员有 90 名。其中，按行

业分，在企业从事技术、研究等科技工作的有 78 名，在

商场从事管理的有 12 名;按文化程度分，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的有 83 名，占党员总数的 92% ;从性别上看，男性

党员 56 人，占 620毛，女性党员 34 人，占 380毛。

(二)党支部组建情况。我们根据以企业为主、兼顾

行业和自愿的原则，从方便组织活动出友，成立了 8 个

流动党员支部。其中，以商家为主组建的党支部有 2 个，

如钟表市场、铜锣湾;在民营企业中组建的党支部有

① 编号 BJ-S1 :采访区人大常委、依法治区办公室主任，原华强北管委会

办公室首任办公室主任郝豆， 2004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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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强北流动党员的特点:①年轻化，党员的年

静大多在 25 -40 岁。②高学历， 929毛的党员都是大专以

上学历，还有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③素质较高，基

本上都从事高科技工作，或为民营企业中的业务骨干。

如绿泰宝的总经理李银诚，顺电的副总经理黄建跃均在

民营企业中担任要职，是华强北商家中有影响的人物。①

为加快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的筹备工作，福田区上下一起

努力，多次摸底华强北商业街从事私(民)营商业工作的中

共党员人数。到 2002 年成华强北商业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召开之日，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仍只增加了若干名额。

从华强北商业街党委提供的党员名册看，商业街党

员队伍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体素质高， 122 名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就有 108 人，占党员总数的 88.5% ，而且大多是从事 IT

行业、企业经营管理的骨干。

2. 年纪轻， 35 岁以下的党员 71 人，占党员总数的

589毛，这些年轻党员，不少是近年从高校毕业的年轻人。

3. 工作羊位较为分散，如华强北商业街第三流动党

员党支部，一个支部 8 名党员，就分属 7 个公司。

4. 所属单位性质多数是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

中的党员有 109 人，占党员总数的 899毛。②

① 编号 GF-335: 华强北商业街流动党员管理情况调查报告， 2002 年 11

月 19 日。

② 编号 GF-450: 福田区区委领导在华强北商业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 2002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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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底，华强北商业街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①

首次成立了中共华强北商业街委员会，正副书记分别为华强

北管委办的正副主任;②黄建跃等极个别真正游走在华强北商

业衔的私(民)营商人，也被当地党委政府视为"华强北商

家中有影响的人物"，被安排到中共华强北商业街委员会之

中，成为并不履行实际党务工作的党委委员。到过个时候，

华强北商业街公开身份的党员人数增加到 100 多人，其中绝

大部分为私(民)营企业中的积极员工。

从那个时候开始，黄建跃是华强北商业街唯一一名以私

(民)营商人身份当选为党委委员的，也是这个党委中专门负

责联系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的专职党委委员。

管委会的党组织特别把我的党组织关系调过来，让

我加入他们的党委，也就成了华强北党委的党委委员。

整个华强北，以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身份加入这个党委的，

也只我这一个。

(您的组织关系什么时候转过来的?)

我记得是去年中央十六大召开的时候，好像前一天，

我转过之后，他们马上对我(进行)考察，考察好以后，

开始向我投票，再竞选，我当选的是委员，五个人里面

的委员之一，负责的是华强北非公经济这一摊，是跟企

① 编号 GF-537: 中国共产党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委员会第一次党员代表

大会材料，中 l骂共产党福回区华强北商业街委员会， 2002 年 12 月 6 日。

② 编号 GF-502: 中国共产党福阳区华强北商业街第一届委员会第→次全

体会议关于书记、副书记选举结果报告单，中国共产党福田区华强北商

业街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文件称按照会议通过的选举

办法，经过选举，何国平同志当选为中罔共产党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第

一届委员会书记，李胜利同志当选为副书记。" 2002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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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系的这么一个委员。当时是选举的，有两个商家代

表，就是差额选举的。我们两人里面必须只有一个人当

选。其余的委员都是政府部门的。这个党委是去年，

2003 年 5 月左右成立的。我的组织关系在区委组织部。

那个管委会党委委员基本上都是副处级以上的干部。

所以，他们把我推上去的话，什么重要的会议都要我去

参加的。①

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的成立，特别是华强北商业街知名商

人黄建跃被"政治安排"进入党委"班子"，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当地党委政府吸纳华强北私(民)营商人民意的重要

举措。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

产党，当然包括她所有的基层党组织，除了人民的利益以

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

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也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

利益的政党。那么，从法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样一个马

克思主义政党所具备的广泛人民代表性，是否可以与人民

主权直接画上等号，换言之，是否可以完全直接地代行人

民主权呢?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元产阶级和广大

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正当权利，作为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形

式加以描述，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探索人民主权实现途径的新

① 编号 BJ…1 (1): 采访黄建跃、林灿斌，华强北"北京菜馆"香山厅，

2004 年 9 月 21 日。此处引用的内容，是笔者当时对黄建跃的采访录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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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原则是在反对资产阶级

和一切剥削阶级压迫广大无产阶级和受剥削阶级一一恩格斯

在《共产主义原则》中称之为"劳动阶级"一--中得到进一

步转化的。"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

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

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

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元产阶级或

无产者阶级是 19 世纪的劳动阶级。"①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里，"劳动阶级"具有更为广泛的人民性。这种历史

上最为广泛的人民权利，尽管在阶级斗争时代它还不能说是

全体人民的→致同意一一实际上国家产生以来任何时候都无

法做到这一点一一但它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众意"表现。如

果能够从中提炼出"公共利益"，即卢梭式的"公意"，那么

我们可以判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就得

到了体现一一…它是由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来体现的。马克思在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中指出"多数人的意志又

是什么呢?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

产生的一种意志。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

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

们至少必须在自己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

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说得明白一点，

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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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①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或者元产阶级是

一个"最大公无私"和"最为革命"的先进阶级，从这个阶

级最为广大的"众意"中提炼出来的"公意"，又是如何得

到体现的呢?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人类至今为止找到的最好

实现方式一一-代议制民主方式一一来寻找答案。不过，马克

思主义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途径与过去所有时代的代议制民

主不同，它具有自己的特殊路径一一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化的

政党组织与领袖人物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民主权原则融入建党原则之中，

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作过丰富而系统的论述。

这些论述论证了共产党组织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摧

毁旧有国家政权，夺取国家主权并实施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

合法性。所有这些论述，均建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

一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一切剥削阶级统治都在丧失人民

"众意"后，积少成多，必然会丧失"公意"，即其道德力量

与政治合法性。工人阶级政党不仅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全部利

益，而且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无产阶级

以及广大被剥削阶级还不能说是等向全体人民，但这个群体

一经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就完全可以代表整个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一一由此获得了人民主权所赋予的全部

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指出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 325 页。马克

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原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第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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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政

党一一共产党同其他元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

在无产者不间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元

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元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

整个运动的利益"。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人民主权特征的理论本源。马克思主义

政党之所以勇于宣称她具备其他政党所不能具备的人民主权

特征，是因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

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

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主权学说，以及关于马克

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特征等方面的描述，对于其后所有马克

思主义政党建设，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产生

了十分久远的重大影响。从此，人民主权一"公意"一人民

群众一人民群众，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说

到"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或者其他什么别的名词，

那它主要指的就是人民意志一一人民主权，也就是在谈它的

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力量。

毋庸讳言，人民群众式的人民主权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人民主权原则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

主权思想还包括人的"自由"权利与人的全面解放观念。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元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同时他

更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终极命运。因此，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8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l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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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人民主权思想还无时不闪耀着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

的光芒一一这一缕思想光芒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残酷

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中不得不让位于前述"人民群众"式的

人民主权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代表最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

己任一一这是她突出的人民性特征;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

说，仍不能说代表了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是不可分割、不

可让渡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众意"可以抽象出公共利益，

即"公意"，但如何抽象及如何检测"公意"的真伪则是一

个更为复杂的法理命题。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备人民群众利

益代表性的党性原则来看，她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

要更接近人民主权的真谛，因此她具有元可比拟的人民主权

特征一一尽管还不能等同于人民主权的全部内涵。为使马克

思主义政党比任何时候更能接近人民主权原则，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向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

必须坚持人民群众至上性原则一一'即使在获得了国家主权以

后也必须始终如一。如，马克思本人对于世界上第一个元产

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一一巴黎公社十分赞赏，这个政权试图

把人民主权原则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国家主权。"公社的伟大社

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

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①马

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公社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

它是人民主权的体现和工具，因此公社公职人员"应当成为

公社的勤务员"②和"社会的负责的公仆"，以及"是为了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6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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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①。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之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

人民主权本身，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辩

证关系。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植于人民群众、依靠

人民群众的党性原则，但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认为，自己既

不是在人民群众之上自的甘"老子党

之后的"尾巴党"飞，\，而是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的"领导党 "O 马

克思在走起呈草的《共产党宜言》中强调"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

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元产阶级

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元产阶级夺取政权。"②

这里突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人民群众一一无产阶级

的领导作用。恩格斯在讨论权威的论述中，明确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对于人民群众的理论权威与政治权威地位。在这里，

人民群众无论人数多少、作用多大，都不能完全取代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特殊领导作用。列宁更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

为"先锋队"与其本阶级一一一人民群众的作用关系"党是阶

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

它的人数大 10 倍， 100 倍，甚至更多。" "组织能使力量增加

10 倍。这个道理实在并不新鲜。" "先进队伍的自觉性也表现

为它有组织起来的本领。当它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获得统一

意志，而先进的 1000 人、 1 万人、 100 万人的这个统 意志

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③也就是说， "先锋队"的统一意

志一一不管它的来源是人民群众还是先进理论，最终将会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85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2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0 ，第 38 -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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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民群众的"众意"而上升为类似"公意"的一般意志。

上述的这种"统一意志"与人民主权之间究竟是什么关

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但它与列宁

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本质就是人民主权思想显然主体是不一致

的。列宁指出:在民主共和国里，"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

即统一的、完全的和整个的权力"。①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也

给共和国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

而人民是"许多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

共同体"。②"主权权力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任

何公众决定、任何一种根本法律，都不可能约束人民共同

体。"③所以，全体人民的全部权力一一人民主权是不可让

渡、不可分割的，"先锋队"的统一意志只能是力图反映与

表现抽象特征的人民主权，而不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民主权

本身。

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特征中的"‘先锋队'的统一意

志"，也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于人民群众的权威

作用，在列宁领导的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现实

革命斗争中，显得尤为突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列宁的建党思想，特别是列宁创立的俄国布尔什

维克党的成功典班而得到广泛传播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包

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都深深受到

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和运行

① 《列宁全集> (第 10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313 页。

② 〔古罗马〕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 ，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97 ，第 39 页。

③转引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1 ，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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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等方面打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烙印。"列宁有个完整

的建党的学说"，①首先是指，列宁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

人民主权思想，在实践中有了更大的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列

宁始终把人民利益和人民主权思想贯穿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活动的全过程，"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②也就是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国家政权

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她是以人民主权为法理原则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最为关键的是，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关

系，列宁主张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

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

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

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

问题。"③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人民主

权学说具体化为"人民群众"观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

是人民主权的现世化身。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史上，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意味着原来抽象的不可分割的人民主

权，再次如布丹、霍布斯和卢梭所声称的人民主权一样，从

神秘不可测的观念中直接转化成了现世的具体的行动原则。

不过，布丹、霍布斯把抽象的人民主权附身在了君权之上，

使专制的权力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而卢梭的人民主权附身在

"公意"之 t ，但仍没有找到附身的载体。列宁所倡导的人民

群众观念最终把人民主权原则赋予了"众意"化的广大人民

群众。从此，人民主权不再抽象，而有了具体的行动准则;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4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44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37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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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群众"一一人

民主权的革命代名词。的确，"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

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

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

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

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

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①

在列宁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框架中，或者

我们可以径直称为"人民群众"学说的轮廓中，人民群众按

照卢梭式"公意"至上性原理，进一步获得了原本由抽象观

念所赋予的神圣与道德力量，并由此演进为一国之内国家政

治权威的全部合法性。首先，人民群众就是"活着"的人民

主权，它是革命的合法性基础。"革命的唯一‘希望'就是

‘群众'"，②革命政党必须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是起码的常识，"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胜利的唯一保证"。③

在列宁的著作中，"人民"、"群众"、"工人阶级"、"人

民群众"经常是混用的，有时甚至指向一个群体，即工人阶

级或无产阶级。"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

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④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

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

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

① 《列宁全集} (第 16 卷) ，人民出版社， 1988 ，第 20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6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370 。

③ 《列宁全集} (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5 页。

④ 《列宁全集} (第 3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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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什么目的。"①其次，人民群众不再是抽象的人民主权，

恰恰相反，人民群众是人民主权的具体化身。在俄国"十月

革命"中，它是"工人群众";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它是"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内，它就是"党员群众"。

马克思主义政党强烈的人民性，与政治学概念中的"人

民主权"之间的天然联系与本质区别，更能使我们理解，为

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杰出领

袖，始终把政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唯一定位于"人民群

众"一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通向"人民主权" 政治合

法性和道德合法性的唯一中介和努力方向，也是她区别于其

他任何政党的鲜明党性所在。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

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主权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与互补

的法理关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主权之载

体一一人民群众构成了某种"血缘共同体"观念。这种共同

体可能表现为语言共同体、社交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形式，

最终会产生政治共同体行动。这些组织化的行动，"虽由纯粹

‘种族'之外的条件所促成，但本身倒也能塑造出血缘共同体

的信仰。人类历史在显示，政治共同体行动是多么容易产生

出‘血缘共同体'观念"。②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的政

治关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特征的重要表现，中国共

产党人还由此总结出"群众路线"③的工作路线，并把它视

① 《列宁全集} (第 3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50 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 (N)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康

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第 306 页。

③ 《刘少奇选集} (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1 ，第 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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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大作风"之一①。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

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

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

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

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

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

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O"③显而易见，人民群众是划分为

阶级的，而阶级是划分为集团的，是需要由阶级的先锋队组

织一…政党来指导、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这是列宁建党学

说中的基本逻辑和起码的常识。 1920 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

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清楚地划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

众之间的关系"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

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

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

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

①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093 -1094 页。毛

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

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

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

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

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罔共产党，在

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

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②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第 1031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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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

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

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

众的充分信任一一一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

力的最元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

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元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

冲击的全部威力。"①在列宁那里，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

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方式和准则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我

们是主张集中制的"②;后来又写入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

际的条件}，并作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加盟共产国际的"门

槛"条件，③因此它被视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普遍遵守的一

①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182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7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384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199 - 203 页。这些"门

槛"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

际的条件如下: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

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

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

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

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

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总之，在第三

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安不断地、元情地斥责资产阶级，

而且还姿斥责资产阶级的帮子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 凡是愿意加

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

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

臼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

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接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 在所;自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

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几乎在欧美所有的

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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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原则。"人民群众"的意志充其量只是卢梭式的"众意"

(接上页注③)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

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 必须

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

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

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5 必

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

是…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_...部分其他农村

居民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

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

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

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元产阶级革命。 6.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

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

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

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议论、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

级，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

觉，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夜最

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

策。共产国际元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

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迫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

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

际相类似了。 8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

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

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元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

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

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

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阁军队

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

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共

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

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

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

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3. 加入共产

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

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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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公意"。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有着完整建党学说、曾

经建设过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

也不可能取代抽象的、不可分割与不可让渡的"人民主

权"。从理论上区分这一点 丝毫元损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党学说的地位与作用;恰恰相反，正是那些试图把在实际

生活中无法体现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强行等同于马克

思主义政党"人民群众"观念的做法，在取消了"人民主

权"的同时也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法理原则与政治合

法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充分具备人民主权特征但并不能等同于

人民主权，从理论上认清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

政权后，正确行使人民主权所赋予的全部政治权威，具有非

(接上页注③)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

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

自己的职责。. ...15.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觉，都必须全力支持每

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

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把军事装备运送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应该

在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进行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宣传工作，等

等。叫17.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

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

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

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

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 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

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商标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 lìIl

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

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

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

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

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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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有别于其他

任何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一一人民性，使她获得了从事一个

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合法性，和直接掌握国家政治统

治权威的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人民主权特征并不能替代人民主权本身，这使得马克思主义

政党在夺取国家权力以及行使国家权力的每一个历史时刻，

都必须提醒自己必须不断地减少非人民主权因素，而增加足

够量的人民主权内涵。用卢梭的话来说，个体利益的集合是

"众意"，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公意"，科学地把人民群众的

"众意"不断地提炼成代表全体人民公共利益的"公意"，

才不会失去人民主权原则的法理方向和政治目标。

三 国家主权下的社会权利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决定了，她有朝一日

能够建立"主权在民"的政治统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

能够不断展示与充实人民主权特征，她的未来发展明确地

指向了国家政治统治地位。国家主权即指一国之内的最高

政治权威一一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权。无论是早期人类政治

生活中的部落首领或联盟酋长，还是人类早期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君主、皇帝、教皇，甚至是近代以来的总统、政党

或议会，都需要通过"立法"的政治功能实施政治统治。

政党的本质决定了它的政治志向在于国家执政权，"政党

是争取权力的组织，因此必然会追求符合自己目标的政治

300 



ν
U
 

卢
央

与念观权、
五

「
忧J

广
U
M
L

、
王

回
马

克马章五第

结构。"①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竭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政治组织，她的直接政治目标显然就是一国之内的最高政

治统治权威一一代表最高立法权的国家主权。正如《共产党

宣言》所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元产阶级上升为

统治阶级。"②那么，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应

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力一一国家主权?我们需

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家主

权理论是如何表述的，以及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实施政治统治

过程中如何看待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的区别与联系的。这对

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维护与巩固国家主权极为关键。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虽然上升成为"统治阶级"一一一掌控国家主权

的领导阶级的代表者，但她不是唯一掌控国家主权者，更不

等同于社会权利本身。她如何对待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的关

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科学地确立自己的国家政治权威地

位，发挥自己的国家主权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探

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宪政

难题。

(一)国家主权下的华强北商会

1. "认同环"上的华强北商会

深圳福田区华强北商人通过集体行动介入当地的公共财

政活动，宪法财产权是其法理基础，而他们合群结社的社会

理论基础则在于"社会认同"，即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

① 〔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第 3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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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认同环"的学术概念，它是指某一部分社会群体在

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社会群体认同;每个社会人都是不同

"认同环"上的一个点，每一点同时可以居于若干个"环"

上，即环环相交的"认同点"。社会生活就是由元数"认同

环"一一社会群体认同所构成的立体时空，社会人或社会

群体，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皆有可能与"他者"达成新的

社会群体认同，甚至产生政治共同体一一旋转的"认

同环"。

社会认同的经典定义表明，社会人认识到自己的特定社

会群体归属性，并意识到作为其成员而享有的情感与价值。①

西方文献中对于认同的多样性与流动性的论述不乏其例。如

"认同轴"观点认为，人的认同有一个"差异轴"，不同的

"轴"面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认间，同时"轴"面与"轴"

面之间也构成了社会差别。②这种认同差异性不止于哲学层面

的"现代性"悖论，或者所谓根本性的心理性问题③，还有

社会发展的环境背景④。又如"认同变形说"指出，认同本

身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重新组合的过程

中，又有学者将其概括成"放大"、 "合并"、 "延伸"和

( Tajfe! H , Dif.j电rentiation Bc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

ogy oj‘ Intergroup Relations. Chapters 1 - 3 , London: Academic Press , 1978. 

② 〔美〕罗洛·梅{人寻找自己} ，冯川、陈刚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第 45 页。

③ 〔英}安东尼·古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方文译，三联

书店， 1998 ，第 9 页。

( Joseph E. Davis (edited) , Identity αnd Social Change , Transaction Publish 

ers , New Jersey , 2000 ,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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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等四个主要阶段①。认同变形说表明，认同处于任

意变化的形态之中，它是多样性环境中的经验性结果②，它

是物质生产与消费的产物③，并具有有形与无形的双重特

征④。还如，霍尔的"认同流动性"指出，认同具有多样性，

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其维度指向四面八方⑤，因而具有很强的

流动性⑥。

中国学者对认同理论也有所丰富发展。如"认同万花筒"

观点⑦， "认同多重性"论述⑧，以及"多叉连续分层系统"

论点⑨，等等。在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内主要集中在

香港⑩，而中国内地的典型案例则是对北京基督新教的相关分

析@。因此，这一方菌的人类学田野资料还相对匮乏。

( Sheldon Stryker ,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 5e扩 Identity ， αnd

50cial Movement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00 , pp. 49 - 51. 

( Thiele , Thinking Politics: Perspectives in Ancient , Modern , and Postmodern 

Politicα1 Theory , Chatham , NJ: Chatham House , 1997 , p. 84. 

( R. G. Donn , Identity Crisis: A 50cial Critique of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p. 10 

④ 齐格蒙特. ~也曼: {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3 ，第 1 页。

(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 (eds. ) ,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 London: 

Sage. 1996 , p. 277. 

( Bradley ,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 Polity Press. 

1966 , p.23. 

⑦ 吴玉军: {现代社会与自我认同焦虑}，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6 期。

⑧ 韩震: {现代性与认同问题的思考}， {学习与探索} 2004 年第 6 期。

@ 马戎: {民族社会学一一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第 72 页。

⑩ 赵志裕、温静、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一一吞港回归中国

的研究范例}， {社会学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⑧ 方文: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一一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 {社

会学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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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商会"有别于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①"华强北

商会"是华强北"官"与"民"双方，以及"宫"方不同部

门等不同利益团体在对话协商中形成的新型政治共同体，它

既不是纯粹基于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的社会群体认同产物，

也不是完全基于华强北管委办或是福田区总商会等政府部门

"官办"民间团体的社会群体认同产物，而是不同社会群体认

同在社会互动中"相交"与重合的"混合物"。

"华强北商会"是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

合法化的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群体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

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华

强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混合型"政治共同体，

包容着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华强北管委办和福田区总商会

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它酝酿而生的经验表明，社会群体

认同不仅可以流动不定，而且能够无条件地相互包容甚至融

合重柿。

① 注:华强北京根民间商会始自 1997 年底，止于 2004 年 12 月 3 日，计有

八年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的历史;它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人自治形

态，即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即早期的"诉苦会" 1997 年底至 2000 年 8

月)、华强北离家联谊会筹委会 (2000 年 8 月至 2002 年 7 月)和华强北

商家协会 (2002 年 7 月初至 2004 年 12 月 3 日)等。巧合的是，华强北

商家协会存在的两年半时间正好是"华强北商会"的酝酿筹备时间(其

时间跨度为 2002 年 7 月初华强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给华强北商

家协会要求筹备"华强北商会"时起，到 2004 年 12 月 3 日"华强北商

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时止) 0 "华强北商会"是华强北直在

根民间商会经注册后的民间合法组织，两者之间既有不可分割的"血

缘"关系，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是完全自生白发

的、未经注册的商人共同体，而"华强北商会"则是福田区政府(主要

指华强北管委办、福田区总商会与福田区民政局等部门)与华强北商人

经过协商谈判而"合谋"形成的合法的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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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因为人是社会性的，故而称为

"社会人"。"社会人"属于社会网络中某一不确定"认同环"

上的一分子，当其所属"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该"社会

人"就会以该类型的"认同环"属性表现出特定的利益诉求，

该属性呈现"显性"状态;而"社会人"潜在的其他类型认

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而皇"隐性"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尚

未合法登记、处于筹建中的"华强北商会"，是地方政府体制

内"政治安排"民间组织，与草根民间商会体制外"政治嵌

入"当地政治生活，这两种不同行动主体的相关社会认同发

生榈合、互动的集中表现。换言之，体制内的"政治安排"

与体制外的"政治嵌入"，这两种政治参与形态并存共举的局

面，和不同行动主体社会认同流转变动的形式，通过"华强

北商会"的合法成立得到充分的展示。

2. 国家主权主导下的社会认同

改革开放前，华强北地区几乎是无政府无社会的千年荒

地，它的空间坐标是盛放死人遗骨的"捡经罐";华强北的

骤然兴起相当于古代"城邦"的再造，而华强北草根民间

商会则是活跃其间的"商人社群"。深圳市地方政府在运用

国家权威和旧有管理经验推行政策时，在这片相对陌生的华

强北土地上必然面临较传统区域更大的挑战。陌生的民众对

于陌生的地方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输入忠诚?新生的地方政

府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全面地代表和反映民众的切身

利益?

2000 年上半年，即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

会(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将召开成立大

会之时，准备创建"全国购物放心一条街"的华强北商业街，

因管理混乱，几乎沦为"地摊街"，引发了较大的社会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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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时任首届华强北管理服务中心①主任的黄桂芳对此作出了

深刻反思。他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

"华强北的管理体制不顺"的新问题。

四、存在问题及下半年工作打算

华强北商业衔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协调和全社会共同努力。近期《深

圳商报》有关华强北存在问题的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一流的硬件环境与严重的管理滞后，暴露

出城市管理工作不足，群众对此不满意。区委、区政府

十分重视，在刚刚展开的福田区"三讲"教育活动中，

华强北成为"边讲边改"的焦点。并提出四条具体措施。

华强北商业街管理服务中心

二000年七月五日②

黄桂芳还来不及实施和调整华强北管理体制的改革计划，

不久被调离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华强北商业街管理服务中

心"升格为"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即"华强

北管委办"，下向) ，行政事业级别也连升两级成为正处级单

位。在新领导到任之前，由黄桂芳代理一切事务。他在接下

来的半年时间里，多次发文要求吸纳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

① 注:当时这个"管理服务中心"是华强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前身，隶

属于福囚区经济贸易发展局，是该局下面一个事业编制的科级单位。

2002 年更名为"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区副长兼任(副厅

级) ，后来改为区长直接兼任(正厅级) ;而"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则为正处级事业编单位。华强北商业街管理机构的升格，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华强北商业衔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地位的变迁。

② 编号 GF-425: <华强 :!t商业街管理服务中心 2000 年上半年度工作小

结}， 2000 年 7 月 5 日，第一至第三条款省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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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吸纳巳开展多年活动的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参与华强北

商业街的管理工作，以此改革华强北商业街管理体制，下面

两份文件很有代表性。

第一份文件是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函。

关于华强北商业街清理乱摆卖情况汇报

近期广大商家要求，政府部门在清理乱摆卖的同时，

应允许商家在元旦、春节前利用商品销售旺季搞一些宣

传活动，活动期间由华强北商业街商会筹委会(实际此

处指的是华强北商业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因为新任华

强北商业街管委办对此情况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因此

写误了名称)进行自律性管理，同时，该筹委会请求能

与管委会的主要领导开个座谈会，共同探讨华强北商业

衔的管理问题。

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二00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①

第二份文件也是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函，

部分内容如下。

四、措施

1.尽快完善商业衔的管理架构，理顺管理体制，包

括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管理程序以及实施细则的

颁布等。

2. 出台配套的管理制度。

① 编号 GF-235 :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办公室《关于华强北商业街清理乱摆

卖情况汇报þ ， 2000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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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召开商家业主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吸收他们参

与管理。①

这种由地方政府职能机构"吸纳"草根民间组织进行政

治参与的做法，是类似于体制内"政治安排"与体制外"政

治嵌入"相结合的改革措施， 2001 年初，黄桂芳正式调出华

强北;他虽然调离，但新到任的领导郝立认真昕取并采纳了

他的意见，郝立与华强北管委办的"笔杆子"顾敏一起撰文，

不久就提出"利用"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的政策，和

"官"民"共建"华强北商业街的管理模式。② 2001 年 10 月，

郝立还主张在华强北建立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和自治半自

治的社会组织，以填补社会管理的"真空"地带。③ 2001 年

12 月，郝立又正式提出工作方案，要建立有效的商家自律和

社会他律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建立党组织、工、青、妇组织

和商会组织。④

2002 年 6 月，何国平赴任华强北管委办主任，上述改革

华强北商业街管理体制的工作思路即从黄桂芳、郝立的设想

开始逐步演变成为新政。何国平认为社会组织的功用太大了，

一到任就着手由政府部门主导组建"华强北商会"。这是执政

① 编号 GF-307: 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上报福田区经贸局材料， {华强北

商业街管理工作情况汇报)，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一至三款省赂。

②编号 GF-229: 顾敏: {管理就是服务 华强北公共管理理念的探

讨)， {福田区调研) 2001 年第 28 期， 2001 年 4 月。

③ 编号 GF-226: {福凶区调研) 2001 年第 36 期，华强北管委办郝立等

人: {从华强北的兴旺看政府在促进辖区区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与作用) , 

2001 年 10 月。

④ 编号 GF-356: 华强~t管委办《华强北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总

结)， 2001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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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治安排"策略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说，

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产生的体制

内"政治安排"，主要是安抚稳定旧社会产生的资产阶级改造

分子 j 20 肚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的"政治安排"新兴阶层特

别是新兴的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

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吸纳中共执政的新鲜力量，扩大执政

的社会基础;那么， 21 世纪之初对于草根民间组织的"政治

安排"，借此把新兴的社会自治力量"改造"成为国家主权力

量可以干预、控制的民间组织 则主要是防止在国家主权力

量之外，出现一个新的社会权力中心。面对华强北草根民间

商会，第二任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书记兼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

负责人何国乎就表示，"我们就考虑让它那个合法化"。①

当时他们哩，他们这个协会哩，当时还是有限制的。

都是几个比较要好的几个，零售商的高管，而且哩，局

限于民企，没有什么国企的。在这种情况下哩，我参加

了他们的几次活动。我就发现哩，这种体制形式哩，它

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以前没有的，以前我们的商会协

会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和国际惯例不合柏的，啊，在

那个时候，我们就考虑让它那个合法化。

(那当时，您是怎么协调的，让它合法化的呢7)

因为，我感觉到，它这个社会组织对维护这个区域

里头的商家的共同利益，对华强北商业衔的发展，有着

其他组织起不到的作用。毕竟，他们对这个区域的发展，

要求更迫切，它是对这里面的一举一动哩，影响哩，它

① 编号 BJ-53 :采访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何国

平，何国平办公空， 2004 年 12 月 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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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感到那个紧迫，它不像我们其他的，可以做做官样

文章，走走形式。它这里是不行的，还有他们考虑的问

题，更贴近商业街的实际。

对不对啊?哈哈……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说

那些所谓"法轮功"，要是最早的时候，你往正确的方向

引，它可能就是一个练功的组织;啊，你要是放任白流，

1它就很可能被境外这个反动势力利用了，就成了你执政

党的一块心病。类似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也组织

华强北民营商家和政府城管座谈，这样哩，有矛盾的时

候，我们去化解。我们就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哩，既

是密切了政府职能部门和民营商家的关系，同时哩，也

无形中提高了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的地位。这个组织确实

有它的作用。因为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哩，不方便由政

府来出面。有时候我们就由华强北商家协会组织，因为

大家思想上事先就有这方面的沟通 9 我们就不会让这个

沟通的场面，太过于离开我们的要求。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这个哩，就是政府官员你一定要摆正位置，你是公

仆，你要服务大众，是吧，你如果这一点不摆正的话，

你可能始终就高高在上，"我在做官嘛，我管你的"，那

就麻烦了。所以那一年哩，我们感到这个民间商会很有

作用，很需要。就是这个时候哩，我就感觉到了，我们

过去谈市场经济，重视无形的手，经济的力量，有形的

手，行政的力量，就忽略了社会组织。我就感到社会组

织重要。我就在那个时候，逐步逐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以前我根本没有过!我学市场经济，我基本上是那两种

组织(注: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 ，根本就没有去研究什

么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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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无形的手，是市场;有形的手，是行政

手段。)

对呀。就这个社会组织，起什么作用?在市场经济

中它发挥什么作用?这个我们的认识是不够的，在实践

中我补了这一课。我原来以前也不知道，它所发挥的作

用，是你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有时候没办法做的。有些

时候，也可能是你经济力量、行政力量不屑一顾的，但

是它又不知不觉，在监督影响你将来的市场发育。是不

是这些事情?这就是社会组织给你的力量。

(在这件事情上，只有您能体会到这么深。)

是啊，不搞这个工作，体会不到嘛。是吧，有些时

候，就是靠这个社会组织来做这个工作的，尤其是这个

消除不稳定的因素。社会组织的功用太大了。这个我只

能觉得哩，这个组织叹，在我们华强北商业街里面哩，

亟待建立。

(这个您意识到了它的作用了。)

对，但是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以前哩，就有很多障

碍。 2001 年的时候，我们管委办答应给他们商会组织一

个办公室来用，这是个形象。我说，这是办公场地，代

表了政府，啊，这不是私人空间，私人空间，我允许你

个性。办公场池，那你就按照集体的要求。我经常跟他

们说，你们老是说提高素质?提高素质不一定说是，我

拿到什么文凭啦，或者拿到什么职称啦，我说，素质高

的时候，是什么哩，是自律。能够自己要求自己，在没

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仍然去傲，那你素质就高。反之就

相反。

(古人说，慎独啊，就是这个意思。)

311 



f …… 1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七一……J

对啊。虽然说没有人在，你得规矩啊，你得怕啊。

不要无法无夭啊。无法无天这个事乱套了。我就是说我

要求你们做到的，我先做，先做到。我先去尝试，试

试看。

(您是善于学习的地方官，我记得那天商会筹备会的

时候，您讲的一番话，就是在明香酒楼的那一次。您的

意思是，商会的筹备和即将诞生，确实有大的环境，大

的方面就是十六大，还有十六届四中全会，没有大的环

境，它产生不了，也就是说，没有大的环境，我也不能

来调研了。)

我说是，时势造英雄，英雄哩，又推动了进一步发

展。是吧，首先是存在人的意识，首先是时势造英雄，

你没那个环境，你出不来。有时候环境有了你一出来，

可能是对这个社会，推动这个社会，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当时我们写了《政府与商会》这篇调研文章。

(是 2002 年?)

哎， 2002 年，那是十六大开之前写的，我们就感到，

确实是，成立这个民间商会啊，就是真的举步维艰。受

法律的约束，给我们的约束，我们很多部门啊，就是所

谓商会的主管部门啊，它不是作为一种服务的，它就是，

这个主管部门是作为一种权力来看待的。它不愿下放，

不愿调整，但是市场经济这个时候就由不得你这么说的，

这条路，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对啊，那时候的商会哩，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是

整个商区里头哩，我们当时商业区里头哩，有两个依托

基础。一个是这个商家协会，还有一个深圳市电子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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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家，撮合到一块，作为一个区域性商会。但是这个

哩，最后都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

他们本身的，经营业务啊，相去太远，啊，但是哩，他

们都通过我们，互相有个沟通。但是以前，他们是从来

没有坐在一起的。他们的老板是通过我们才互相有个沟

通，他们的老板是通过我们互相才认识的。啊，而且哩，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哩，这个商圈的领袖人物还没出现哩。

我想这个你肯定懂我的意思，就是挑头人物;支出现，电子

商会里头这些商家认同的，认同的人，零售商这边，不认

同;零售商这边认同的，电子商会那边哩，不认同。啊，

就是说零售商这里头哩，实际上民意还是不够的。就是包

括今天要成立的"华强北商会"，意见还是不太一致的。

(我对华强北还有一点了解，实际上缺乏一个强有力

的人物。)

哎，还缺乏这么个强有力的人物。这个强有力的人

物将来一定会出现，啊，除非这个华强北的商贸气氛不

行了，这个商圈垮了，那不会出现。只要这个商圈这么

继续走下去，那一定会出现这么个强有力的人物。一定

会，这里还缺乏一个真正的能够为商家所折服的这么一

个"领头羊"。

(这么一个人物产生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哩，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他们商家想让我来当这个会长。

(那是什么时间呢?)

去年，就是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啊，想把两边撮合在

一起的时候啊，他们就曾经考虑过。我觉得不合适，如

采这样子，我们有可能又走回头路了。起码跟外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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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信息，就是这个走回头路了。所以你看我们，这

就要求我们的人里头一个都不能在里头。包括他们那个，

啊，场地设在里面，我看都不能同意。不是舍不得这个

地方，啊，主要是给外界的信息不好。

(那您就没有答应这个要求7)

是啊，但是看起来哩，由于你缺乏这个领军人物哩，

还真还不行。还必须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我这个商

会是政府支持的。那支持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体现在这

里，政府答应把民间商会的机构设在我们政府这里。

(他们也非常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

啊，让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时候是应该取代管委

办的。这么着可以。实际上我们管委办好些工作都是人

家商会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实际上，说句不好听的

话，这个商会，越壮大、越健全，这个管委办就越没有

存在的必要了。

(从宏观上讲，就是这样。)

是不是啊?但是哩，一段时间还难做到。但我们想

这样做，将来有很多，涉及我们的权力能下放的，我将

更多地依托这些商会来傲。①

何国平把他的"合法化"政策定位在"引导"而非"领

导"上面，并安排了一名"秘书"专门负责"华强北商会"

的前期筹备工作。②这就是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关于收编与整合

① 编号 BJ-53 :采访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何国

平，何图平办公室， 2004 年 12 月 7 日下午。

② 编号 GZR]一1 :华强北商家协会专职秘书谭瑞芳工作日记， 20ω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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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民间组织、使之合法化的政治意图，此可称为华强北商

业街党委"引导规划"。

与时同时，深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也在考虑，由区委区

政府出面，重建该区域内民间组织管理与服务的行政机构，

并从政治上实施切实的领导，以此管理与监督福田区域内的

全部民间组织。

2002 年 8 月，福田区进行机构改革，福田区党委政府出

人意料地强化了福田区商会的机构建设:福田区商区升格为

福田区总商会，另外加挂了兰块机构牌子;①它的"羽翼"

→下子大大丰满起来。如此兵强马壮的福田区总商会，一经

成立就想"烧它三把火"，以彻底改变它过去"跑腿宫"、

"贴身保姆"的传统形象。②它制订了在福田区组建各类行业

商会的规划，要在近几年内组建专业性美容美发行业协会，

工业为主的区域性跨行业天安商会和以商业为主的区域性跨

行业"华强北商会"。但是，由于自上而下并无相关政策规

定，允许工商联等政府组织担任相关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的

"主管单位"。③就在福田区总商会为缺乏"主管单位"资格

等相关政策而一筹莫展时‘， 2003 年 4 月 22 日，福田区区委区

政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公报> 2003 年创刊号(总第 l

① 编号 B] … 10 ，采访福因区总商会商会事务部部长乐汉宁，乐汉宁办公

室， 2004 年 9 月 27 日。

② 编号 B]-10: 采访福田阪总、商会商会事务部部长乐汉宁，乐汉宁办公

室， 2004 年 9 月 27 日上午。

③参见《民政部关于重新确认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通知~ ，民发

(2000) 41 号，参见 2000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文件阅

览中心" hltp: / /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JYL _ MJZZ/ 

20041013150540. hbnl。被授权可以担当社会闭{本主管单位的没有全国工

商联及其地方性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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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颁发了"福发 [2003] 14 号"公文《中共福田区委福田

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辖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即实施

社会组织政策改革的"新政"，福田区委区政府的这一改革措

施似乎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省市关于加快民

营企业发展的决定和意见，现结合我区实际提出支持辖

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注:第一条至八条款省略)

九、将福田区商会(工商联)更名为福田区总商会

(工商联) ，鼓励辖区民营企业自发组织民间性质的工商

社团;由区总商会(工商联)指导、协调、监督各民间

工商社团工作，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作用，整合辖区企

业资源，推动企业民主自治和行业自律;对辖区民间工

商社团举办或承担大型的民营企业市场推广活动，区政

府可提供活动场地和设施等方面的便利。

十、提高辖区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积

极推荐优秀民营企业家当选区人大代表或区政协委员，充

分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积极稳妥地在民营企业中发

展党员，探索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珞子;依法

建立健全工会和群团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每年评选

十名辖区优秀民营企业家，由区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深圳市福田区委、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

2003 年 4 月 22 日①

① 编号 GF-37: {深圳市报阳区人民政府公报> 2003 年创刊号(总第 1

期)， {中共福田区委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支蜡丰富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

措施> (福发 [2003] 14 号)， 200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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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田区有关社会管理政策改革之下，重建后的福田阪

总商会趁热打铁，着手"政治安排"福田区区域性商业民间

组织一…"华强北商会"。这是区委区政府关于社会管理与监

督的"组建规划"。

但是，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的领导者坚持政府"引导"

民间商会的主旨，着力论证华强北管委办是最宜组建"华强

北商会"的政府机构，其具体措施就是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

向既定的"华强北商会"派驻联络员。①中共十六大之后，

执政党"政治安排"新兴社会阶层代表人物的改革力度进一

步加大。 2003 年初，何国平等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和华强北商

业街管委办感到时机更加成熟，再次以政策建议形式撰写了

一篇文章，把矛头再次指向"所谓商会的主管部门"，②反对

由"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福田区总商会来"组阁 H "华

强北商会"③;详细陈述了由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和华强北管委

办来主导"政治安排"新的社会组织"华强北商会"的诸种

理由。

那么，福田区总商会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政治安排"的

任务呢?组建"华强北商会"是他们预定的组建福田区总商

会三大外围组织(分商会)的重要工作之一;虽然目前有关

政策还不具备，但他们通过成功组建专业性民间组织即福田

① 编号 GF-62: 华强北管委办何国平等人{政府与商会一一华强北商会

筹建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福旧lK ì周研} 2002 年第 48 期， 2002 年 10

月 18 日。

② 编号 GF-58 :华强:lt管委办何国平等人: {福田区调研}， {从管理到治

理一一华强:lt商业街管理思路的探讨}， 2002 年 12 月。

③ 编号 I订一曰:采访华强北管委办主任、党委书记何国平，何国平办公

室， 2004 年 12 月 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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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美容美发协会，已经积累了"三不主义" (即对于新成立的

民间组织采取"不派干部、不兼职、不干涉具体事务"等办

法，以保持其民间性与自治性，下闰)、鼓励扶持民间商会自

治的重要经验，并得到了福田区委区政府的政策支持。由于

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与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接连发表分量不轻

的政策性"论文"，在福自区上下指责福白区总商会不宜"扭

纲"组建"华强北商会"工作，福田区总商会认为必须回应

这一"奇谈怪论"，并公开宜称将着手在"政治安排"的政

策之下"组建规划" "华强北商会"。① 2003 年 7 月 22 日，福

田区总商会呈报给福田区编委请示明确区总商会为辖区民间

商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以便民间商会进行合法登记。②这一

请示得到了批准。福居区管委办最终也一改过去坚决反对福

田区总商会介入"华强北商会"的态度，转而决定与它联于

"政治安排"体制内控制下的"民间商会"。

但是以什么方式来组建"华强北商会"? "官"民三方就

此问题开始了沟通与协商。福田区总商会提出以华强北商家

协会为基础、以"三不主义"原则来组建"华强北商会"。

由此，华强北商家协会这个草根民间组织可以在体制内"政

治安排"的旗帜下，保留自身"政治嵌入"式参与政治的部

分自治权益。

这一"大团圆"式的安排下，由地方党委政府出面，把

"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的两种政治参与方式有机结合

① 刘玉新、周应良、陈雪芳、黄东和{商会社团组织在服务辖区经济中

的地位和作用}， {特区理论与实践} 2003 年第 6 期。

② 编号 GF-32: {关于明确区总商会为辖区民间商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

请示} ，深圳市褐臼区总商会文件(南桶商 [2003] 07 号)， 2003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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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成立了出不同社会认同群体"混合"而成的"华强

北商会"。在这一点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国家主权与人

民主权通过协商民主实现良性互动的鲜明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主权特征

政党的政治目标是在一国之内取得政治统治权威，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英国政治理论家伯特兰·罗素( Betrand 

Russell) 对一般政党的权力目标作过分析"政党的主要目标

是赢得权力，它意味着掌握并控制国家的权力机构。"①政党

的政治目标直接指向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也不例

外。马克思在 1871 年 11 月致弗·波尔特的信中，明确强调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一政治目标"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

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

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

的组织。"②这个"预先的组织"就是工人阶级政党一一马克

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

个政治目标的描述自始至终都是确定元疑的，强调其方式应

该是"打碎"旧式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并不反对通过合法的选举投票等非暴力途径取得社

会权利，也赞同"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③，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法国社会党人盖得主张的"和

①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一一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 , 
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 2003 ，第 10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60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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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人"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论调，①并在《哥达纲领

批判》和《法兰西内战》导言等著述中批判了"和和平平的

机会主义"②。恩格斯反复告诫马克思主义政党"须知革命

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③"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

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

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

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④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目标与实现这一政治

目标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明确无误的;但

这些都是主观上的理论建构，而非实践的经验总结。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工人阶级未来将会获得的"统治阶

级"地位的状态与功能，并不能作出十分精确的计算与推测。

毕竟，"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

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第 436 页。恩格

斯于 1895 年 4 月 3 日给拉法格去信说明李卡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

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 1848 - 1850 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

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元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

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

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

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

能较个采用。就是对德罔，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8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 119 - 120 页。

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1891 年 6 月 29 日)}中写道"我觉得更

袁耍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

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

关于 l日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的

论调。"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2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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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

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述中，他们对于

"领导权"、"政权"、"统治阶级"、"革命专政"等意识形

态色彩浓厚的词，常常是不加分辨地混用 这对于革命时

期的群众动员与工作部署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

许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目标是要夺取政权，上

升为"统治阶级"，这是对"革命"的一般性描述，而非政

治学意义上的制度设计。一旦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运动中

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仅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般描

述，则有可能导致它在实施政治统治时出现种种摇摆甚至

偏差。

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来看，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可以

重合，形成某种高度统一的、贯通上下的连带关系;也可以

分离，形成各司其职的、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

一方面，在西方政治制度史中，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高

度重合的成功范例是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政制。无论它们实行

的是哪一种形式的混合制政体，握有国家主权的统治者也能

够执掌广泛的社会权力。不过，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制中，

它的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虽然是高度重合的，但同时其内部

也是高度分散与平衡的。"希腊和罗马在古代是特殊的，因为

它们几乎完全摆脱了教权的束缚。古希腊的宗教权力，主要

集中在神谕宣示所，尤其集中在德尔法(古希腊城市，因有

阿波罗神殿而出名)这里祀奉阿波罗的女巫应在精神恍惚之

时，传授阿波罗所启示的对问题的答复。不过神谕可以行贿

得来这一点，人们在希罗多德时代就已知道得很清楚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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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然认出神谕易为政治操纵，这种认识势必推动自由思

想的传播，而自由思想的传播到最后就使罗马人能夺去希腊

神殿大部分财物和全部权势而不致受到破坏神物的谴责。大

多数宗教机构的命运是，它们迟早要被大胆之徒用来实现世

俗的目的，从而失去它们的权力所依赖的群众的敬仰。在古

代希腊和罗马的世界里，这种事情的发生比较平顺，所引起

的骚乱要比其他任何地方要少，因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宗

教从来不曾有过像在亚洲、非洲以及中世纪欧洲那样的实

力。"①也就是说，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高

度重合的政体并没有导致专制政体的形成，反而为后来者提

供了从内部分割与制衡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的范例。在东方

国家的政治制度史中，"在这方面唯→和古希腊罗马类似的国

家就是中国"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国家历史的文明

古国，向来也是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高度重合的。掌握着无

限社会权利的君主、皇帝，本身就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本身

就是全部国家机器的唯一铸造者。华夏民族之所以在秦统一

中国以后，就径直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原因之

一在于缺乏丰富的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相对分离的历史

源流。

另一方面，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相对分离的政治历史现

象，在人类远古时代即巳存在，中亚古文明国家就有过此类

教权与王权相角逐的历史记录。"不难想象，独占两种更为重

要的权力，即巫术与宗教的权力并因此而享有控制社会的巨

① 〔英〕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一一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商务印书

馆， 1998 ，第 36 - 37 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一一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商务印书

馆， 1998 ，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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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威的一个明确的僧侣等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古代埃及

和巴比伦，当僧侣向国王发生冲突的时候，结果总是僧侣的

权力大于国玉的权力。埃及的僧侣曾挫败‘元神论者'法老

伊赫纳顿(即埃及法老阿孟霍特普四世，约公元前 1375 -前

1357 )。巴比伦的僧侣似乎暗中帮助过居鲁士(波斯国玉，公

元前 550 -前 529 在位)征服巴比伦，因为他们本国的国王表

现了反教权的倾向。"①在西方世界，自古罗马覆灭进入中世

纪以后，欧洲教权的勃然兴起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打破过去

旧有的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基本重合的局面，形成了教权与

世俗玉权共争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的格局。美国人类学家菲

利克斯·格罗斯 (Feliks Gross) 对此有过评论"在整个中世

纪，欧洲的最高权威在教权(教会)和王权(国家)之间分

割。权力的绝对合法性需要教会的认可，教会以破门律和其

他宗教行为的形式拥有实际约束力。只是到了晚近，在文艺

复兴和新教改革时代，国家才逐渐地从无所不包的教会权威

下解放出来。而且，政治权力也在国王、自由城市和封建领

主之闯进行分割。中世纪的国家不是一个统一的严格的中央

集权国家。"②这种教权与世俗王权共事国家主权和社会权

利的格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某些现代国家的政体中观

察到它的"遗留物" "僧侣和君主在人类学家所知道的最

原始的社会里就已存在了，当然当时他们仅处于原始的状

态。有时候，两者的职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形不

仅野蛮人当中有，而且高度文明的国家里也有。奥古斯都在

① 〔英〕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 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商务印书

馆， 1998 ，第 35 - 36 页。

②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一一-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 , 

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 2003 ，第 109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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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就兼任祭祀长，在各行省就是一个神。哈里发既是国家

的元首，也是伊斯兰教职的领袖。现今，日本天皇在日本的

神道教中也有类似的地位。由于国王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他

们有丧失世俗的职能而发展成为僧侣的有力趋势。不过在大

多数时代和地方，僧侣和国玉的区别还是明显而确定的。"①

在人类历史中，基督教教会势力与世俗王权的争权非常

激烈，教会势力本身属于社会权力的一种类型，但在国家与

社会互动关系中经常"异化"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甚至全

部。他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打扮成神权或人民主权的世俗化

身，并竭力试图通过垄断国家主权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权利。

"莫纳汉( Monahan) 提醒我们， ‘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是个

体所属的最为重要的共同体或社会;对中世纪教徒来说，它

远比他置身其中的特定政治社会更为重要。'准确地说，教会

是十足的统治制度。"②基督教教权不仅试图通过传播"神"

的福音来构建庞大系统的国家主权体系，并使之遍布欧洲|全

境;而且它还通过国家主权体系影响无所不在的各类社会权

利，从而把自己又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全能的"国家机器"。由

于欧洲基督教会自身的分裂与流变，它产生了许多种各自标

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的人，包括那个以"真正的基

督教"名义试图实施宗教改革，而后又以对"异端"的迫害

而闻名于世的加尔文在内 都把争夺一国之内最高的政治与

①〔英〕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 新社会分析} ，吴友三译，商务印书

馆， 1998 ，第 34 页。

② 〔美〕斯科特·戈登: {控制国家一一西方宪政的历史} ，应奇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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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领袖地位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其中，罗马天

主教会的影响以其获得的成功最为显赫。"在历史上己知的一

切僧侣组织当中，最有权力、最为重要的是罗马天主教

会……在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教会得到了代表两个传统的好

机会;除了代表基督教传统以外，它还体现罗马的传统。蛮

族只有刀剑的力量，教会则有较高水平的文明和教育，有非

个人的坚定宗旨，有利用宗教上的希望和利用来自迷信的畏

惧的各种手段，最重要的是有扩展到整个西欧的一统的组

织……在西方，政教之争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双方互

有胜负。直到今天，在德意志、墨西哥和西班牙，这种斗争

尚未结束。"②

近代以来，自英国政党参与政治以后，政党政治成为世

界性的国家政治形态;政党基本上代替了过去教权的角色，

加入了与世俗国家机器共逐国家主权的政治序列。美国学者

哈罗德. F. 戈斯内尔对政党政治的起源与演变有过专门研

究，他指出"为了使人民对于政府所作的决定有发言权，

并保护普通人民反对专横的政府，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从而产生了民主的政党制度。"③政党参与角逐国家主权的

道德渊源在于人民主权原则，是人民的委托唤起了政党的政

治责任，以代表人民利益对社会权利实施规范与约束。法国

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这样定义政党的这一特殊政

① 〔奥〕斯·茨威柏: {异端的权利) ，赵台安、赵振尧著，三联书店，

1986 ，第 17 -43 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一一新社会分析) ，吴友三译，商务印书

馆， 1998 ，第 39 页。

③ 〔美〕哈罗德 .F 戈斯内尔、斯莫尔卡: {美国政党和选举) ，复旦大

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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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功能"我们以政党→词来描写→切党派，包括分裂古代

共和国的朋党( factions) 、再生时期意大利团围绕着一位首

领的部曲( troops) 、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集会的国民俱乐

部、选举权仍受财产限制而施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准备竞选工

作的委员会，以及许多民主国家形成公意的庞大平民组织。

它们之所以共有这个名词，系因其有→种基本关系，就是这

些团体都是以取得政治权力而运用之为目的的。"①在这里，

迪韦尔热只是指出了政党的一般政治目标，仍没把国家主权

与社会权利从"政治权力"的含混意义中瞪清出来。完成

这一理论任务的荣誉应属英国政治理论家伯特兰·罗素:

"君主专制政体的天然后继者是寡头政体。不过寡头政体也

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世袭贵族统治、富人统治或教会或

政党的统治。不同的统治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教会或

政党的统治一一也可称为神权政体一一是近年来重新获得重

要地位的一种寡头政体。它有过比较古老的形式，如今圣彼

得教堂的世袭财产制和巴拉圭耶稣会政权就是这种形式的残

余。至于它的现代形式则开始于卡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

(还有蒙斯特再浸礼派的短暂统治)。更晚近的形式就是

‘圣人统治'。这种统治在英国是在王朝复辟时结束的，而

新英格兰则继续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十八、十九世

纪时，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政体永远消灭了，但列宁却把它恢

复起来，意大利和德国从而仿效，中国也在认真地尝试。"②

伯特兰·罗素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功能评价充满了他

①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 ，第 203 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一一一新社会分析} ，吴友三译，商务印

书馆， 1998 ，第 132 -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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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一贯反感的"意识形态"气氛，这是他基于不同政

治立场所得出的尚有争议的结论;但是，他似乎已经意识到

国家主权与社会权利的非同一性，并把原本属于社会权利范

畴的诸如教会、政党等组织在本质上具有支配国家主权的政

治倾向揭示了出来。

政党必须强大到握有国家主权，如此方能与社会权利确

立制度化的互动关系。亨廷顿认为"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

体系的安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

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泡围和制度化

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的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

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①显而易见，任何政党，

它比任何宗教更具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它绝不会像一般宗教

那样以满足于精神上、道义上对于人的统治为基本目的，而

以直接地公开地获取一国之内最高的政治权威即国家主权为

其生存的基本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内的近现代以来所有政党，似乎都要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出

发点，力图以革命的、选举的或者其他的种种方式，来夺得

国家主权，并据此对社会权利进行重新分配与全面调整。近

一个时期以来，有学者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把政党的功能定

位于连接人民与国家的"桥梁"，②似乎有意为剥离政党组

织与社会权利高度重合的过分集权现象提供理论支持。但

是，这种解释只是解决了政党表面上的"连接"作用，而

没有看到，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内的任何执政党，它的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译，三联书

店， 1996 ，第 396 页。

②季正矩{关于时代发展与政党现代化 访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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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功能在于它宜称自己握有人民委托的主权，它的

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以"人民的名义"夺取国家全部最高政

治权威一一国家主权，然后以某种符合本国民族习惯与传

统的治理形式与社会权利构成某种互动的政治关系，以确

保社会权利在国家主权的既定政治框架下有效运作。这就

是政党一一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家主权的理论内涵。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中有关"主权"

的基本理论路径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具有

历史上任何其他政党所没有的人民主权特征，但并不能说她

的一切政治活动都等同于人民主权;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

与其他政党组织一样，始终把夺得一国之内最高的政治权威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这仅限于国家主权的层面，而无

关乎社会权利的垄断。如果执政党能够做到竭诚履行人民

主权原则所赋予的政治与道德职责，且与社会权力之间形

成结构性良性互动机制，则可以说国家政治权威运行机制

达到了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执政党握有的国家主权

不能与社会权利形成结构性良性互动机制，以致出现二者

恶性纷争，甚至彼此元情吞噬，则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政治

权威存在着走向高度集权而失去人民主权本质特征的现实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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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委区政府与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之间，通过协商

民主范式下的谈判对话等途径，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

基于"正当妥协"的共赢。这一点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在固有文本宪法尚不能充分化为现实之社会转型期

间，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都主动互相接触并遵循文本宪法精

神，通过协商民主范式变通既定之政策法规，在交往理性中

渐趋宽容与妥协，并由此践行宪法赋予之法治精神。此"正

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经验即在于，变过去国家主导之下的

代议制民主范式为基于宪法原则的协商民主范式。这种地方

性宪政经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框架下，由地方党委政府

与民间自治组织在协商民主起式 F形成的"正当妥协"的微

观经验，它虽有待于经过法治国等法理程序升格为国家层面

的根本大法和法律法规 但实际上已经开拓出当下中国国家

与社会之间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

"政治安排"下的民闰结社路径

(一) "华强北商会"的"老板班子"

福田区总商会、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与华强北商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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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主体，在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华强北商会"，以及如何组

建等问题上，既存在认同与共识，也存在着观念差异(参见

图 18 )。

"诉苦会"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华强北商家协会
筹委会

丰品回区总商会组建规划中的"华强北商会"

图 18 "华强北商会"的由来与演化

2002 年 7 月 1 日，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骨干成员黄建跃

等人在筹备华强北商家协会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时，①收到了

华强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来的邀请公函《深圳市福田区华

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通知~ ，声称要和他们一起讨论

‘华强北商会'的性质、功能定位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① 黄建跃是华强北商业街私营"顺电"商场的董事，副总经理，也是华强

~~草根民间组织的"三朝元老"。在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期间，他与金建

东、董关乎成为共同组建"诉苦会"的"三驾马车"在 2000 年初金建

东调离华强北之后，他成为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过渡时期的核心人物;

在董关平 2000 年 8 月"挑头"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期间，他与董

关平成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特别是在董关平 2001 年底出走华强北之

后，他成为维系华强北京根民间组织之命脉的"掌门人 "0 2002 年 5 月

间，由于华强北改造"二期工程"即将上马，加上华强北商家户外促销

"宣传"政策始终没有放开，均导致了华强北商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的主要成员一致推举黄建跃"出山"重建名为华

强北商家协会的新组织;经大家 2002 年 6 月底一次例行聚会上的鼓掌

"一致同意"黄建跃正式成为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华强北;草根民间组

织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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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地为商家服务，我

办拟定近期召开一次小型商家座谈会，主要围绕以下问

题展开讨论:

1.华强北商会的性质、功能定位及与政府之间的

关系。

2. 商家对开展户外宣传活动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3. 商家目前有哪些问题急需政府协助解决。

请参会人员认真准备，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参会单位有: )1顷电、男人世界、女人世界、新大

好、曼哈、创景、万商、铜锣湾)

华强北商业才好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二00二年七月一日①

自 1997 年底到那时，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已经公开活动

了四个半年头，但没有获得合法登记的权利，也元1去获准刻

印民间组织公章。②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虽然没有合法地位，

但其对内对外活动都有较为规范的"文件"和"通知"。在

1997 年底至 2000 年 7 月之间的"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 "诉

苦会" )时期，其公文形式是:各主要商场在署名文件末尾

自家商场名称落款位置上加盖各自公章;这种特殊形式的公

① 编号 GF-370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通知)ì，却U1 年

7 月 l 日。

② 参Jil， {社会倒体印章管理规定)ì，民政部、公安部令第 1 号文， 1993 年 10

月 18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文件阅览中心" http , // 
www.mca.gov.cn/arlical/conlent/WJYL_ MJZZ/2004820113540. html。以及

参见《民办非企业单位印掌管理条例)ì，民政部、公安部令第 20 号文，

2000 年 1 月 19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文件阅览中心" ht-

lp , //www.mca.gov.cn/artical/contenl/WJYL_ MJZZ/2004820113257.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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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式因牵头人是金建东而简称为"金体"公函。"华强北

商家联谊会筹委会"在 2000 年 8 月至 2002 年 6 月期间，公

文文末署名"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并在其上加盖菱形"公

章"，该章刻印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

会"字样，因会长是董关平而简称为"董体"公函。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此"公章"实属私自刻印，因此不是合法

社会团体应该具有的圆形红色章，而是单位内部用的菱形

章;单位内部用章→般用紫色印泥，而单位对外圆形章一般

用红色印泥，华强北草根民间组织的对外用章，形状上采用

了单位内部之菱形形状，而颜色上则采用了对外专用的红色

印泥。为了对内对外开展组织活动，华强北草根民问商会自

己"发明"了两种风格不一的特别公函形式，这是华强北

商人组织活动的象征符号;"金体"与"董体"两种公函的

草拟与对外送达，是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确认自己组织地位

的重要仪式。为了回应华强北管委办的公文《深圳市福田

区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通知} ，黄建跃等人也沿

用了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过去的习惯做法，及时创立了华强

北商家协会的公函格式:在公函结尾处署上组织名称，并加

盖一枚长方形的公章，上面刻写着几个红彤彤的大字"深

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家协会"一一因会长是黄建跃而称为

"黄体"公函。

从华强北管委办提出成立"华强北商会"的要求开始，

华强北进入筹办两种不同性质"商会"的新时空;对于成立

什么样的商会、如何筹办商会等问题，在深圳市福田区产生

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一是华强北私(民)营商人在

筹备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的第三种组织形态一一一华强北商

家协会;二是华强北管委办在筹备的华强北商业街第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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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法的商会 "华强北商会";三是福田区总商会按照预

期目标要组建的第一个区域性跨行业商会一一"华强北商

会"，这个"商会"名称同于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和华强北商业

街管委办筹建的"华强北商会"，但在内涵上有着一定的区

别。商会是商人的自治组织，但商会也是政府治下的社会团

体，因此华强北商业街里的私(民)营商人与华强北管委办

和福田区总商会三方之间，谁也不能忽视其他两方的存在，

要使得华强北商业街这个新兴的社区和谐发展兰方之间必须

小心谨慎地友善相处。

(二) "老板班子"政治参与的主权因素

1. "老板班子"商会的由来

华强北商业街草根民间商会主要是由华强北商业街各大

主要商场的职业经理人组成的，他们是高级白领，是华强北

真正的商人，即所谓的"老总"，而不是食利的资本所有者，

即所谓的"老板"。这是华强北商业街草根民间商会的主要特

点。华强北商业街"老总"与"老板"的权益有着较大的区

别，"老总"着眼于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的联合与

结社，"老板"则着眼于自己商场的定位与发展;"老总"商

人游走于"老板" (即资本所有者)与"官方"之间的狭小

空间，使得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自治活动蒙上了另

一层阴影。

(您是什么时间想到打退堂鼓的?)

反正我下来就是老总了。

〈他跟我说过两次，他说自己的精力都不够，嗯，忙

不过来，能不能换一个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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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本来是个新鲜事，我这么想，但是因为难

度大哩，它需要很多人投入很多精力。但就我们说，商

场都很忙，没有那么多精力。真的没有这个精力。

(那就是两年不到的时间，就感到精疲力竭，对吧7)

怎么说这个哩?你拿人家的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但业余时间我们没有。

(这是一份没有回报的工作。)

没有回报。应该是大家的利益。

(做华强北商家协会都没有为自己的商家办一件什么

事，包括老金当时傲的时候，和后来老董做的时候。我

现在来傲的话，对"顺电"来讲的话，都没有什么

好处。〉

所以说，当时很多人愿意参加，就是说哩，觉得我

老金在做的时候哩，不是为"女人世界"一家做事，是

为大家做事。提出的都是大家的问题。

(业主的态度怎么样呢7)

业主还是支持的。

〈业主也希望华强北旺啊!业主是华强北最大的受

益者。〉

(商场的老板那会怎么看待呢7)

那当然他不会很支持的呀。后来我之所以不做也是

因为老板有意见嘛，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嘛，确实没有

那么多时间。

〈因为对自己的企业没有感觉。〉

因为他没有想到对自己的企业会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老板聘请您是为了给企业带来利益、带来利润的，

如果您过多地投入联谊会，当然了，他从一定角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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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多了，他可能会有意见的。)

是啊。但是你这个民间商会哩，你不投入，你又做

不好。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你不全力你就做不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只能是业余的。我说过我们华强北商家联

谊会只能是业余的，就当时的那种情况，你现在的情况

也是这样。你只能是业余的。你要做民间商会，就要有

一个专职的会长，才有可能。你如果有专职的会长，才

能做出真正的商会。你只能是业余的。之所以还处于这

种状况，这和我们这种组织，本身的基础是相关联的。

(商家老板的积极性方面呢?)

商家老板的积极性有，但也不是很大。应该说不是

很大。因为什么哩，因为我们都没有谈过这些话题，具

体说，商家老板只要能做成，他对其他方面、对政府的

要求并不多。只要他老板的生意做成，他没那么多的要

求。我作为一个商场，我为我的钱，我需要为其他更多

的权利，所以哩，华强北的商家老板没有那么大的

野心。①

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和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预期的商会

"引导规划"反复强调，要短时间内成立"华强北商会"。但

到底如何组建? "引导规划"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在满足必

须派驻一名"联络员"的条件下，华强且商业街党委和华强

北商业街管委办同意福田区总商会的办会提议，即以华强北

① 编号 BJ一15 :采访"女人世界"原总经理、某购物城现任总经理、华强

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黄建跃先生在座时也不时插话"北

京菜馆"北海厅， 2004 年 9 月 29 日晚[笔者问话的内容放在( )之

内;而第三者插话的内容均放在<>之内，下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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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协会为基础，同时深圳市电子商会①的部分会员加入，组

建另一个合法的"华强北商会"。但是，作为华强北商业街党

委书记兼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主任，何国平主张，不能再由

原先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即华强北商家协会)的人出面

担任新的"华强北商会"会员，他的潜在意思是，应该由华

强北商业街各主要商场的"老板"而不是"老总"来组建新

的"华强北商会";②简吉之，这是一个由资本所有者(即

"老板" )联合的新型社会组织，尽管这些资本所有者并不是

真正的民间商人。

2003 年 7 月 3 日，华强北商家协会在"好再来"酒店召

开月度会议，市电子商会会长马秋甫、副秘书长程一木等人

也应邀出席，何国平利用这次各方代表人物与会机会，想、把

华强北商业街的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华强北商家协会"与华

强北商业街里的"官"办社会团体"深圳市电子商会"这两

家必撮合"到一起，"打造"新的"华强北商会"。这两家商

会组织本来就有少数人一身两任，但只限于零星的个人交往，

现在何国平"引导规划"的牵引下开始"聚合"。这次会议

① 笔者注:深圳市电子商会自 200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后，经市经济贸易局和民政局批准，于次年 2 月登记注册。华强北的主

导商业是电子产品，深圳市电子商会主要由原来退休 F来的"国字号"

大企业的负责人创办而成，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华强北。这个介于"官"

与民之间、具有较浓"宵"方色彩的商会，是"官办"行业协会向民间

商会发展的过渡性组织。

② 编号 GF-38: {区商会动态:召开"华强北商会"第一次筹备工作会

议}， 2004 年 3 月 31 日。这条信息称这是"第一次筹备会议"似不妥，

因为 2003 年 8 月 22 日的筹备会议才是第一次。但它确实是何国平"老

板这个班子"式的"华强北商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除 2003

年 8 月 22 日与会的代表外，还增加了华强北最大固有企业"赛格电子市

场"的代表一一一这才是何国平心目中华强北商业衔的"龙头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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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家商会组织交流经验和合作意向。①这次会议上，他们

以"白体"公函形式撰写了"深圳市华强北商家协会致福田

区人民政府感谢信"，②这虽然是以华强北商家协会的名义发

出，但深圳市电子商会主要负责人全程见证它形成的过程，

应该说它也是两家商会组织的共同意思表示。这两家"官"

民各异的商会组织之间原来只有零星的个人式交往，现在何

国平的商会"引导规划"的牵引下，他们的双手"握"到了

一起。一个多月后， 2003 年 8 月 22 日，华强北商会第一次筹

备工作会议在华强北管委办四楼会议室召开，这是一个四方

会谈式的会议。一是华强北管委办，有何国平等人;二是福

田区总商会的代表;三是市电子商会，有程一木等人;四是

华强北商家协会，有黄建跃等人。何国平主持会议，与会人

员就筹备成立华强北商会事宜进行讨论，并同意华强::lt商会

在现有自发组织的商家协会的基础上，以民间商会模式改组

改建，正式依法登记，力图建成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街

商会。③

从 2003 年 8 月"华强北商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到 2004

年 3 月会议之间，福田区总商会与华强北管委办在"华强北

商会"的组织架构上产生了分歧。④福田区总商会还是过去的

意见，坚持以华强北商家协会为基础，以选举方式产生"华

① 编号 GF-53: 黄东和: {商会动态:福 m lR正式授权区总商会主管辖区

工商社闭}， {福回区民营企业)) (第 1 期创刊号)， 2003 年 10 月 27 日。

② 编号 ZZ-38: {华强北商家协会 2003 年七月会议提要}， 2003 年 7 月 3

日。

③ 编号 GF-53: 黄东和 《商会动态:福回区正式授权区总商会主管辖区

工商社 i主I} ， {福田民营企业} (第 1 期创刊号)， 2003 年 10 月 27 日。

④ 编号 GF-38: {fK商会动态:召开"华强北商会"第一次筹备工作会

议}， 200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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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北商会"负责人。但是，华强北管委办提出了一个"老板

班子"的新问题。① 2003 年 8 月第一次筹备会议的会议纪要

第四条关于"华强北商会"会员结构有明确规定，"华强北商

会"会员由华强北商业区内各大市场、商场、物业的企业法

人与社团法人组成，会员单位应在华强北商业街内具备代表

性和影响力;由各会员单位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会员代

表参加商会活动、履行会员权利义务。②简言之，这个未来的

"华强北商会"主要还是由华强北商业街里的私(民)营商

人"老总"担任会员代表。该会议纪要第四条正因为保障了

华强北职业经理人(即商人"老总" )的参与权，才获得了

华强北商家协会的一致同意一一华强北离家协会的绝大部分

成员是华强北主要商场的主要职业经理人即商人"老总"。但

是，何国平偏偏提出了"老板这个班子"的敏感问题，意味

着要甩开现有的华强北商家协会，另起炉灶，组建一个不以

华强北商家协会为基础的"老板"型"华强北商会"。这样

一来，就等于否定了第一次"华强北商会"筹备会议的基本

内容，抽掉了第一次四方妥协会议的合作基础。

他们管委办感觉到，应该把这个规格、档次做得很

高，是一个老板层次都能参与的，而且自发的。但实际

上华强北的老板圈的各自心态不一样，所以目前的状态

下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管委办没有正确地看到这一点，

他们想尝试这一点。但华强北老板之间都很讲究地位、

① 编号 GF-38: US:商会动态:召开"华强北商会"第一次筹备工作会

议)， 2004 年 3 月 31 日。

② 编号 GF-23: 深圳市华强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华强北商会"筹备

工作会议纪要) ，顾敏记录稿， 2003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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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名声的。在华强北，虽然" )1顷电"算是做得最好也

是最大的，但毕竟，你老板不能技压群雄啊!华强北也

不像香港有一个李嘉诚，或者有这么一个大公司，都是

小公司跟着他。所以民间组织有两个概念才有可能，第

一个可能，有一个帮派的"老大"一样，能够技压群雄，

能够任意地平衡各个地方的利益。但这一点，缺陷就在

于我们华强北商业街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

商家之间，是平等的、互利的，这样一个新模式就要产

生了，这个新模式就是我们慢慢走过的，很小心慢慢走

过来的一个模式。他(指何国平)把这个模式打

破了。①

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与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一再强调的华

强北"老板班子"，原来是"老板级"的挑头人物，而非华

强北商家协会的成员。为什么华强北老板成不了"班子"?华

强北商家协会会长秘书谭瑞芳说过，华强北的"水"深着呐，

"老板"们个个都很"低调"，谁也不愿意出面。"老板"不

是华强北真正的商人，他们不仅没有联合的意愿，也没有让

别人了解他们的丝毫兴趣。以至于深圳市甚至是华强北，知

道"仕女之家"商场有"诉苦会" "牵头人"金建东，知道

"藕香塘"商场有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筹委会会长董关平，也知

道 ")1回电"商场有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黄建跃，而不知道这

些商场背后的真正出资人一一"老板"的姓名。

2. 商业资本与商业经理分离的政治效应

程一木担任着华强北另一家有"官"方色移的商会组

① 编号 BJ-1 (1): 2004 年 9 月 21 日，采访黄建跃、林:h11 斌，华强北

"北京菜馆"香山厅。此处引用的内容，是笔者对黄建跃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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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一一一"深圳市电子商会"的秘书长一职，他曾在电子工业

部工作过， 20 世纪 80 年代来到深圳"下海"，放弃政府官员

身份跃入当时中国最"潮"的商诲。作为社会阅历丰富、颇

有文采的儒商，程一木对于华强北商业街早就存在的资本与

经理两相分离的事实，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最早那个华强北商家协会哩，非正式注册的时候，

它完全是一个民营企业的俱乐部。它还不是一个老板们

的俱乐部，应该说经理人的俱乐部。就是说，这支队伍

就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市场的老总都不是老板，

老板有更多的事要干呀。这就是资本的特点了。有钱，

我自己买一块物业，那里租一块物业，或者建一个市场，

请一个人来当总经理。老板必要的时候出个面，平时他

不管的。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其他的商会不是这样，都是由法人代表来参加的。)

像我们深圳市电子商会，一般都是法人代表参加。

它那个实际上还是一个市场之间的协调运作，就是说，

这个市场，总经理，他管这个市场，他说了算，那么他

的老板，说不定跑到上海去了，说不定他还有其他的物

业啊，或者工厂，那么他真正有多少的精力来管这个市

场?很有限的，他们的，当时的这栋楼，我们在座的这

栋楼，底下有个市场，这个老板是个广东人，是个房地

产开发商。老板他自己在哪位呢?他在香梅路有个后花

园，也是他盖的，上面的楼卖出去了嘛，有物业公司在

管嘛，现在的市场的话，又有一个市场公司，请了一个

女的，是个浙江人，请了她这个总经理来管这个事。至

于老板他自己，多少时间才来一趟啊?大不了到楼上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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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聊聊天，走了!他不太管这边市场的，而且他不

懂。所以哩，他才高房地产开发的，以他几个亿的身价，

他只到这里来一看，整个是农民!就是说，他才顾不得

管。你像开个公司大会，他是老板嘛，肯定要请他讲话

嘛，老板他就说，"千万不要请我讲普通话啦一…我讲普

通话你们都听不懂! " 

(是不是与老板他们的素质有关系呢 7)

有可能吧，与他们的素质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个哩，

这些老板啊，要在这些场面上活动哩，很少见;职业经

理只能打工。这些老板当初也是从底下起来的呀，由于

各种因素，他积累了资本，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老

板他可能个人素质很不怎么样，如果说在那个"赛格"

市场里面，"赛格"电子市场里面，培养了无数个亿万富

翁一一百万富翁是最小的了，随便找个就是百万富翁!

嗯，但是他们很多人是怎么起家的?我对你讲，有些老

板，当年从潮州、香港，洗了脚，上田，脱了袜子，穿

着拖鞋，在"赛格"电子市场里面，骑个破单车，给人

家送货，有时候身上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骑个羊车，

拖着拖鞋，后面夹个纸箱子，给人家送货，就在"赛格"

市场送，送了十几年，现在成了上亿身家的老板。就有

这样的啊，小学文化，甚至小学都没毕业!我刚来的时

候，我这个人，观念可能跟不上他们，我刚刚从北京来

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市场很小一一那个时候大楼没

盖嘛。

(您是否感觉到了这种落差呢 7)

我?我当然有点失落。但说实话，时间长了，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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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过来了。我常常想，人不都是这样嘛。①

因此，华强北商业街里的"老板"与"老总"在华强北

草根民间商会的问题上，实质上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

也就是说，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业的资本所有者，并

不关心商人民间结社的事情，真正参与华强北商业街社会活

动的是从事商业生产与管理的商人们。而何国平坚持主张由

并不出面经营的"老板"来组阁华强北商会，一方面，私

(民)营企业的"老板"并不领情买账一一他们拒绝出面参

与地方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黄建跃等华强北草根

民间商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一一他们是华强北商业街地地道

道的经商人士，都普遍地抑制"老板班子"这个不切实际的

想法。

(2004 年初华强北商会改组会议时，是不是华强北

商业街管委办有这种倾向:需要"老板班子"来领头 7)

< [注:黄建跃，下同]嗯，那次会议老金没有参力加口，

我记得叹，"吁告铜同锣 i湾考，"，，"紫荆城"气，\， "万商，\还有我代表

"顺电

因为区里面年初的时候哩，搞了一个商会的全面计划。

就今年哩，福田区成立总商会，总商会成立以后哩，它

的初期目标，就是在我们的福田区，要成立两个民间商

会。政府说得很清楚，啊，成立民办的商会。但这个民

间商会不是说国有企业不用参与，而是捆在一起的，但

是一定要是自主的民间商会，不是政府包办的。政府要

① 编号 BJ-56 :采访深圳l 电子商会秘书长程，木，深圳市电子商会会议

室， 2004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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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这种"桥"的作用，把它"搭"起来。一个华强

北商会，还有一个是天安数码域的民问商会。那边的商

会哩，因为大家意见都不同，政府做了一个调研，调研

了以后哩，就考虑怎么做，是在我们华强北商家协会的

基础上来做叹?还是另外重新起来，由政府组织"班

子"来做?就是"老板班子"来傲。那么最终哩，何国

子的意思哩，妥么不傲，要做就做全国有真正威望的，

反正就是搞得很高的概念，他说哩他来出面，那么，商

会来伪、助。结果区委区政府哩也同意他的方案。何国乎

他来跟我商量了，我说，那你跟我商量哩，有两个意见。

第一个意见哩，我说我华强北商家协会这里协助你，这

样做我没意见。如果你认为华强北商家协会对你的工作

有干扰的话哩，我这里口里就少活动。或者是我这里慢慢

地走。这件事老金不知道，我后来就停了很长时间，协

会的工作和联谊会的工作。为什么会停?因为我会想，

在他们的这种"旋涡"里面，因为他们那里在弄"华强

北商会"哩，这里又有一个组织"华强北商家协会" !当

时，有一两个单位对我说，黄总，让他们去弄，他们组

织他们的，我们组织我们的!我们同样也是组织，我们

是白发的!我说如采这样的话，真是麻烦了，因为政府

办一个"华强北商会"，我这里又弄一个"华强北商家协

会" !我就说，你政府办这个会，我可以正常地参加，跟

商家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哩，他何国平啊，后来再来讨

论一个方案，征求了意见，一个我的意见，第二个就是

深圳市电子商会的会长，这个会长的意见，还有他们两

个秘书长的意见。市电子商会哩，是半官方性质的。因

为会长原来是固有大企业"赛格"的董事长，都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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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样文章。他们的意见哩就是，由我这里哩出任第一任

会长，就把它过渡一下，但这样一个"华强北商会"叹，

一定要很庞大的，有各种层面参加的，有这么样老板层

的概念。我说，这样的话，我不能胜任。那你们自己组

织吧。我说你们自己先讨论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私下

里跟何国平提出两个建议。我说你们看着办，我自己根

据我在华强北的经验来说，你们看着哩，我们现在哩是

白发的，你这样来操办的话哩，也不解决问题。因为老

板层的这样一个商会班子，有人员的斗争，跟他们自我

的矛盾，他们根本不能协调。他何国乎不相信，那么接

着就开了那么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哩，召集的哩，全部

是老板来参会。他发出通知的时候，大概你们[指仁

总]这边的老板叫你去， [但他们]一定叫你们老

板去。〉

他[注:指金建东所在商场的老板]没来。

〈包括"紫荆域"的老板，"紫荆城"老板没来;包

括"万商"的老板，"万商"老板没来，后来小林[注:

指林灿斌，"万商"商城的总经理]来了;包括我这里来

的话哩，我的老板问我哩，对他们说，黄建跃不去，我

是不去的。何国平说，黄总你不支持?你的老板我不管

他，你也要来!一定叫我去。那么，有一个老板哩，那

天来了，坐下来哩，他一看情况不对，去的没几个人

(注:指老板) ，也不来了，就派了一个副手过来了，再

叫也不来了。他何国平问了老半天哩，没有老板来。就

这样子的会就这样的开了。〉

(您参加了 7)

〈我参加了，参加了的话哩，最后他全部叫管理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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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电子商会也参加者了，但是会长也没来，也叫了一

个秘书长来。唤，叫了两个秘书长来。区总商会的黄东

和参加了，他来之前哩，这个指导性的提纲哩，是他拟

的，他拟的提纲。因为这个局面哩，何国平明显地就感

觉到，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但是他不死心，那

次会议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有几种意见，大家都不统一，

一个要这样的，一个要那样的。〉①

这样，"老板班子"的设想终于破灭了;其实，华强北商

业街始终也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老板班子"商会组织。华强

北商业街是一个自发生成的、以私(民)营商业企业为主的

新兴经济区域。一方面，无人事档案、元组织关系、无主管

单位的商业移民是一个自由经营商业的广大群体，他们为着

自身利益而合群结社，产生了近乎政治共同体的草根民间商

会一一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华强北商家协会。另一方面，华强

北的商业资本与商业管理，呈现高度分离的现代经济特点:

华强北商业资本所有者是完全的食利者，并不直接参与商业

生产与商业管理，而华强北商业经营管理人员则是直接主管

商业经营的"商人"阶层。正因这样的特殊环境与社会背景，

传统理念中的"老板班子"，也就是商业资本所有者建构的政

治共同体，在华强~t并没有出现。何国平等人认为，社会团

体应该像固有官办的各种协会与联合会一样，要由资本所有

① 编号 BJ-15: 采访"女人世界"版总经理、某购物城现任总经理、华强

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黄建跃先生在座时也不时插话"北

京菜馆"北海厅， 2004 年 9 月 29 日晚[注:笔者问话的内容均放在( ) 

之内;而第三者插话的内容，如黄建跃插话的内容等，均放在()之

内，题前加注说明插话者姓名。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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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一"老板"来参与，并认为这样才能打造全国最大的

"民间商会"。其结果是既无法建构"老板班子"，而已经运

行的、代表着一定程度的人民主权的华强北商人自治组织，

也元法得到履行着国家主权的地方党委政府的政治认同。

这种国家与社会双方在民间自治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等

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下转型社会中，人民主

权与国家主权的法理关系出现张力甚至受到扭曲。正因为这

样，有必要进一步挖掘"老板班子"的深层政治含义，并从

中国特色的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结构性互动关系的角度，作

出深刻的法理分析。

二 华强北商业筒里的"主权"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最高立法权象征的国家主权，

可以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而且其间的互控关系是为了防止其

中一个主权组成部分垄断国家主权，进而走向权力高度集中

的专权独断的危险区域。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探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何以可能成为国家主权的一个方面，并与另一国家主权的实

体象征(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共同构成中国完整的国家主

权。这一政治架构，对于深入了解华强北草根民间自治组织

的"政治嵌入"，以及国家主权在华强北商业街的实现与体

现，即华强北党务体系与政务体系"政治安排"民间社会的

政治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作用。

(一)政党国家主权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后，如何实施无产阶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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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这方面的理论设想，特别

是对于立法权→一国家主权的主要表现与实现途径作出过预

测。恩格斯在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就写

道"有→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

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①人民代议

制机关即人民把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并加以实现的制度安排，

从主权的意义说，就是人民主权向国家主权转换的场所一一

代议制机关能否真正表达与实现人民意志则另当别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执政权之

后的国家主权建设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立法方面。

"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

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

东西。"②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缺乏夺取国家政权并掌握国家

主权的执政经验，因此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对于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国家主权特征作出详细分析，对于工人阶级上升为

"统治阶级"之后的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没

有直截了当的论述。

1.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国家主权的尝试

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性质的政权当属 1871 年建立起来

的巴黎公社，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元产

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巴黎公社革命深受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思想影响，公社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尤其是社会经

济措施都与"国际"的原则相符合，而且国民自卫军中央委

员会的 40 名成员中半数以上是"第一国际"成员，当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 ，人民出版社， 1965 ，第 27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6 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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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名公社委员中有 36 名"第一国际"成员。但是，它毕竟

还是法国无产阶级自发进行的一场革命，"第一国际"并没有

以任何行动直接促使公社诞生一一实质上它是一个工人阶级

的自治性政治共同体。有学者对巴黎公社的文献进行考察证

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

义务的自治体。它在法国干脆称作公社一-Commune，共产

主义这个名词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两字，也沿袭了这

个传统名词。"①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了巴黎公社

以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主权内涵。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

经验时指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

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

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 4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

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

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②这种共和

国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权形式，因为"他们的共和国

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

点! "③因此"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

治形式。"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主权从而上

升为"统治阶级"的理论推测，源于尚未有国家政权经验的

巴黎公社一一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国

家政权来对待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政制中的巴黎公社原

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尽管没有涉及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

① 顾准: {顾准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3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0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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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党国家主权因素。巴黎公社原则至多涉及了立法性质上

的国家主权与行政司法军事等方面的国家行政权力等方面的

政制萌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此为例对未来的工人阶级

实施政治统治的新型国家政治制度作出了若干原则性推论，

其中论述最多的是这个新型政权的民主色彩一一实际上突出

了工人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成分即其道德力量与政治合法性。

马克思指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①

这种人民当家作主式的民主政治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

人类描绘的政治文明。这种民主政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

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

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人民当家作

主式的民主政治中，对于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的监督仍

依赖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一抽象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形式。

"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

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 ，这些市政委员对选

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

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③正因为巴黎公社的政权运行范围是

在并不大的几个区内进行一←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古代希腊城

邦国家的近代再版;它的民主模式基本上也借鉴了古代希腊

的混合制民主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民大会式的人民

主权直接转化为国家立法权再卒国家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等。

这种古代早期人类政治生活的经验，虽然产生了斯科特·戈

登所谓的权力对抗运行模式的雏形，但它还是更多地保持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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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政治文明的传统一一一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功能具体表

现在它能够集立法与行政司法军事于一体。对于近代再版的

以民主政治为其最佳取向的古代希腊政治运行模式，巴黎公

社当然"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

的工作机关"。①这一重要的巴黎公社原则，连同规定公社官

员与民间薪同酬，以及时刻受到工人群众监督甚至罢免等其

他原则，实际上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决反对资产

阶级所谓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大力崇尚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当

家作主的工人阶级新型专政等民主原则的真实体现。

巴黎公社事件作为自发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建立人类民主政制的热情。

马克思、恩格斯 3 月 19 日获悉巴黎爆发起义，就满腔热情地

赞扬巴黎无产者的民主革命创举一一"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

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②在公社革命整个过程中，国际总委

员会举行会议多达七次以上，主要讨论公社问题;马克思还

与担任公社委员之职同时又是国际成员的弗兰克尔·莱奥、

瓦尔兰建立了通信联系;等等。巴黎公社原则凸显的是工人

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的民主政治意义，它仅仅存在 72

天，且又处于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的战争期间，因此，在和平

条件下如何确保 81 名公社委员组成的集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

权力于一身的民主政制得以和谐公正地运行?公社委员会与

40 名成员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又是如何对国家权力

进行适度分权与制衡的?人民群众之"众意"如何公开正当

地转化为"公意"以制约监督可能将国家权力化的公社委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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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这一系列问题均涉及国家

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自身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关系。

一个巴黎公社社员后来反思"我曾投票同意把各区的行政交

给公社委员管理……我当时出于一种担心，觉得很难临时找

到合适的行政官员，他们应该既能干又不试图另建一个区政

权来与公社政权分庭抗礼……那样可能会造成冲突……通过

实践我发现这项措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支配绝大多数公

社委员的集权思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思想使他们

以为自己不但无限忠诚，而且有无穷的精力;为了把一切做

好，应该一切都由公社包办。"①

但是，事后反思毕竟代替不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安排，因

此，如果要求设计一套科学完善的薪型政制并在短短几十天

内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显然是极其不合情理的;同样，

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巴黎公社中总结概括出"十月革

命"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民主权一国家

主权一国家权力一公民自然法权等关涉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运

行机制的艰难课题，也是极其不合理智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巴黎公社以降，所有工人阶级地位上

升的新型国家政权，元不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所推崇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模式的民主政治，高高举起

了"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旗帜，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所泰行的圭泉。同时，自"十月革命"以降，工人阶级地

位上升的历史成果均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取得

的一一这一点有别于巴黎公社，因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

①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1 ，第 18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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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特征与国家主权特征，又以另一域独特而坚定的主

权成分融会贯通于新型国家的民主政治全过程。整个政治文

明运行机制，由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成分存在而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特别是，自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始，

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始践行这一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

不过，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是:民主，这是多数人决策

与行事的政治生态一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被打扮成人民主

权的现世化身，但多数人的决策与行事往往并不能得到最为

正确正当的结果，因为从"众意" }\:U "公意"需要一个长时

间的过滤与提炼-一一即使这个过滤与提炼的时间短到可以忽

略不计，从保护少数人的法治原则出发，也必须对多数人决

策与行事的政权实行有效的分权与制衡一一否则它就会走向

反面。

2. 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主权的载体

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社会实践中，第一个把人民主权

与国家主权联结起来的政权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兴起的

苏维埃。苏维埃一一集人民主权特征与国家主权甚至国家行

政权力特征于一身的政权组织形式一一在俄国兴起的历史，

以及它对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建构的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运行机制，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前，苏维埃是工人白发组织起来的自

治形式，它最初出现于 1905 年革命的过程中，它在政治立场

上基本是中性的一一"苏维埃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臆造的"①。

苏维埃在 1905 年时主要表现为工人自治组织，而在 1917 年 2

①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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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革命时则表现为工人与士:兵的自治组织，即首先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样一个广泛代表着人民群众

"众意"的自治组织当然具有明显的人民主权特征一一在当时

即政治道德与政治合法性的鲜明象征;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

社会革命党都以争取苏维埃多数席位的方式来实现政治领

导。①当时俄国政坛上呈现多党并存的态势，在苏维埃内部除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有左派社会革命

党;在苏维埃之外，还存在名义上掌握着国家主权的"临时

政府"，即呈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②

俄国各种政治势力都力图渗透、参与并掌握苏维埃这种

新兴自治组织，以此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那也就顺理成

章了。当时俄国几个政党一一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

命党一一在苏维埃内部都有公开的活动。实际上，俄国两派

社会民主党人在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一一工人代表苏维

埃一一一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意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

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在

① 〔美〕约翰·里德: {震撼世界的十天> ，郭圣铭译，东方出版社， 2005 , 

第 5 -6 页。左派社会革命党是当时俄国多达五个以上政党(各色各样

的君主派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t

党、社会革命党等)中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分支。社会革命党简称为"爱

沙尔"开始它是一个农民的革命政党咱 1917 年时演姿为一个知识分子

占多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原先的"爱沙尔"就被进步团体称为"右派

社会革命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孟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并

旦与孟什维克一起行动。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理论上赞成布尔什维克

工人阶级专政的政纲，并继续留在苏维埃政府里面，担任一些部长的职

务。他们曾经有好几次退出政府，可是后来又闲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

是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农民的大党。它主张毫无补偿地没收大地产，交给

农民自己支配。

② 《列宁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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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两派社会民主党人在苏维埃实际问题上的态度

是一致的，而非革命前的互相争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之初，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也确曾有过一段较愉快

的合作，以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一度建议两党合作。

工人阶级自治组织具有人民群众之"众意"的特

它当时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人民主权的重要特征。因此，列

宁认为"那时社会党人就已经懂得，随着这些苏维埃的建

立，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正在形成。

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

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制形式。"①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领袖，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并把"主

权在民"的人民主权原则不仅运用到俄共(布)党内，创立

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且不失时机地力争把苏维埃组

织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人民主权的重要载体一一这

一载体与当时立宪党人的立宪会议之政制是针锋相对的。列

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立宪派所谓民主政治的虚假性，相反他

非常看重苏维埃在人民主权方面也即人民民主方面的重要特

征，认为苏维埃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为人民群众争取人类

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换言之，苏维埃政体中人民能够

真正"当家作主"。"革命一开始(即从 1917 年 4 月起) ，我

们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说过，苏维埃是一种比立宪会议高得多、

完善得多、适宜得多的民主形式"，②"这种民主制比旧民主

制高得无法比拟"，③因为苏维埃"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

①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42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98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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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

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

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

大进步。"①立法的职能就是国家主权的表现，而执法的职能

则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表现;苏维埃的这种政治功能表明，它

能够将国家主权/国家行政权力等与社会权科再次高度重合起

来。很显然，俄共(布)已经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找到了自己

联结人民主权的直接工具…一一它就是苏维埃代表会议，其后，

这一人民主权的实践士，其也随着国际主义运动延伸到更大范

围的时空。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即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

早年曾提出建立苏维埃的政治纲领。苏维埃理念在中共争取

人民民主的早期斗争中得到了体现，这与苏维埃在它的发源

地俄国的自发自治等特点是大为不同的。尽管苏维埃形式在

中国与俄国不同，但两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把它视为政治

道德与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即视为人民主权的直接

体现。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宣称"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

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

己政策的主要目的。"②十年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任主

席毛泽东这样评价苏维埃"主权在民"的民主价值"苏维埃

实现了世界上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他是为广大民众直接参加

的，他给予广大民众一切民主的权利，他对民众绝对不使用

①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97 页。

② 刘良: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党的文献> 2001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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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绝不需要使用任何强力。"①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公

开宣告了这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于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特

征"中国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

众的"②，"在苏维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

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皆为苏维埃

共和国公民。" "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③苏维埃的人

民民主性质是通过最广泛的人民选举得到体现的。苏维埃选

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极大地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

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许多都积极起来了 j 1932 年两

次选举，与 1933 年下半年的选举，许多地方有 80% 以上的选

民参与，有些地方仅害病的、生育的以及担任警戒的人不曾

参加选举会。④

苏维埃具有人民主权特征，它不能也不应该处于任何政

党管辖之下，因此，"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

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③这样，

由苏维埃组织转化为政权组织一一一一国之内最高立法机构的

国家主权一一是再合适不过的。列宁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310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7 册) ，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第 772 -773 页。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六大以来) (上) ，人民出版社，

1980 ，第 170~172 页。

④ 四利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述论)， <<四川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4 期。

⑤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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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苏维埃具备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双重特征。 ]905 年苏维

埃一经出现，它本身就迅速演化为一国之内最高政治权威即

国家主权。列宁指出"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

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①并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俄

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

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

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

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

革命党曾共同执掌苏维埃，我们由此看到，国家主权一分为

二的分权制衡状态再次出现在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中。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即俄共(布)所享有的政治领导

权，另-方面则是苏维埃代表会议一一而且这两个国家主权

由于苏维埃的多党制出现了分权制衡的现象。这里，我们并

没有看到巴黎公社所谓"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制度是政党政治，国家主权本身的分

立性无法使"议"与"行"完全重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如要实践自身政治领导权，即彰显其内在的政

党国家主权特征，它必须按照政党政治运行的特点，通过议

会斗争的方式取得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从而实现对苏维埃

的领导权。那么，俄共(布)是怎样达到这个政治目的的呢?

列宁制定的原则就是"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

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掌握政权的原则"③;

① 《列宁全集} (第 1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57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33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71 页。

357 



广一一…丁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七………i

"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

里，元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

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

尔什维克党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

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

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

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卡姆柯夫、

斯皮罗、卡列林间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建议他们参加新政

府。我们极为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们拒绝了这个建

议，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

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

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人民负有义务组织

政府 O"①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多党制国家通行的党团制

度，即俄共(布)明确要求参加苏维埃的俄共(布)党员都

必须组成党组(党团) ，他们直接从属于各级党的机关;党团

在苏维埃内的所有活动 均有义务对有非党人士参加的苏维

埃机关所要研究的问题事先作出商讨和决定。正如斯大林所

说"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一切决议，不反对这些决议，可是作为党员，我们可以独

立行动。我们不怀疑苏维埃的存在并不取消各个政党的独立

存在。"②

多党制条件下，执政党所享有的国家主权与代议制机构

所享有的国家主权并没有重合起来，在相当程度上这两种国

① 《列宁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355 页。

② 《斯大林全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55. 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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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权还处于分权制衡的状态，因此俄共(布)的党团制度

是完全必要且是充分有效的，它确保了民主政治能够在分权

制衡的政制框架下良性运行。列宁还曾对苏维埃政制框架下

的俄国政党政治作过设想，以期通过和平的竞选制度实现多

党制条件下的政权过渡。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

此，政府出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

元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

改选，就可以实现"。①由于俄共(布)与当时的左派社会革

命党人都积极争取工人、士兵加入苏维埃体系中来，享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两党都标榜自己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一

即享有人民主权的特征，因此两党的和平竞选都可以确保人

民主权授权下的国家主权良性运行。这样的话，列宁预期:

"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

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

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②

时隔不久，围绕着立宪会议还是苏维埃制度的国家政制

问题，苏维埃内部的这种党派联盟格局出现了裂痕并最终瓦

解一一原因在于左派社会革命党试图以立宪会议制度取代苏

维埃政制。列宁从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性质的苏维

埃立场出发，主张"不要谋求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妥协，因

为我们看到并且体验到他们是靠不住的" n@ 随后，东派社会

革命党完全退出苏维埃，这样，就不再有分掌政权的其他政

党参加苏维埃一一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夺取

① 《列宁3':集)) (第 3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67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3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7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35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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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并保持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中小资产阶级等所谓

"同路人"参加。①

苏维埃不再是两党甚至多党共存、竞争与制衡的国家机

构，从此变成了由清一色布尔什维克党一党独撑的政权机

构 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主权特征与苏维埃的国家主权基

本重合，甚至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主权特征还以某种方式遮

蔽了苏维埃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功能。过去适应苏维埃内多

党制的党团制度不仅没有进行相应改革与完善，相反还从巩

固政权角度得到了强化与巩固;这一做法为俄共(布)八大

和第八次代表会议正式肯定:党组成员的活动是不能代表本

人意志的，他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党组通过并由相应党委批

准的决定再交由苏维埃机关批准。这时， f我共(布)己牢牢

地掌控了苏维埃，原先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国家主权因

素，已经逐步地不加区别地"统一"了起来。

3. 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主权的突变

俄共(布)八大和第八次代表会议之后，苏维埃政制发

生重大变革，产生了两个重大政治影响。

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俄共(布)执政党的国家主权政治

功能取代了苏维埃国家主权的政治功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俄共(布) ，既具有人民主权的特征，又具有国家主权的

倾向性和可能性;与此同时，苏维埃原先由布尔什维克和左

派社会革命党两党共同执掌政权，苏维埃代表会议本身就是

新政权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当然是国家主权的主要实体所在。

国家主权一开始就分成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苏维埃两种形

态，但俄共(布)八大和第八次代表会议之后，这种政治格

① 参见《列宁全集} (第 35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32 -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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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复存在。俄共(布)通过严格的党团制度，不仅从内部

实现了党的高度统一，而且从外部也实现了苏维埃的高度

统一。

1920 年 4 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

病吵 4文中指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

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①这样，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苏维埃这两种不同国家主权特征的政治

机构就走向了融合，因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

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

也是这样"。②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 "中央委

员会责成全体党员把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无条件地

事先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讨论"。③俄共

(布)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对于执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曾有过详细的论证，但对于其

国家主权特征没有给出具体答案;特别没有从理论上对于人

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区分、国家主权本身的可分性与人民主

权的不可分性等给出具体答案。世界上工人阶级第一次上升

为"统治阶级"的执政经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巴

黎公社的经验，第一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是俄共(布) ;无论是巴黎公社经验还是俄共(布)的早

期执政，它们对于自身具有的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两大特征

的认识，既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可供指导，也没有实践上

的丰富经验可供借鉴。

①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27 jj~ 0 

② 《列宁全集> (第 4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11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47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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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苏维埃政制与立宪

会议制度分道扬镰后，社会革命党退出了苏维埃，俄共(布)

成功地把苏维埃"改造"成为自己实施政治统治的直接工具。

这一政体重大变革的有利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以

此为基点，迅速有效地巩固自己获得的国家主权，甚至可以

执政党具备的国家主权意志，直接融通苏维埃的国家主权意

志。但是，毋庸讳言，这一政改也留下严重弊端: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的国家主权与苏维埃的国家主权失去了分权制衡的

政治功能，在社会实践中如有不慎，则往往会造成"党"与

"国"不分甚至"党"在"国"之上等高度集权政治弊端。

这种国家主权不加区分、不加以分割制衡的政制，直接后果

就是损害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人民主权特征，因为她容易

变得有些"官僚"化了，容易产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倾向。

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rr卜

bourg) 坦陈，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病甚至危

险，并与列宁进行过多次信函讨论"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随

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

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

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

独断专行的因素。"①在公开刊物《新生活报》上，著名作家

高尔基也对苏维埃很快被"党化"的政治现象提出严肃批评:

"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事实上已变成了‘全部权力归

少数几个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已在失去其功能，它的作用

在消失"，"苏维埃共和国?空话!它实质上是寡头制共和国，

① (德〕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 ，陈恕林等译，商务印书

馆， 1980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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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民委员会的共和国。"①这种"寡头制"的政制不仅在

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布尔什维克党对于苏维

埃的全面掌控，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表现为一种逆向

的权力运作:从法理上来看，应该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

处向中央全会负责而中央全会向代表大会负责的法定程序，

事实上已变成了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领导中央全会并

由中央全会主导代表大会运行的逆向运作。

列宁把这种权力"逆向运作"的非正常现象斥之为"最

地道的‘寡头政治， "②。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作为国

家主权的执政党自身没有分权制衡的理论设计与经验总结，

在实际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金字塔"形的权力单向度运

行倾向;二是由执政党俄共(布)和苏维埃等两种政治权威

共同构成的国家主权，现在变成了由俄共(布)一党力量控

制的国家主权，俄共(布)与苏维埃已经合二为一，权力高

度集中。列宁坦诚地作出自我批评"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

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

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转动了。"③

列宁试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划分俄共(布)及其党中央

与苏维埃这两个共同执掌国家主权者的不同政治职能。这些

举措表明，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最初时期，

列宁始终坚持了俄共(布)的人民主权特征，对于俄共

(布)一-执政党即最高政治领导权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以及

( Oska , Anweiler , The Soviets: The Russiαn \Vorkers , Peαsants αnd Soldiers 

Councils , 1905 - 1921 , New York , 1974 , pp.206 - 207 转引自蒲国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 年第 5 期。

②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27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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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一一最高国家立法权力机构(即另一国家主权)二者

之间的法理关系，在实践探索中否决了"党" "国"不分甚

至"党"在"国"上等不合政治道德也不合政治合法性的政

制模式。

然而，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在斯大林时期并没有忠实地

得到贯彻执行，更没有沿着列宁试图分立制衡"党"与

"国"等两种国家主权的另一种探索性路径发展下去;相反，

原先"合并同类项"式的政制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甚至

达到"合二为一"的顶峰阶段。斯大林声称"在无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

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一一

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①他把这种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享有的国家主权之政治功能发展成为无

所不能，甚至可以超越苏维埃所享有的国家主权，并由此推

演出"党专政"的潜在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元产

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

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 "。②尽管斯大林想把元产

阶级专政与"党专政"加以区别，但他把党的领导作用公然

看做是专政一一政治统治的直接形式，就完全忽视了苏维埃

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法定主权实体之事实。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俄共(布)执政党的国家主权政治

功能取代了苏维埃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国家主权政治功能，

进而取代了其他国家权力甚至社会权利的政治功能。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在一国之内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具备政治领导

① 《斯大林全集} (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第 36 页。

② 《斯大林全集} (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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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核心地位，理所当然享有国家主权的政治地位并发挥

与之相应的政治作用。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主权地位，

不仅不能代替苏维埃作为一国之内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

法定国家主权地位，同时也不能代替苏维埃政权机器作为国

家权力行使机构的全部职能，更不能代替其他社会组织结社

自治的社会权利。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

社会权利加以区分。国家主权是指一国之内最高的具有立法

裁定权等政治权威之实体，可分为教权、党权与国权等多种

实现方式和承受载体，它的特点在于掌握着最高立法权威。

而国家行政权力主要指行使国家主权的全部权力职能部门，

包括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等，即"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力

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①"国家权力就是

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

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

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②而社会权利主要是指公民的

人权，和公民基于人权而延伸出来的结社自治等权利，两者

构成主权在民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

社会权利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第一，国家主权载体

是一国之内最高立法权威等政治权威实体，可以是国家权力

机构，如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的全同性代表大会，也可以是实

际上控制了国家最高立法政治权威的教权机构和执政党机构;

国家权力只是一种公共权力，并不是一种实体，只有国家主

① 李景1m: {权力政治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第 35 页。

② 〔英〕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4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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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通过某种方式(现代国家均采取法律制度形式特别是宪法

形式)把国家权力分解后授予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

关，才产生了国家权力机构，其中立法机构是国家最高权力

机关，但立法机构并不等于国家最高权威。同时，国家主权

是人民主权的衍生物，是主权在民的授权对象，其根本目的

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公民基于人权而享有的结社自治

权利等，以此确保主权在民的法理精神得以贯彻实施。第二，

全国性的代议制机构连接了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社会

权利，使国家主权的授权渠道得以畅通，因此这个代议制机

构一方面象征着国家主权所在，另一方面又通过立法程序把

国家主权转化为不同的国家行政权力，并以确立权力机构的

方式具体规定不同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在履行国家行政权力时

的职能与责任。第三，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政治权力的其他

实体，如教权机构或执政党机构，也可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以某种符合本国民族习惯和时代特点的方式，

单独或通过与全国性代议制机构"联姻"等方式来确立国家

主权的具体内容与实施途径，并力图使其间关系保持平衡与

统一。第四，无论国家主权的表现形态是代议制民主形式，

还是由教权、党权等其他权力机构共执牛耳，其本质要求在

于表达与实现主权在民的社会价值，在于全面合理地实现公

民人权与公民结社自治等社会权利。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制发生重大变革，除了

俄共(布)在执政初期产生了逐步取代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治

功能的倾向之外，它还产生了代替苏维埃代表大会、人民委

员会和其他司法机关等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功能的另一倾向。

这当然都是俄共(布)一一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在探索把人民主权直接转化为国家主权这一新型政治制度方

366 



广一--l

第六章 "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的主权路径
L一_.J

面的最初试验。

列宁开始认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

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

题。"①斯大林甚至主张，苏维埃的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包括

任何权力机关在内， "任何一个重要决议都非有党的指示不

可"。②以至于到了列宁晚期，列宁发现， "甚至最琐碎、最

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

问题都经常提交中央全会。但是，把问题分成琐碎的和原则

的，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基础。同时，也不能说

中央委员会把琐碎事务都堆在别的机构头上。目前，我们还

不能改变宪法，还在自主地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有些问题

上取得了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那在我们现

有机构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即使中央委员会成了一

个监督机关。"③这种情况导致的最终结果是， "在我们党同

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

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耍

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

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

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③

如果说苏维埃政制变革的第一种影响在于俄共(布)执政党

的国家主权政治权威取代了苏维埃的国家主权政治权威，国

家主权从分权制衡的既定框架演变成为俄共(布)执政党统

一独占的体制，那么，它的第二种影响还在于，俄共(布)

①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2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 (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54 ，第 38 页。

③ 《列宁全集} (第 40 卷)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164 页。

④ 《列宁全集} (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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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最高政治权威即国家主权功能，已经越过了国家权

力和社会权利的边界线，直接以最高政治权威取代了分为立

法、行政与司法的诸种国家权力，以及取代了公民个人权利

与公民自由结社等社会权利，并把这一叨都统一到了俄共

(布)执政党的最高政治功能之下。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政制

变革超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全面而直接地渗透到了全社

会的各个角落，迫使公民社会权利必须通过国家主权的制度

内框架才能有效地实现。

俄共(布)实现以上政治功能的政治载体，既有党团这

种政治组织形式，又有以任命制取代了选任制的这种人事制

度体系。

本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俄共(布) ，之所以具有鲜

明的人民主权特征，即在于她坚持和提倡普选权，并在普选

权的基础上实行选任制。巴黎公社时，已经确立了人民选举

的人民主权原则"只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

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

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①同

时规定"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②这种国家主

权源于人民主权的法理原则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

度评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设想把巴黎公社中

沿用的人民主权原则直接运用到国家主权的运行机制中"工

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

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

① 《巴黎公社公告集> ，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第 53 -

54 页。

②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 (第 I 卷) ，商务印书馆， 1961 ，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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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

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 (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

时可以撤换; (2) 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 (3) 立刻转到

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

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①列宁还

特别指出，选举制度是在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下得以

贯彻与执行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是执行并完成选举政治任务

的唯一机构"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

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

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

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

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

使得多。"②但是，随着俄共(布)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甚至是

政治局的领导权力，逐步替代了苏维埃的国家主权特别是国

家行政权力等政治权威之后，选举制也逐步为任命制所取代。

俄共(布)九大决议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

的职务实行任命，这在原则上是必要的。"③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年轻的俄共

(布)执政党面临着内外巨大压力，为了有效组织力量应对内

忧外患，列宁也赞同实行由俄共(布)主导的任命制。他指

出"各级苏维埃对人民委员会委派的所有特命的和其他性质

的委员给予元条件的支持，上述委员的命令各地方和各区域

① 《列宁全集} (第 3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105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36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84 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 2 分 JFl) , 

人民出版社， 1955 ，第 41 页。

369 



广一一寸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J 

苏维埃必须执行。"①这种持有人民委员会任命书的人员均是

俄共(布)未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而任命的行使各类国家

行政权力的官员。这些任命制所产生的官员，虽然未经当地

人民选举的法定程序，似乎并没有相应的人民主权特征，但

是，由于俄共(布)执政党以其具有的总体性人民主权特征

和其独一无二的国家主权等政治地位，也就毫不费力地越过

了享有国家主权法定地位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从而可以轻易

操控全部国家权力机器，和其他各类社会权利。

我们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

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替代国家权力机器和掌控社会权利，作出

过任何合理的预测;他们虽然曾对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

政制表示过赞赏，但那只是对于国家权力内部的权力运行机

制的认同;其主要目的当然是避免旧式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没

有代表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主要保障

公民权利，从而确保人民主权原则得以实现。俄共(布)后

来发展到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主权政治统治权威替代

苏维埃最高立法机构的国家主权政治权威，这只是在当代特

殊条件下的一种暂时选择，而非经过实践检验后得到确认的、

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法理原则。

伯特兰·罗素曾指出，俄共(布)实行的政制与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人民主权原则有不相一致之处"马克

思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一样，也主张民主、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以及自由党所使用的别的政治工具。但当苏维埃政

府夺到权力的时候，它却恢复了天主教会极盛时的教义，那

就是:传播真理是当权者的职责，既用正面教育的方法也用

① 《列宁全集> (第 34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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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一切与之竞争的教义的方法。这当然就要建立 4个不民

的独裁政权，靠红军维持其稳定。"①与时同时，列宁也认

识到这种政制变革并不利于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践，他试图在

其晚年对其加以纠正一一尽管他没有充分的时间加以充分实

践。他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

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

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

是琐碎的干预"②

列宁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政制，即理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苏维埃代表会议和社

会权利等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这在本质上就是重新建构人

民主权 国家主权一国家权力一公民社会权利之间特有的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但是，这一尝试因其过早地逝世

而没有机会继续。列宁曾感慨"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

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己，五年来已

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

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

的头脑。"③到了斯大林主义盛行时期，苏共执政党基本沿袭

了俄共(布)执政时期的全部政制，并把掌握了国家主权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以替代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国家 权和

全部国家行政权力，以及各类社会权利的变通做法，从思想

上、理论上和法律上都元不打上了固定不变的政制标记。这

种政制标记不仅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探索符合马克思

① 〔英〕伯特兰·罗素: {权力论一一新社会分析> ，吴友三}手，商务 fp 书

馆， 1998 ，第 84 - 85 页。

② 《列宁全集> (第 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64 页。

③ 《列宁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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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了重大阻力，而且作

为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共产国际实际意义上的

领导者，她也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原

则的执政党一一当然也包括曾经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

共产党，在她们探索符合本国实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

史过程中，产生了难以抹去的不利影响。

(二)华强北商业街的政党国家主权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与体现，不仅长

期以来深刻影响着它与最高立法机构有关国家主权分割与合

并的法理关系，而且还深刻影响着它与国家权力体系特别是

与社会权利体系的法理关系。这一传统思维，在华强北商业

街这个新兴自发的私(民)营商圈，当然也有习惯性的影响。

具体体现就是，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着力全面建立党务体系，

从而确保执政党国家主权在社会基层的渗透力与控制力。在

这种观念之下，公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源于人民主权

的自然法权，往往会被不经意地忽略了，至少会被阻滞在执

政党国家主权的时空之外。

1.执政党国家主权的基层体系

1998 年底，华强北商业街最早带有社会自治与社会管理

功能的社会组织，是以金建东为首的私(民)营商人自治组

织一一华强北商业街草根民间商会的雏形"诉苦会"。紧接其

后，是 1999 年时成立的带有"官"方权力的人事编制机

构一一华强北商业街管理服务中心，它开始在华强北商业街

从事社会管理兼营部分商业等项工作;中心主任是黄桂芳。

华强北商业街最早的基层党务工作始于 2001 年初，郝立被福

田区委任命为华强北商业街第一任党委书记，当时情况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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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华强北商业街是党情不明、党员不清、党务不张。因

此，是先有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书记，再建立华强北商业街党

委这个党务基层机构，然后再去"摸"清华强北商业街的基

层党员人数与党员分布等"党情"。所以，作为执政党的基层

机构，或者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主权在华

强北商业街的基层机构，开始就后置于行政机构，而行政

机构则后置于草根民间商会的自治机构。这一点，在当下社

会主义中国的治理时空中 具有极为罕见、与众不同的政治

特点。毫无疑问，它是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

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过渡时期里的特殊现象。在某种

意义上，这一特殊情况以国家历史"返祖"的方式见证了人

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法理关系 即如马克思经典作家所吉，

不是社会建立在法律之上，而是相反，包括国家与法律等上

层建筑都建立于社会之上;同时也预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转变执政方式、改进党

的领导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国家主权应当与时俱进，

妥善处理政党国家主权的"政治安排"与社会权利的"政治

嵌入"之间的内在张力，以期实现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政

治目标。

我们体会到，要保持华强北商业街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不断地建立、健全和完善华强北商业街中的各类

组织，包括党组织、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

目前，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在华强北已经建立，并发挥

着作用;今年 (2002 年) 12 月 6 日(即将)成立的华

强北商业街党委，也为在华强北商业街非公有制经济中

开展党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商业衔的社会组织，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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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业协会等也被我办列入了明年的议事日程。今

后，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主要是通过基层党委支持

各类组织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来实现的，是通过基层党

支部中党员渗透到各组织网络中，增强政府组织、企业

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党员的，团结和凝聚力，积极参与商业

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来发挥作

用的。①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正式成立于 2002 年末。

此前，中共福田区党委在 2001 年直接任命了郝立，由他来担

任华强北商业街第一任党委书记。那时，除了华强北商业街

管委办近 10 名员工具有中共党员身份以外，偌大的华强北商

业街前来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从业者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

来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党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下，这种悬

置政党国家主权的现象，让执政党的政治功能无法在华强北

商业街得到有力实施，执政党"政治安排"的政治功能，基

本上由早已活跃在那里的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通过"政治嵌

入"式政治参与来替代了。因此，历届主政华强北商业街的

地方官员，都把重建华强北商业街政党国家主权的基层体系，

作为其施政的首要政治工作。

我们拟定于 2002 年 11 月中旬，党的十六大召开后，

在华强北商业街管委会办公室召开中共华强北商业街委

员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现将召开这次会议的有关事

项请示如下:

① 编号 GF-550: {i吁国平、顾敏撰写的工作报告: {探索中的华强北党建

工作>， 2002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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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的依据

根据福发 [2001 J 13 号《关于成立福田区华强北商

业街党委的决定} ，我办对华强北商业街区的流动党员情

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有 100

多党员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入我办。在此基础上，我们以

党员工作单位为核心、按照方便组织活动和自愿的原则，

成立了华强北商业街第一流动支部、第二流动支部、第

二流动支部、有发电子支部、铜锣湾支部、钟表市场支

部、赛格达声支部、信力德支部、机关支部等 9 个党支

部。根据党章及有关文件精神，我办成立党委的条件基

本成熟，需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深圳市福田

区华强北商业街第一届委员会。

二、代表大会的指导忠、想(略)

三、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略)

四、党委组成人员名额及领导班子配备

根据福发 [2001J 口号《关于成立福田区华强北商

业街党委的决定} ，第一届华强北商业街党委拟设委员 5

名，预备候选人 6 名。

领导班子配备方案及候选人名单:

党委书记:何国平;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委员:李胜利;

党委委员:朱乃也、顾敏、黄建跃(商家代表，顺

电商场副总经理)、幸银言(深圳市绿泰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

五、选举办法

(一)由于华强北商业街流动党员比较分散，上下班

时间难以统一，且又多在民营和私营企业工作不好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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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原因，为保证党委委员的选举工作顺利进行，我

们拟通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选举。

(二)华强北商业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由各选举

单位实行差额选举产生。党员代表的总人数占党员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三)第一届党委委员，由党员代表通过采取候选人

数多于应选人数百分之二十的差额选举办法产生。

(四)因党委书记已由区委组织部任命，党委副书记

由第一届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实行等额选

举产生。

以上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①

当时华强北商业街党委所掌握了解的华强北商业街内具

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从业者为数不多，有百余人，而且他们很

多是私(民)营企业商场的员工和管理者，大多数人不能

确定能否在华强北商业街第一次党员大会召开的时日请假参

会。因此，首次中共华强北商业街党员大会，只能以华强北

商业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召开。华强北商业街作为

私(民)营经济异常活跃的商诲，传统的政党国家主权力

量难以延续过去传统体制下的旧有模式在这里发挥出作

用，难以实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治功能。显然这与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主权政治功能的作用与要求相去

甚远。

在何国平来主政华强北商业街党务政务工作之前，作为

① 编号 GF-549: 中共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委员会 2002 年 11 月 8 日致中

共福回区委: {中国共产党华强北商业街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一次党员代

表大会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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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商业街第一任党委书记的郝立就着手准备在华强北商

业街开展党员身份"大摸底"调查。毫无疑问，没有公开

身份的中共党员，执政党国家主权在华强北商业街就只能是

个空架子，郝立就只能变成他自己自嘲的所谓"光杆司

令"了。

从 2002 年初开始，为了筹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这个政党

国家主权的基层组织，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委托华强北商业

街管委办，和预先任命的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书记兼华强北商

业街管委办主任，先后开展了 3 次商圈中共党员摸底调查。

他们发出各类调查登记表上千份，同时到深圳市人才交流中

心查阅员工档案，目的就是在华强北 10 多万从业人员中寻找

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员。很显然，没有中共党员，再强大

的政党国家主权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权威。

经过 3 次规模不同的"大摸底"，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发

现，商圈里流动党员队伍有四个特点:一是年纪轻，大多数

党员是从学校毕业后到深圳发展的年轻人，一般在 20 岁至 40

岁之间， 35 岁以下的党员占 60% ;二是素质高，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党员占 90% 多，其中有些是硕士、博士和留学归国

人员;三是流动性强，他们的工作随着企业或个人的经营状

况而变动，在商业街工作时间长则数年，短则几个月;四是

处于生产、工作第-线的党员多，管理层党员多.决策层党

员少，绝大多数党员在私(民)营企业为老板打工。针对这

种情况，要创立全国第一家商业街基层党委组织，充分发挥

政党国家主权在社会基层的政治领导作用，何国平提出了不

同于传统模式的工作思路。

华强北商业街区的流动党员主妥是从业群体，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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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群体;在从业群体中，又主要是企业的管理者，而

非企业的决策者。因此"在商言商"，"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是他们自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态度;此外，处

于从业群体中的流动党员，由于职业性质所形成的思维

习惯，他们的政治诉求较为注重追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他们在

参与政治活动时比较关注投入成本和实际效益的量化分

析，那种不计成本的形式主义政治行为将不会受到

欢迎。①

根据这一特点，何国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华强北商业街

党建工作的"四个统一"一是党组织活动的正当性和程序的

合法性的统一，二是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代表性的统一，三是

满足党员的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的统一，四是实现党员"经

济人、社会人、政治人"三种现代人格与身份的统一;并主

张把这"四个统一"作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工作的出发点与

落脚点。所有这些工作的政治目的，是重塑作为国家主权象

征的执政党在华强北商业街的政治领导体系，以便有效地发

挥执政党国家主权在基层的政治功能。

党在商业衔的政治核心作用，应体现在三个功能的

发挥上，一是通过党员的作用，引导商家取得在公共利

益上的认同，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二是促进商业文化

的建设，形成华强北商业街特有的文化氛围，促进精神

文明的建设;三是体察各利益群体、经济主体的政治诉

① 编号 GF-550 ，何国平、顾敏撰写的工作报告， <探索中的华强北党建

工作}， 2002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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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促进商业衔的政治

文明的建设。①

华强北商业街政党国家主权的重塑过程，与远在北京的

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即中共十六大代表会议遥相呼应。

就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当天，华强北商业街当时最大、最

时尚的商场"铜锣湾"副总经理涂途一一他也是华强北商家

协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一一一即向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书记何国

平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在这一天， )1回电连锁股份公司的副

总经理黄建跃 他也是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一在中深圳

市福田区委动员下，亲自把挂靠在老家上海长达 9 年时间的

党组织关系转到华强北商业街党委。②据访谈得知，黄建跃的

党员关系，是在何国平等人的多次动员之下，才转到了华强

北商业街党委，并编入华强北管委办直属党支部的;同时，

黄建跃此举的原因还在于他是即将成立的华强北商业街党委

委员的提名对象，并拟参加正在筹备的华强北商业街第一届

中共党员代表大会。在某种程度上，此举系福田区委"政治

安排"并提名黄建跃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委员的前奏。黄建

跃的公开身份是顺电董事、副总经理，但他已于 2002 年 7 月

被私(民)营商人们推举为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即已经成

为华强北商业街各主要私(民)营商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

因为黄建跃身为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一一华强北商家协会会

长的政治影响力，他才会被福田区委和华强北商业街党委

① 编号 GF-550; 何国平、 j硕敏撰写的工作报告{探索中的华强北党Jt

工作>， 2002 年 12 月 2 日。

② 编号 GF一550 :何国平、顾敏撰写的工作报告{探索中的华强 :!t党建

工作))， 2002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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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排"为稍后成立的华强北商业街党委的委员。不难看

出，与其说黄建跃是被"政治安排"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委

员一职的，不如说他作为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成功地"政

治嵌入"执政党国家主权在华强北商业街的基层政治架构之

中了。

2. 草根社会的"龙头老大"

从何国平提出"老板班子"时起，华强北商业街里的这

个"龙头老大"就已经游离出华强北商家协会，它好似从华

强北的前身"上楼岭"捡经罐里飘出的一股幽灵，又神不知

鬼不觉地游荡在华强北商业街的时空中。尽管福回区华强北

商业街"宫"方提出的"老板班子"设想最后流产了，但华

强北管委办负责商会筹备工作的顾敏把主要原因推到了黄建

跃这些私(民)营商场的"老总"身上;她认为华强北草根

民间商会中缺乏真正的"龙头老大"。

这个商家，你就不知道，华强北的这个商家，都是

民营、私营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这样的，都认为自己

是老大，一个不服一个;以前开始想成立商会，为什么

哩，没有成立起来哩?也有一个原因，你找这个商家成

立商会啊，行啦，我妥当会长啊，都要当会长!想把这

个商会怎么搞好?没有人想!想当会长的就好多人要

去争。①

把私(民)营商人组织起来，由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

"引导规划"出合法的"华强北商会"，以"改造"在华强

① 编号 ßJ-69 :第一次采访顾敏一一华管办协调部长，华管办顾敏办公

室， 2004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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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商业街里活动多年、尚未注册登记的"非法"①民间商

会，这个思想萌芽于 2000 年 7 月。那个时候，董关平正要

把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早期的自治松散组织"诉

苦会" (对外称"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改造成华强北商家

联谊会筹委会，以期着手筹备办理注册子续。 2003 年 8 月

22 日，"华强北商会"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在华强北管委办

四楼会议室召开，这是一个"四方会谈"式会议。"华强北

商会"由此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但是，筹备工作很快停了

下来。

原因是，政府的形象工程的因素。把商会的规格搞

大。民间商会的"老大"，需要能给予大家的利益，这样

就需要平等的交往。现在政府要找这样的"老大"商家，

大家就互相在较劲。②

当时参加 2003 年会议的还有贺延青，他当时以区总商会

的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会后在《福田区民营企业》创刊号

上发了一条简讯。③贺延青说，"华强北商会"之所以还在筹

① 编号 ßJ-73 :采访原区民政局局长、 IK政协委员会主任黄绍球，黄绍

球办公室， 2004 年 12 月 16 日下午。黄绍球曾于 2000 年底约直至关平谈

话，警告他们"非法"结社，并赠以"社会团体登记手册"要求他们

合法注册。但金建东等人指出， 1998 年底华强北早期"诉苦会"开始

社会活动时，就考虑到市民政部门登记;但因一元业务主管单位，二

不得跨行业结社等，而元法依据现行社团管理有关政策实施申报工作。

② 编号 ßJ-I (1): 采访黄建跃、林灿斌，华强~t "北京菜馆"香山厅，

2004 年 9 月 21 日。此处引用的是笔者对黄建跃的采访内容。

③ 编号 GF-53: 黄东和: {商会动态:福回区正式授权区总商会主管辖区

工商社团}， {福田区民营企业》电子版(第 1 期创刊号)， 2003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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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主要因为华强北商家协会缺乏一个"龙头老大"，没有力

量来推动。

应该这么说，如采政府不推动，他们商家去推动，

除非像福田区总商会设计的第一个专业性协会一一一美容

美发协会一样，有一个很坚强的个人一一一李飞(指贺延

青主持推动成立的民间组织深圳市美容美友协会的牵头

人，即"龙头老大" )。华强北没有一个像李飞这样的人

敢说:我在华强北，我就是"龙头老大"。①

难道华强北商家协会负责人黄建跃来"挑头"筹备中的

华强北商会，还算不上"龙头老大"吗?在黄建跃牵头成立

的华强北商家协会方面，私(民)营商人一致公认黄建跃是

合适的会长人选。

那么，既然黄建跃在华强北草根民间社会中，一直以来

被认同为民间商人的"龙头老大"，怎么又被说成没人"挑

头"了呢?华强北商家协会会长黄建跃的个人条件，无论

是他在"德电"商场的董事兼副总经理的位置，还是他在

华强北商人自治组织中长期形成的威望，加上他在福田区身

兼福田区总商会副会长和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委员的诸多

"政治光环"，都是华强北商业街里其他人所没有的优越条

件。他来"挑头"，即使他还算不上华强北的"龙头老大"，

也完全可以把"华强北商会"筹备工作"担纲"起来。 但

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何国平一直想找一个来自

"国"字号企业的领军人物来做预期中"华强北商会"的

① 编号 ßJ-2: 笔者采访黄东和，区总商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区总

商会会议室(城管大厦 10 楼)， 2004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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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老大"。①何国平认为，草根民间商会中不会产生"龙

头老大"式的商业领袖，这是"华强北商会"筹备工作受挫

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华强北商会"筹备受挫，一是华强

北商家协会主要以私(民)营商场的商人为主体，私(民)

营企业不是"国"字号企业，没有人能够出来"挑头"当

"老大";其言下之意:只有国有企业才有资质来领导民间自

治组织，也便于地方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得以正常

开展。②

(华强北商业街商人草根自治组织)名称转换了。为

什么哩，当时他们哩，他们这个协会哩，当时还是有限

制的。都是几个比较要好的几个，零售商的老板(这里

是指商人经理) ，而且哩，局限于私企、民企，没有什么

国企的，因为国企的都是"老大"。③

华强北商业街绝大多数是私(民)营商业企业，固有企

业相对很少，这是因为当初这个区域，在政府的规划里面是

轻工业区，只有极个别的工业企业后来转型也跟风做起了商

业，其中最大规模的国企，当之无愧的是深圳市属国有企业

赛格集团;赛格集团不仅是国有经济在华强北商业街的象征

与骄傲，也被"宫"方视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私(民)营

① 编号 BJ→15 :采访原"女人世界"商场总经理、现任某购物城总经理、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黄建跃在座时也不时插话"北

京菜馆"北海厅， 2004 年 9 月 29 日晚。

② 编号 BJ-53 :采访华强:lt管委办主任、党委书记何国平，何国平办公

室， 2004 年 12 月 7 日下午。

③ 编号 BJ-53 :采访华强北管委办主任、党委书记何国平，何国平办公

室， 2004 年 12 月 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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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林立的华强北商业街里的坚实阵地，因此它当之元愧成

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青睐的筹备"华强北商会"的"龙头

老大"。

我参加华强北商业街里商会的活动，就是几个大商

场的老总(的活动) ，但是他们的活动也不是全部包括华

强北的企业-一一比如像赛格(集团)就没参加。赛格

(集团)是这条街的"龙头"，长期以来的"老大"。但

是他们也没参加。我觉得赛格不参加有它的道理。首先，

它是个"老大"。可能它不太愿意和这些"小兄弟"们

掺和到一起吧，可能它也有它的看法，首先它是个国企。

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小商户这些啊，和你这些天在一些

的商人们啊，都是私(民)营企业的。

(您估计赛格会不会参加"华强北商会"呢?)

如果说成立一个正式的"华强北商会"，由政府来牵

头，婿，由政府牵头的这个商会，那它有可能参加。它

要参加也不是以赛格集团(身份)参加，而会以赛格电

子市场(身份)来参加。赛格电子市场是赛格股份的一

个市场部，赛格电子市场不是个企业，不是个独立的法

人，是赛格股份的一个市场部。那么赛格股份是赛格集

团控股的一个上市公司，所以说到底，它是个国企。①

萧辉是"华强电子世界"商场的副总，身兼华强北商家

协会副会长和深圳市电子商会副会长。他 1991 年到华强北来

发展时，就拉上另一位私人企业家，主动去拜访赛格(集

① 编号 BJ-56: 采访深圳电子商会秘书长稳一木，深圳市电子商会会议

室， 2004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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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认为赛格(集团)就是当然的"老大"，其他的企业都

是小兄弟，需要联合团结、互通气息。萧辉在华强北草根民

间商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这一观念实际上也代表华强

北草根民间商人的普遍态度。赛格(集团)作为"龙头老

大"式的国企，在华强北商业街以其特殊的"固有"身份一

枝独秀，理所当然地被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和华强北商业街管

委办视为体制内资源在华强北商业街的象征与典范，故而也

就成为"官"方重建华强北商业街社会秩序的首要依靠力

量了。

(深圳市电子商会.ìi'[t华强北商家协会有没有来往呢?)

有来往啊，它这个双方会员多是交叉的。你比如说，

像"万商"，像"华强电子世界"，他们同时是电子商会

的会员，也是华强北商家协会的会员。因为它这个电子

商会哩，它是按行业来划分的，那你华强北商家协会是

一个区域性的商会。一个是"条"，一个是"块"嘛。

有的会员，他两边者F参加的。那么这个电子商会哩，它

当时哩，它的条件好在哪儿哩，它这个会长，电子商会

会长是原来赛格集团的董事长，就是那个王殿甫，他原

来就是电子工业部的，所以他在这个电子行业啊，几十

年，他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所以他是一个强势会长，

所以他一当会长，他，马上一大批的，招来一大批，你

想他在电子行业"待"了那么久，赛格也是老大呀，那

时候他在当董事长，所以非常有号召力。唤，一下子就

把这个电子商会搞起来了。①

① 编号 ßJ-8! :第二次采访顾敏，华管办协调部长，华管办顾敏办公室，

200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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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调集全国各地的力量，包括中央部

门、部属企业、军工企业，也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国有企业，

"空降"到深圳投资建厂搞开发。深圳由此迅速崛起，"深圳

速度"成为当时全国的美谈。

但是，华强北商业街兴起的历史却表明，并不是由于赛

格集团这样的国有企业进驻开发，才形成了今天的华强北商

业发达的局面。实际上，华强北商业发展史是一部民间商业

资本冒险史，其中率先起到"点睛之笔"作用的商业企业，

就是当年的"万佳百货"商场。它直接"拿来"西方超市的

商业模式，在华强北工业区背水一战，打响了华强北向商业

街区转型的第一炮。"万佳百货"的超市商业模式，彻底改变

了国人商业经营的传统理念，它的超市模式在当时被看做是

新型的现代商业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万佳百货"从传统

柜台式商业经营模式向超市经营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奠定了

它在私(民)营商业企业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这个时候(华强北轻工业区)还没有开始经营什么

商业物业啊，当时的国有企业只是把自己的项目向华强

北以外的地方转移。那么自然而然的，转移以后，物业

就闲直出来了，就是这些国有企业厂房。它自己不用嘛，

就租(这些工业厂房)了二我们就开始寻找出租办法。

当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固有企业)向租赁这个

方向去发展。

(就是说华强北从轻工业区向商业区的战略转移已经

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应该说，我们 1992 年到 1994 年这个

过程当中是这个战略转移期，最起码把这个生产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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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产业向外撤了。

(那么这个战略转移期，你的第一个租赁者是谁呢?)

先是从写字楼开始，小问小闷地出租。因为我们发

现这个地方逐渐逐渐不适合做工业了，再一个深圳的发

展，大面积地向西面推移，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的商业机

会就要到了。那首先我们就把我们这栋大厦，就是我们

傲的这栋大厦，其实我们这栋大厦，原来盖的时候，是

叫"工业大厦"，包括我们这个门面层面设计啊，都是按

照新型的电子工业的要求来做的，包括它里面的配套，

电啦，水啦，等等，都是按照轻型的工业厂房来设计的。

那么首先哩，就在这个楼里面做文章。

(怎么做呢?)

那就开始调整、转型啊，把厂房分隔成小写字楼出

租啊。过去的货梯啊，你要把它改成客梯啊。这是很大

的一部分投入啊。

(就是说已经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了。)

对呀对呀，就向这方面调整了。那么，首先陆陆续

续进来的，就是做电子行业的一些商业客户，贸易方面

的一些经销商啊，等等。他们来投资来经营这些写字楼，

他们利用深港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嘛，信息比较快，这

些轻型的电子产品，他们获取的信息比较快。他们在深

圳这里设窗口，然后辐射到全国各地。这一类的企业，

贸易型的企业比较多。然后，紧接着又来了，比较大的

就是证券行业。

(证券也来了?)

你像中国最早两个交易所…一上海、深圳交易所，

那么证券业发展，比较新，他们开始大量地涌入华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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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个片区来。当时振华路就是楼下这条路，号称中国

证券第一衔。比较早的，什么长城证券啦、宁波证券啦，

还有南方证券啦，等等，还有内地的很多的一些证券企

业，全都涌到深圳来，来开经营部。我当时这里就有三

家，一下进驻到这里来。

(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哪一年呢?)

大概是在 1992 年。因为这里过去是工业区，也是

以电子工业为主，所以逐渐又开始聚集了这个，一大片

做电子贸易的人。开始形成了一些做电子交易的一些市

场。什么元器件啊，等等。就是赛格的电子配套市场的

前身，赛格它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大厦。然后这里面的

人气就逐渐旺起来了。大家都纷纷已经想到要把工业项

目搬出去，都是在向商业转型了。我们最大的一个客

户，也就是说对华强北带动最大的，也是我们公司带

来的。

(是哪一个呢?)

我们当时引进了一个商业企业一一"万位百货" !它

是非且我们的地方。"万佳百货"，有这么一种说法，"万佳

百货"进驻到华强北以后，带动了整个华强北的发展，

也可以说是它加速了华强北功能的转变。一个真正的商

业"龙头"企业啊!所以我说，这家企业的功能的转变，

各方面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我们"华联友"算是立了

头功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是我们，当时，慧眼嘛，就

是说，我们当时(工业生产)搬走了以后，有一个大厂

房。我们就在想，我们要把它租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开

始就陆陆续续有人在看中华强北这个地方了， 1994 、

1995 年的时候。我们最后，在好多家里面去选择，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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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的，等等，好多!然后"万佳百货"也来了，来做

超市!我们在跟"万佳百货"谈判的时候，国人还不知

道超市这个概念!说，买东西，没有柜台的，可以自己

随便拿的。这在国外早就有了。当时有了一些小型的超

市。他们来跟我们谈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仓储式的，所

有的货品都堆放在这里，整个的这个，用集装箱一样的

货架，他们也需要一个厂房型的那种卖场。你像现在的

"沃尔玛"啊，"麦客隆"啊，它的卖场都很高，货架很

高。我说，买双鞋，营业员要用梯子爬上去。哎，这样

子一种商业模式。很适合他们去做，而且这是一种商业

的模式哩，这种模式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很迅猛。在国

外，在西方啊，是一种成形的模式，是得到消费者认同

的一种模式。后来我们决定把房子租给他们。我们当时

把房子租给他们的时候，为了清退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客

户啊，我们当时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

(那你们当时一是有慧眼，二是有胆识的。)

啊，应该说是有胆识的，因为当时一下子拿几十万

元出来赔这些客户是很不容易的，冒了很大的风险。

(你还不知道它能不能做起来?)

对呀。还不知道它的前景怎么样哩。所以后来，我

们最后，开业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成功了!看，一下

子，万头攒动啊。

(听老百姓说，"万佳百货"仓储式超市一开业，人

都过来了?)

全都过来了。啊，一下子!因为这种模式啊，国人

还觉得比较新鲜。再一个，这个买东西啊，它又打一个

平价的招牌，确实比外面零售的要便宜一些，一下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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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起来了。这一火爆，就带来了商机。其他行业，会

觉得这是一个商机。它确实是一种商机，有人气了!华

强北才真正有商业味了!所以说，逐渐逐渐就出现了后

来的， ")顷电"啊，"曼哈"等商业啦。最早的"曼哈"

很小，紧挨着"万佳百货"超市，只有 1000 多平方米。

那么这样，逐渐这里商机越来越多。应该说是从 1994

年、 1995 年这个一炮打响以后，就使整个华强北的商业

街区"火"了起来!①

无论是从华强北商业企业来说，还是从华强北商人领袖

这个角度来看，华强北商业街区的"龙头老大"都非私

(民)营的民间商人和民间商业资本莫属。但令人惊奇的是，

元论是民间方面，还是"官"方，大家都认同实力雄厚的深

圳市属国有企业赛格集团是华强北商业街区的"龙头老大"。

因此，在筹备预期中的"华强北商会"的过程中，华强北商

业街的政党国家主权力量的象征性实体单位，即华强北商业

街党委和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执意要以赛格集团为"龙头

老大"来组建新的"华强北商会"。

政府为什么要我们华强北商家协会改组?原因何在

呢?这里面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意思，是要有一个

"公"字在这个商会里面，哪怕是一个虚的"公"字牌

立在这个商会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公"字的形象工程

在里面。他们想，你们搞的什么商家协会、商家联谊会，

是你们商人自发搞的。现在如果在你们这样的基础上做

起来的话，那等于不是他们政府组建的，等于没有一个

① 编号 BJ-89: 访谈华强北华联发公司李寅总经理， 200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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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字的东西在里面了。这是他们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

的问题。①

显然，这个"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关乎华强北商业街民

间结社的"政治"定位等重大事项，它在本质上牵扯到了政

党国家主权力量在基层的表现形式与实现途径。在何国平等

人看来，如果华强北商业街的民间组织完全由纯粹的私(民)

营商人来结社自治的话，如果这个民间商会里缺乏一个代表

着执政党形象的"国有"企业来做"龙头老大"的话，那么

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个问题看起

来是微不足道的，是由小小商业街里的商人自治活动引发的，

但它涉及了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互动格局等重大问题，更

涉及了政党国家主权的政治功能在基层能否有效实现等政治

课题。

因为赛格是国营企业， (华强北商业街领导)不愿意

你私营企业来当会长啊!他认为赛格才是老大。所以这

个有很多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他们要是做起来了，他

们是跟你完全不同的。但是哩，你要选他来做哩，他的

概念哩，你也不能愿意傲，说到底就是听谁指挥的

事情。②

过去有一段时间，出于我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原因，

① 编号 BJ-1 (1): 采访黄建跃、林灿斌:华强北"北京菜馆"吞山厅，

2004 年 9 月 21 日。此处引用的内容，是笔者对黄建跃的采访。

② 编号 BJ一15 :采访"女人世界"原总经理、某购物城现任总经理、华强

北商家联谊会首任召集人金建东，黄建跃先生在座时也不时插话，北京

菜馆北海厅， 2004 年 9 月 29 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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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把观念中的"讲政治"等因素，自觉不自觉地渗透

到其他领域，特别是渗透到了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似乎只

有代表着官方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国有企业，才是如宪法所言

"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特

别是民间的私营经济组织与民间自治组织，则由于其政治地

位长期以来得不到国家主权力量的确认，往往被人们视为

"补充的"、"辅助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这种观念，在

本质上来说，就是政党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鲜

明体现，也是政党国家主权的统治力量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

域的延伸与拓展。总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领域的核心是党

组织，依据传统理念可推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领域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必然是固有企业，共产党组织即政党

国家主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领域的领导就是通过对国有

企业的有效管理等来实现的;在这种传统的政党国家主权思

维下，华强北商业街里人们公认的商业"老大"，显然不是

私(民)营商业企业，而是具有政治背景、国家直接投资

或者间接投资的固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的棍合型企业。这一

传统理念体现在社会领域就是，政党国家主权必须以直接或

间接等形式渗透到民间自治组织中去，而且在其中必须充当

主导的政治力量。华强北商业街的政党国家主权力量，之所

以这么坚持要以赛格这样的"龙头老大"来主导预期中的

"华强北商会"，显然，这已经超越华强北街区的经济领域

和社会领域的泡畴，而透露出某种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取向。

我对华强北商家协会的理解就是，协会的本质就是

还权于民。所谓还权于民，就是说，现在政府的权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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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政府，也就是，当年邓小平说的，政府管了很多

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那么政府，现在太庞大了，这个

政府大了以后，过去把很多本该老百姓自己能办的事，

政府拿去办了。实际上老百姓，我相信老百姓自己能管

好自己，但是中国人，中国这种传统的政治理念唤，从

来就不相信老百姓能管好自己，中国的老百姓，上面要

有一个管理阶层或者叫统治阶层，他们才能管好这个社

会，不相信老百姓的自治能力，不相信老百姓自己能够

管好自己。啊，就因为有这样的政府，就带来了这样的

老百姓;或者说，由于有了这样的老百姓，才带来了这

样的政府。就是老百姓要政府来"治"，那叫什么呢?中

国历史上这么多年形成了这么一种强势的政府观念，中

国的政府，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很完善的啊。从秦始

皇以来，就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那么这种

体系越来越庞大，不是说越大就越完善唤，实际上我们

现在的行政管理体系庞大到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您讲的是一种政治全能体制，政治无所不在，无所

不能。)

对啊。就是说，你说要办什么事唤，他马上成立一

个机构，然后政府的编制无限扩大。按道理说，政府是

个有限政府，不是个无限政府。但是政府哩，好像有个

随意性，要成立一个机构就成立一个机构，政府是无限

扩大，很多，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个摆设，然后觉得想出

事来管，那么不断地制定规章制度啦，制订什么条例啦，

用这个管住这些人，而且是政策管治而不是法律管治，

这不好。所谓条例啊，条例还代表立法，是不是啊?很

多是政策，或者是管理办法，红头文件，这种做事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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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管事，来管理社会啊。这不是法治国家啦。那么，

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哩，它对于社会的管理是，带着

很大的随意性的。这种随意性就表现在，哪些该它管的

哪些不该它管，就是没有一个界定的。要是有一个界定

也可以，就哪些事情老百姓自己能管，哪些事情是政府

才能营，是吧?

(国家与社会之间应该有一个边界划分，但是社会自

治不是很简单的。)

中国从来不愿意提"自治"两个字，对很多群众团

体，这个要涉及社会团体的问题了，上次我们也是讨论

过协会的问题，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拿到会上也不太好说。

中国近代社会也好，清朝后期也好，"会馆"的这个社会

势力是非常庞大的。会馆的强大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您这个观点可不可以这样倒过来理解，正因为社会

的不稳定才带来了会馆的强大?)

因为社会的不稳定才带来了会馆的强大，反过来，

会馆的强大又促进了社会的变革，或者说促进了政权的

不稳定，应该说是政权的不稳定。这样子理解吧。协会

是一个社团，我们对社团，某些方面是很宽松的，某些

方面是非常严格。这是一种，有一种思想矛盾的情况。

所谓宽松，比方说，台商来了，可以成立台商协会;港

商来了，可以港商协会，外商也有外商协会。你比如说，

深圳这个地方，连日本商人，他都有一个协会。有没有

登记注册我不知道，但这个组织是存在的。叫日中商会

什么的，总的就是说，原来我们一个公司的老板哩，日

本老板，他是这个里头的领头之一吧。就是我们对港商、

台商乃至外商很宽容，但是我们不允许内地的商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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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商会。①

私(民)营商业资本兴起之后所带来的社会秩序重建，

特别是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相应变革，是经济与政治互动

的必然结果。它的突出的外在表现就是，公民已经越来越不

满足于被动地适应政党国家主权自上而下"政治安排"式参

与地方性政治与社会活动。

纵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

设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政党朝着

平衡政党国家主权方向改革，什么时候以政党国家主权为核

心的政治体制就会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完善。在政治体制变革

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更具有这种与时俱进

的改革精神。

制衡政党国家主权的政治文明

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国家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

如何实施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也即如何建构与运行政党国家

主权，以及处理政党国家主权与最高立法机构的国家主权之

间的关系，与公民结社自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有过这方面的理论设想，特别是对于立法权一一国家主权

的主要表现与实现途径作出过一些预测。如，恩格斯在

{1 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就写道"把一切政治

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子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

① 编号 BJ-56: 采访深圳电子商会秘书长税一木，深圳市电子商会会议室

2004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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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写到纲领里去的。"①人民代议制机关即人民把自己的意志

表达出来并加以实现的制度安排，从主权的意义上看，这是

人民主权向国家主权的转换之所;但代议制机关能否真正表

达与实现人民意志则另当别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执政权之后的国家主权建设，在相

当程度上集中于通过代议制度来立法等方面。"但是所有通过

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

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②

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国家政权的实际经验，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国家主权建设的实际经验，因此他们并没

有从理论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家主权特征作出详细分

析，对于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的国家主权与国

家最高立法权力之间的法理关系，也没有系统、完整和直接

的理论建构。

(一)政党国家主权的"党团一苏维埃"模式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发展起来的，但列宁

试图改革"党"与"国"两种国家主权相"合并"的高度集

权政制模式的思想，后来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泛起，并没有直

接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探索

执政经验初期，在实践中重新继承了列宁改革"党" "国"

不分等旧有政制模式的法理思想，并具体表现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个时期，并在其后的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作了进一步探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41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6 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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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之初，即负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使命。如

果说苏维埃在俄国不是任何政党的"臆造"之物的话，那么

它在中国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手栽培的革命果实一一一

甚至从名称到内容都存在"移植"的明显痕迹。如， 1930 年

9 月 12 日，中共于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

委员会(简称"苏准会" ) ，林育南担任秘书长，李星月、张

文秋、彭砚耕、柔石、冯铿、胡毓秀等为秘书处工作人员。

从 1930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布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

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算起，到"一苏大"正式开幕，经历了

641 天; 1931 年 2 月 7 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龙华监狱枪杀

林育南等 24 名"苏准会"工作人员、共产党人。①

不仅如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活动，也是直接在

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批准之下展开的。如， 1930 年 6 月，共产

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其中

称"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要

求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底工作"，作为

中国党"第一等重要的任务"。②又如，同年 7 月 23 日通过的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要求:

"苏维埃的运动，巳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

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

的。"③还如，同年 8 月份，共产国际东方部向中共发出《关

① 曹春荣: {鲜为人知的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准备工作)， {中华魂) 2006 年

第 2 期。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6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第 119 、

25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6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第

5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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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 ，明确提出"为准备苏维埃的版

图再进一步扩大起见，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变成为实际的问题了。这个大会必

须通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基本的法律……选举中央

执行委员会·…..组织成临时革命政府。"①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号称为"国"，但仍处于与

"中华民国"政治相对立而领土与领空并未分裂的特殊状态，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具有执政党

的政治领导地位，享有独一无二的"国家主权"政治权威。

以此类推，苏维埃全国代表会议当之元愧地成为红色中国的

最高权力机构，即另一种政治生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国家主权"政治权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了苏维埃代表大会

的最高政治权威， {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

闭幕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的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

一切法令和议案。"②作为红色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

党，当然也就别无选择地参照俄共(布)传统的"党团"

制度一一这一制度在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苏维埃之后仍保持

下来一一来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统治。"党

团"的用意在于，苏维埃代表会议、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

任何群众性组织中的中共党员，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6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第219 -

220 页。

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 (第 3 卷)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1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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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领域中具有高度自主自治功能的政治组织一一党团，并

在具体区域或领域党委的政治领导下贯彻该党委的政治意

圈，以期实现对于苏维埃代表会议、人民委员会和其他任何

群众性团体组织的政治领导。因此，党团制度实际上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一一…包括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实现其国家

主权功能的重要渠道与路径。这种执政党的国家主权与苏维

埃的国家主权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准政体，在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其他地方性的"红色政权"中均有具体

表现。

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有关党的文件规定"党团必须执行

同级党部的指示，如有不同意时，只能要求同级党部详加考

虑召集会议，如仍不同意时，亦只能报告上级党部解决，不

能在苏维埃中提出反对共产党的主张，或向上级苏维埃控告。

在苏维埃政府中的党团员，如有不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或

有意破坏党的信仰，必须给予最严厉制裁。"①在湘鄂赣革命

根据地，党的文件中也有相关的内容:苏维埃内的"党团委

员和书记应该在会议以外与党部负责人经常商量苏维埃工

作"，"党团委员和书记要出席苏维埃机关支部的会议"，"党

团要与同级党部各党团取得联系，有必要时可以发起召集联

席会议或谈话会"，要求党团"经常对同级党部工作报告并取

到工作上的指示"。②在闽西苏区，情况更是严重，甚至连党

团也不要了，"红色政权"的执政党直接与当地苏维埃合二为

一，苏维埃的事情"多系党员包办，因此没有党团之建立，

①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第

519 页。

②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 2 辑)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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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政权混在一起"。①在睡西南革命根据地， "各级政府的

党团都不健全，不能解决问题，大小问题都要党部解决，因

此形成党部代替了政权，所以有些地方群众对党部还比对政

府的信仰好"。②

1931 年 6 月，即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际，党中央在

《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甘iI令一一关于苏区与红军工作的具

体指示》中指示: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党应经

过党团的活动，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宪法，土地、劳

动、经济政策等法令，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草案完

全通过，并立即公布施行"。③几个月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完全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宪法原

则要点》中的 17 条建议，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 ，其条款数及顺序均与《关于宪法原则要点》一致;全国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事后致电中共中央，专门报告

通过了中央提出的有关法令草案的讨论情况"大会圆满的召

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大会巳热烈讨

论你们[笔者注:系指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

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并一致通过。"③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接触执政权力，就沿用了俄共

(布)以党团方式实现政治领导权的政制 这一政制的历史

①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

选编) (下)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16 页。

②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

选编) (上)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49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7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第

31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7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第

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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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是苏维埃内存在多党竞争的事实，并以此方式作为产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处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国家主权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国家主权等政治关系的基

本准则。

毫无疑问，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更由于中国共产

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严格遵行俄共(布) "党团一苏维埃"

模式， 1931 年 11 月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届中央执委会

(即最高权力机关，共 63 人)、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即

最高行政机关，共 12 人)完全由清一色的中国共产党人拒

任。这些人选几乎均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中共各

省委和苏维埃主要负责人、红军各军团主要酋长组成。①仅从

人员构成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行

政机构的全体人员，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全体成员、中共

各省委和苏维埃主要负责人员、红军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员，

几乎完全是重叠的，可以说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政

制框架。其目的，如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所规定"为着巩固和

加强元产阶级领导，苏维埃首先必须坚决拥护元产阶级政

党一一共产党的领导。"②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性的"红色政

权"中也存在，如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各群众团体与政府机

关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包办，没有提拔积极的非党群众来

参加"。③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失去了实际

① 转寻 l 臼二E健英《中华苏维埃首届中央执委会的组成与特点、}， {党史文

革且)) 1995 年第 1 期。

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 (第 1 卷)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1 , 353 页。

③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第

5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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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上已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人民主

权特征所替代了。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不沿

用俄共(布)实行的干部任命制和干部调动制等办法，充实

干部奇缺的苏维埃队伍，包括苏维埃代表会议代表和苏维埃

机构领导人员。在闽粤赣苏区，"政府和群众团体的负责者，

几乎都是党员，没有注意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指

导工作，而党又时常没有经过群众组织的手续，随便调动党

员，更使群众组织及政权工作表现涣散不健全"。①在拥赣革

命根据地，苏维埃选举没有真正实行，"没有首先由各革命团

体提出候选委员名单，发动选民来讨论和审查"。②在湘鄂赣

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完全由党包办，县苏一切

的工作要去问过县委才去做"。③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情况也

基本类同"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组织和 I作人员都是放在党

的荷包内的，党可不经过群众路线而自由调动，因此苏维埃

和群众团体独立系统的建立就成了具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

群众团体上级决议和通告之执行 全视地方党部之负责人为

依据。"④在当时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

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

处罚"、"成问题"的人员去干这些"党外"的苏维埃工作，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653 页。

② 《泊吕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第

463 页。

③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 1 辑) ，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540 页。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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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形成把在苏维埃中工作者成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而

且在有些地方， "苏维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

行"。①因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主权取代苏维埃的国

家主权和国家行政权力等有违主权在民法理原则的现象，竟

频繁出现在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的最初实践中。其结果，

当然是"党"与"国"不分权不制衡的高度集权政制， "群

众遇事要问党，政府解决似乎靠不住，一定要问到党，党在

家长制度个人包办的作风下，问党必须问到书记才放心。这

种风气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改正。党的包办制度的盛行，一切

工作归党，简直党在政府及各群众团体中的万能，一切政府

和群众团体的问题由党部直接解决，因此，苏维埃工作的建

立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简直没有苏维埃和群众团体，只是

变成了执行党的命令的机关。"②

显而易见，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唯一执政党的中国

共产党，它的政治领导地位与执政功能是至上的，毫无疑问

地享有国家主权的政治权威;而作为党亲自扶持的苏维埃政

权一一人民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政体制度，它是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权力机构，也依法享有国家主权的政治

权威。

(二)制衡政党国家主权的本土资源

按照列宁晚期政治思想，即试图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与苏维埃立法权力机构两者分离状态，以实现分权制衡，如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7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第

621 页。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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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避免"党"与"国"不分，执政党国家主权与最高立

法机构国家主权合并为一的政体制度。 但是，列宁的这一政

治体制改革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相反，经济

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地通过

斯大林主义盛行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雨波及年幼的中国共

产党。因此，发现"党" "国"不分的弊端并试图加以纠正

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与实践，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政

治实践与政治觉悟之下展开的。这一分权并制衡"党"与

"国"等不同国家主权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它在根源上与

列宁党建思想基本上一脉相承一一一以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人民主权特征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

中共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早就提出

了"党"与"国"两种国家主权需要分权制衡的政改思想:

"过去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

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①在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针

对过去"党"与"国"不分造成的危害，要求"坚决反对过

去党的命令和包办，严格划分党与政权、群众组织的独立系

统，纠正过去党包办一切的国民党工作方式"。②"党绝对不

能命令政权与群众组织，更不应包办其一切工作。"③在湘鄂

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地方党组织要求"党" "圈"之政治功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http://news.xinhuanet. com/ 

ziliao/2003 -01l19/conlenl 696182. hlm。参见《中国共产党文库一一党

的理论 80 年历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第 169 页。

②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第

518 页。

③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 JlIt)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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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一即"党"与"国"两者国家主权的地位与作用一一不

能互相代替，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身份。"凡关于一切土

地、军事、经济、文化、肃反、改善人民生活等均须由苏维

埃政府切实负责执行，而不能由党代替，党只是决定关于这

些工作之重要政策和检查苏维埃党团的工作。"①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红色根据地"局部性

执政之始，从实际工作效果中逐步发现，以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直接行使国家立法权力机构和国家行政权力机构的做法并

不妥当，并及时在实践工作中加以纠正。毛泽东就在井冈山

创立根据地进行红色"割据"的早期"执政"经验指出:

"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

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

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②在苏维埃运行过程中，

针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苏维埃立法权力机构和国家

行政权力机构相混同的高度集权现象，中共中央当时即对此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包办一切的

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各级党部对于党

的领导作用的了解，是非常模糊而不正确的。以为要保障党

的领导作用是要由党来包办一切。"③可以看·出，中共明确

要求，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即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与苏维埃即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这两个国家主权之间的界

限。"苏维埃是工农兵劳动群众的政权机关，党对苏维埃不

① 《湘号jl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 2 辑) ，人民出版社， 1986 ，第

8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第 73 页。

③ 《巾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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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其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特有的人民主权特征，

在其开始探索执政的历史过程中，能够发现并及时纠正在人

民主权一国家主权一分权制衡国家主权一保障公民自然法权

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中的不当做法甚至谬误。但是，毋庸讳

言，这种纠正并没有从制度上达到根治的效果。究其根本，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于如何把握人民主权一国家主权一分权

制衡国家主权一保障公民自然法权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诸要

素之间的法理关系，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作为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运行机制的历史上，曾经历历史循环的"怪圈"沿用"党

团一苏维埃"政制模式(包含任命制和选任制)一一出现

"党"与"国"两种国家主权"合工为一"的高度集权现

象一一纠正权力高度集权模式的倾向一一继续沿用"党团一

苏维埃"政制模式(包含党任命制和选任制) ，等等。究其根

本，这是因为没有从理论上承认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特

定的政党国家主权这一法理事实，以及从法理角度区分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的政党国家主权与代议制条件下最高立法权力

机构，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

20 世纪 40 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

主根据地倡导实行的"三三制"新型民主政制中，作为抗

日民主根据地一一"边区"境内一主要执政党的中国共产

党与边区参政会、边区政府之间，在探索以分权制衡国家主

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创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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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内核仍是过去的"党团一苏维埃"

政制模式，只不过分权与制衡国家主权的因素产生了一些

量的变化一一仍没有实质性的政制突变。过去的政制"顽

症"一一"党"与"国"两者国家主权不分的权力高度集

权现象 没有从根本上杜绝。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党内早

就对此高度警惕。如， 1941 年 4 月，邓小平在的《党与抗

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对于当时盛行的"以党治国"的观

念与做法给予了有力批判。他认为 "以党治国"模式正

是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严重弊端与主要特征"假

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

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

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

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

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

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①他认为，党权，中共作

为"边区"主要执政党所拥有的执政权一一连接人民主权

与国家主权的政治领导权，并不能高于其他一切权力，因

为，参政会等代议制权力机构当属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

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政府则是最高行政机构。

邓小平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

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

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

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

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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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

全相反的政策。"①他强调，执政党在"边区"的政治领导

权，不能直接地向"边区"最高立法权力机构即参政会，

也不能直接向边区政府即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邓小平指

出，"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

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

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

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

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②这一段话所表示的"党"与

"国"两种国家主权必须分权与制衡的重要思想是十分明

确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管是最初代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功能并具有最高立法权力机构法理特征的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是 1959 年以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它们先后作为最高立法权力机构与国家主权的象征，都

改变了当年苏维埃时期由清一色共产党员甚至是清一色中央

政治局成员构成的旧有做法;相当比例的非党人士和民主党

派人士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国家

主权之间以及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分权与制衡的

政治制度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过去从俄共(布)党团一苏

维埃政制模式(包含任命制)衍生出来的政治统治惯习，仍

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彻底的梳理与清算。因此，"以党

治国"理念中"党" "国"统治模式的阴影，不仅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和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共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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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甚至在 1949 年后中共

领导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两个历史过程中，都产

生过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直到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

结束，邓小平再一次对他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批判过的

"党" "国"模式，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新时期作出更加深

刻的批判。而这些针对"党" "国"不分，特别是执政党国

家主权与最高立法权力之间缺乏明显分权制衡之执政理念与

模式的批判观点，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时期的苏维埃年

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再到 20 世

纪 40 年代"兰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再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每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每一次又是何等的

"惊人"相似!

邓小平一直强调"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

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

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

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

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

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

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

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

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

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

题。……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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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①

"党" "国"不分式的"以党代政"甚至"以党代法"等

违背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之法理原则等现象，需要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主权原则开始重新梳理，这不仅是一

个实践中需要重新探讨的重大课题，更是一个理论上需要重

新反思与建构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瓶颈性课题。

一句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妥

善建构与切实推行人民主权一国家主权一分权制衡国家主

权一保障公民自然法权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运行机制，在根

本上取决于在国家主权之间，以及在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

力之间，特别是在国家主权、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

重新恢复和继续过去分权与制衡国家主权的艰难探索一一它

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与关键课题。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328 -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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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中的公民结社活

动一崭露头角，即引起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有的从族群角

度研究沿海地区传统民间组织的兴起，①有的则从合作主义视

野直面公民基于宪法原则自由结社等新现象，②等等。这些学

术研究逐步引发了社会各界从民主价值和管理模式两个主要

角度，持续展开理性界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

进而完善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最终转变执

政党执政方式，并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各种理论讨

论与实践探索。

深圳市福田区党委政府与先后表现为三种形态的华强北

草根民间自治商会之间，长达八年多时间的互动历史与现

状，从经验实证的角度说明，权利平等性是国家与社会能够

"正当妥协"的主要前提，权利正当性是公民结社自治活动

能够"政治嵌入"地方政治活动空间的主要条件。华强北

商业街草根民间自治商会通过自身偏好转换主动接近地方性

国家政治权威，以"正当妥协"方式扩展自身合法性，从

① Fa盯e ， David ,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α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71 

② 王颖、折l庞叶、孙炳耀: {社会中间层一一一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

国发展出版社， 1993 ，第 85 -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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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维权活动和政治参与方面更具有实效;地方性国家政治

权威，主要是指福田区党委政府，特别是指华强北商业街党

委和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党政职能机构，能够

通过主动转换自身偏好接近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在政策制定

出台和社会动员方面获取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政治合法

性。微观实证的地方性知识表明，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双

方，能够通过协商民主革式，相互赋予对方生存与发展所必

需的权力/权利空间，有效避免了潜在的冲突与对立，完全

有可能达到正和博弈 (positive game) ，实现"正当妥协"

的双赢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时代浪潮似

乎一浪紧过一浪地冲击着旧有观念和传统思维:从政府直接

到社会的单向度管理理念，尽管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张力，但一定条件下也会引发国家与社会潜在的

冲突与对立。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与华强北商业

街管委办，与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长达八年多的互动过程

中，民间权利最终能够从体制内被动"政治安排"参与地

方治理，向着体制外主动"政治嵌入"参与地方治理的方

式转型，并有效地参与华强北商业街的商业与社会秩序重建

等过程，就是政治人类学范式下的地方性知识。

首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体制转型与社会转轨过

程中，我国公民能够依据宪法原则自由结社，这种与传统

计划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

民主价值的重新思考。一方面，单凭代议制民主制度，仍

无法容纳主权在民的法理精神。草根民间组织在某些场域

具备社会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甚至行政合法性，但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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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性而不能张扬正义;①这种背景下，学界越来越关

注另一种传统民主班式即协商民主理论( deliberative de

mocracy) ，②这一民主范式能够允许草根民间组织等社会

权利载体，在交往行为中与包括党政机构在内的权力实体

产生平等性互动联系。"权力对象说"理论主张，政治权

力并非国家一一政治统治(国家主权与国家行政权力)所

独有，政治权力也不局限于民间合法社会团体;政治权力

可以扩大到一切同行使权力有关的各种载体与形式，人们

只有通过对社会互动体系的描述才能够揭示其中存在的影

响、力量和权威。③毫无疑问，政治权力之于国家与社会

自治组织，在道德与规范基础上，享有天然平等之地位;

而从政治权力的源头来看，社会权利甚至立于一切权力之

上，这正是主权在民法理原则的正当性体现。当然，在民

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而正

是这一点才能构成(协商)民主的基础。有分歧，才能通

过协商民主方式求得统一与协调;在有限分歧的社会基础

上，通过协商民主施式下的正当性互动关系，能够重构社

会"和谐"。④总之，国家与社会双方可以通过各自的偏好

转换而非偏好聚合，在对话协商中将各自的工具合理性转

①高丙中: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2 期。

( Bessette , Joseph . M.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 in How Democrαtic 1s the Constitution ? 

eds. Robert A . 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 , Washington : Ameri田

can Enterprise Institule , 1980 , pp. 102 - 116 

③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 《政治社会学一一政治学要素} ，杨祖功

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7 ，第 15 - 16 页。

④ 1苦士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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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往合理性。①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范式，有多种语

境与表达方式，如"商谈理论" (discourse theory) ，还如

"商议性政治" (deliberative politics) ，等等。其主要含义

均在揭示"内在于法律本身的那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

张力"，②以克服传统政治统治下的法治国危机。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的治理理论，也注重政治共同体内多向度

的协商机制，以此达成相互妥协、承认、一致，因而可以

作为社会行动的共同基础。③协商民主是潜能巨大的治理

形式，它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

理解、辨别所在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

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④另一方面，协商民主

范式是人类思考民主政治的共有价值与思潮，而非哪一个

民族哪一个地方所独有。如，受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影

响，我国有学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提出过较完整规

范的协商对话制度等学术与政治概念。③此一观点在当下

中国仍方兴未艾，社会各界逐步达成如下共识:沟通与对

话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有利于及时准确反映

不同利益群体的具体要求;有利于优化社会监督，有利于

① 〔德〕尤尔根·晗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张博树译，重庆出

版社， 1989 ，第 123 页。

② 〔德〕尤尔根·晗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童世骏译，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第 358 - 409 页。

③ 〔英〕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 <国际社会科学杂

志} 1999 年第 1 期。

( Jorge M. V aladez , Deliberative Dmocrαcy ， Political Legitimαcy ， αnd Se扩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α1 Socities. USA Westview Press , 2001 , p. 30 

⑤郑杭生、张建明: <试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 {中国社会科学》

198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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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开放社会的国际形象。①

其次，公民自由结社活动的兴起，还引发了学界对国家

与社会结构性互动关系的重新思考。一是国家中心论，即国

家主权根据自主理性，在推动公民自由结社活动的生成与发

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其政治主导作用，②国内新权威主义回应

了此一路径的学理诉求:主张党委政府利用国家主权的强制

力量加快经济发展以获得持续的政治统治权威，并在社会管

理等领域获得相关的控制效果。③但也有学者反思:在市场化

改革逐步摧毁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当下中国的社会领

域却从无到有地建构着社团管理的计划体制，显得与时代发

展的预期不相符。④二是社会中心论，主张限制国家主权的行

动艳围，要求创新一个具有实质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我管理

的社会空间;⑤这种学术理念与实践活动，也对中国当下公民

结社活动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⑥三是国家与社会

之间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论。由于国家主权和社会自治组织

之间，在各自组织功能与特征上存在一定互补性，国家与社

会双方均具备相同的潜质，即主动要求建立双方的合作伙伴

① 迟福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与非政府组织发展}， {杭州师范

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3 期。

( Peter B. Evans , Dietrieh Rllesehemeyer , Hnrl TherlH Sknr.pnl , Rring the State 

Bαck I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166 

③ 吴稼祥: ((新权威主义述评)， 1989 年 1 月 16 日《世界经济导报》。

④ 康晓光: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 年第

28 期。

( Jolm Keane ,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 London : Verso , 1988 , p. 5 1. 

( Joel S. Migdal , Strong Societies αnd JI7 eak States : 5tate - Society Relαtions 

αnd 5tate Cαpαbilities in the Third J170rld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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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①国家与社会能够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身角色发生变

化，并不断处于相互适应的动态变化过程中。②其结果，国家

与社会之间有机会能够相互赋权 (mutual empowerment) ，从

而获得国家主权功能强大、公民自由社结活动也极富活力的

双赢效果。③换言之，即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当妥协"

的创新局面。总之，"要创新恰如其分的运行机制，以使国家

权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沟通渠道制度化。对于绝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而言，这种乐观结局并非就是理所当然的前景。它们

能否抢抓难得的政治机遇，构筑良性的结构性相互赋权，以

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关键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的精英人

物能否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谋略，是否深怀强烈的政治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心"。③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结

构性良性互动达成"正当妥协"并能相互赋权的"恰如其分

的运行机制"在哪里呢?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华

强北商业街管委办，与先后表现为三种形态的华强北草根民

间商会之间，充分运用体制内"政治安排"与体制外"政治

(L. M. Salamon , ..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 Foreign Affairs , 1994 , 
73 (4) . Jorge M. V aladez , Deliberative Dmocrαcy ， Politicα1 Legitimαcy ， αnd 

Self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ties. USA Westview Press , 2001 , pp.16 … 

39. 

( Joel S. Migdal , State in Society : Studying How States αnd Societies Trαnsform 

α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 57 

③ 顾昕{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一一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

相互赋权}， {浙江学刊} 2004 年第 6 期。

( Wang Xu , ..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 Its Nature , Condi-

tions , Mechanism , and Limits" Compαrative Politics , Vol. 31 , N o. 2 , 
1999 , 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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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等不同政治参与方式，共同建构了华强北商业街良好

的商业秩序与社会秩序，有效实现了社会和谐。实践表明，

这是社会转型期有效的治理新模式。

新的场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惯习，即通过使多元行

动主体在互相协商对话中良性互动的治理方式，来创造所需

要的规范结构和道德秩序。①华强北草根民间商会酝酿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它先后有三种不同的社会自治形式，一

是以私(民)营商人"俱乐部"形式活动(虽然也自称联谊

会，但无实体组织，基本上是以其自嘲的商人扎堆诉苦的

"诉苦会"形式展开联谊性质的活动) ，二是分别演变发展为

公开与华强北商业街党委、华强北商业街管委办，甚至与深

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以及与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等党政机构，

进行直接对话的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实际名称为"华强北商

家联谊会筹委会" ) ，和华强北商家协会等商人自治组织。值

得注意的是，深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于 1990 年 9 月正式成

立，也就是说，代表着执政党国家主权的地方党委政府的政

治功能，在这个时间点才开始正式发挥作用。从纵向来看，

福田区委区政府的政治领导机构，与华强北商业街私(民)

营商人结社自治组织，在这块全新社区里几乎同时产生并发

挥出社会治理的功能。那么，经济上高度集中和政治上高度

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对于生活在这片具有权力与权利关系

"原始化"等特征的土地上的创业者而言，除了在思想上和精

神上还留有一些传统观念和印象以外，并不能产生明显的实

( Van Vliet Kooiman ,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 in K. Eliassen 

and J. Kooiman (eds ), Mα阳ging Public OrgαnL2αtions. London Sage , 

1993 ,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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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意义和实际作用。换言之，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政治权威对

于从五湖四海来到深圳这片"乐土"创业的"自由民"和

"冒险家"们来说，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作用;在这片人员

相对陌生、国家与社会关系与传统社区里的有着巨大差异的

功能转型区域，地方党委政府在运用国家政治权威和传统社

会管理经验施政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新的更大挑战。来自他

乡的陌生民众，对于"宫"方基层组织相对匮乏、市区党政

机构遥不可及的陌生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输入忠诚?从外

域"空降"而来的新生地方党政权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准

确全面地代表和反映民众的切身利益?传统体制与思维习惯，

在新的权力场域并不能起到百试不爽的惯习作用。①改革开放

之初，全国"打造"深圳经济特区背景下形成的华强北轻工

业区，最终成功地突破"官"方规划演变成为私(民)营商

人自发兴起的著名商业街，这一时空转型，既冲破了传统体

制和旧有文化下的种种束缚与羁绊，为商业经济高速发展开

辟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捷径，创造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商业经

济奇迹;同时，又解决了传统体制下既有法律法规难以解决

的社会管理难题，其中突出的是探索了重新建构国家与社会

之间结构性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以及重新诠释人民主

权与国家主权之间法理关系的新思维。公民结社自治与民间

组织研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它的实

质是对国家主权/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利如何作出合乎法度

的制度性安排:人类有史以来，这一制度性安排的法理边界

表现为宪政政制;在当下中国，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① 〔法〕布尔逃厄: {国家精英一一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杨亚平译，商

务印书馆， 2004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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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进程。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办"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

的民间化趋势愈演愈烈，新兴社会阶层合群结社兴办各类草

根自治组织的民间结社活动如火如荼;我国民间组织的迅猛

发展，暴露了当下民间组织法律体系和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

理论与实践仍相对滞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对于如果

重新诠释和重新建构合乎法理原则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至今仍没有形成主流的价值判断与实践逻辑，意见并未基本

统一。迄今为止，我国尚无民间组织和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

目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出台的社会团体的有关条例，其思维

仍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束缚，①即其主要思维表现为

从政府到民间社会的单向度控制路径。②地方党委政府的社会

管理与民间结社活动在法理基础上的交往行动与协商对话，即

在于变更沿用过去党委政府单方面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为现在党

委政府与社会之间"正当妥协"西式下的和谐与对话;在"正

当妥协"基础上，党委政府既进一步"放权"，同时也获得更

多社会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民间结社自治活动既能"政治嵌

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同时也能有效地获得党委政府的

更多扶持，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当下中国之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方面国家权力似乎元处

不在，无所不能，但另一方面对于广泛兴起的公民结社活动

等社会权利未能有效治理;一方面社会民间自治活动似乎与

① 保育钧: {勇于改革、大R!.l.实践，探索中国商会改革发展之路}， {民间

商会实践试点研讨会论文专辑}，无锡社会经济比较研究所， 2004 年 12

月编印，第 4 - 8 页。

② 浦文昌、荣敬本: ((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003 , 

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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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所抵触，但另一方面"官办"商

会和行业协会之民间化倾向，以及民间草根自治活动大有蓬

勃发展之趋势，并伴随出现了无序混乱之状态。公民结社活

动在国家与社会双方"正当妥协"中"政治嵌入"地方进行

政治参与的政治人类学田野经验，即在于变过去国家主权全

面主控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政治惯习，为基于平等交往

的双向协商与对话。在此基础上，国家主权/国家行政权力既

主动通过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等措施给公民结社自治活动"松

绑"，同时也变通相关政策与法律，给予民间自治组织更多合

法律性;民间自治组织既主动呼应地方党委政府的改革措施，

同时也积极"政治嵌入"地方进行政治参与，推进地方经济

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决定了她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具备了人民主权的法理特征;同时中共

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无疑具有最高政治统治权威，

因此能够与人民代表大会一一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一共同形成

完整的类似于"双轴体系"的国家主权权威。一方面，在立

法权这个最高层面的国家主权框架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

大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个组织，成为互

为依托、不可分割的完整整体，也即构成了双重的主权中轴

体系。当下中国草根民间组织广泛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人民主权最终决定国家主权走向的历史发展趋势，这对中

共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①"加强与创

① 参见如下资料:马西恒: {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 {政治学研究》

2003 年第 1 期。尹德慈: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 , 

《探求}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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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管理"①的时政大局，要求执政党把过去管不了管不好

的社会事务"简政放权"，把属于社会自治市峙的社会权利

"还政于民"，进行必要的政治权威分权与增强社会自治自主

权。②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需要进一步转变执

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如此才能科学地整合社会资源，增

强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草根民间结社自由对

于社会和谐具有"双刃剑"的作用;③草根民间组织自身也

会因为"内部人控制"等治理混乱而面临着诸种"合法性危

机"，这特别需要执政党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发挥国家主

权对于人民主权的保障功能，以引领国家与社会在结构性良

性互动中，通过双方"正当妥协"，确保公民结社活动在"政

治嵌入"式政治参与过程中向着健康良性的方向演进。

公民结社自治活动的实质是主权在民等法理精神的基本

体现，是人民主权最终决定国家主权等政治合法性宪法原则

的一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般结论。恩格斯

在 1894 年 1 月 3 日给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的题词中

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

① 胡锦涛: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管理体系>， 2011 年 2 月 20 日《人民日报> 0 2011 年 2 月 19 日，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在中央党校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

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

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j实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

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②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328 页。

③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92 ，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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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又将

"自由人联合体"这句话，用来表达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

本思想。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

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

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②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唯一政治领导力量，

并与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共同构成中国国家主权的实体。因此，

当下中国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必然会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工作，必然会推动公民被动地从国家主权"政治安排"

式参与政治活动向着公民主动地合群结社"政治嵌入"政治

活动的路径转型。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时代背景，也

必然会推动中共转变执政方式，进一步增强执政能力和提高

执政水平。履行最高立法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主

权的重要载体，它的本质特征是主权在民，一切权力源于人

民，政治统治的瞧一合法性在于人民同意;公民自由结社活

动的政治成果则会促进保障公民个体的立法参与权。因此，

国家与社会等社会主体应该能够确立多层次的双轨立法观念

与立法体制，以此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立法传统，

并向国家与社会各个社会主体在"正当妥协"范式下共同参

与立法等方式转变。③当前，我国有关民间组织的正式立法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I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757 页。

③ 陈端洪: ((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至上 中国立法批评)， {中外法

学} 199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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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缺乏，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凌乱分散，这就导致

了在轰轰烈烈的立法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法律漏洞与危机。

总之，公民结社活动与草根民间组织的合法化过程，需要从

社会契约原则出发，即要求国家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利对话谈

判、民主协商，并能够通过法律程序引向法治国境界。①

毫无疑问，即便是权威的协商民主理论者，也承认此一

理论的现实解读存在着诸如协商双方地位不等、协商公正性

难以确立、协商结果元法保障等困惑。②这些困难无疑给国家

与社会双方"正当妥协"、公民结社"政治嵌入"当地政治

活动带来了阻力。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结社自治经

验，在代议制民主范畴下无法得到解释，华强北私(民)营

商人结社自治行为虽然得到了华强北商业街内外国家权威的

默认与许可，但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接纳和政治意义上的

认同，而仅仅是基于商人群众这一特殊公共领域所具备的

"发韧条件"，地方性的国家主权权威与华强北商业街私

(民)营商人自治组织，能够暂时形成偏好转换和"正当妥

协"。如何扩大这种"正当妥协"经验，并从法律法规层面充

分扩展公民结社"政治嵌入"地方政治的时空范围，这正是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P. H. Gries & S. Rosen , (Ed. ) by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 State 

α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α Crisis ， Contention ， αnd Legitimα tion. New 

y ork Routledge. 2004 , p. 88 

(J. Bohman ,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 Complexity , and Democlαcy. The 

MIT Press , 1996 , pp.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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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阶层

"政治安排"问卷调查表

党员民营企业主发挥政治作用的问卷调查①

中共宜城市委调研组

一、问卷提示:

党员私(民)营企业主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力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党

员私(民)营企业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发挥政治作用

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次调研目的，在于了解您对履行应尽政治职责的想法

和建议，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为此，请您逐条如

实填写，并可附言简明个人观点。本次问卷，不署名，不宣

传，不记录入档。

谢谢合作!

① 编号: DY一1 。本次调查系作者以按职担任中共][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的形式在宣城市开展的，调研以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名义进行;特此说

明。该调查得到了时任中共宣城市委主要领导人张学平先生的支持与帮

助，专此布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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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内容(将所选唯一答案的符号填入横线上)

1.您目前的身份

A. 党员 B.党代表 C. 党委委员

2. 以民营企业主身份入党，您的家人和朋友的态度

A. 支持 B.无所谓 C. 反对 D. 怀疑

3. 以民营企业主身份入党，对您的经营的影响

是

A. 积极 B.消极 C. 没有 D. 元感觉

4. 以党员身份创业民营企业，您的家人和朋友的态度

是

A. 支持 B.无所谓 C. 反对 D. 怀疑

5. 以党员身份创业民营企业，对您的经营的影响

是

A. 积极 B.消极 C. 没有 D. 无感觉

6. 当经营活动受到人为阻碍时，您首先想到的

是

A. 依靠法律手段 B.依托熟人朋友

C. 找党组织反映 D. 花钱买安

7. 每当决策重大经营活动时，您一般是

A. 个人决断

B.管理层(董事会)研究决断

C. 全体员工(股民)共决

D. 党组织先行研究

8. 民营企业主当选党代表和党委委员， fg认为主要

是

A. 政治荣誉 B. 经营活动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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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参政议政的条件 D. 没有认真想过

9. 对当选党代表和党委委员，您自己主观的态度

是

A. 积极争取 B. 服从组织安排

C. }1J.ïí!从党心民意 D. 无所谓

10. 当遇到与自己经营活动关系不大的事物时，您的主要

态度是一一一一一一
A. 尽量不介入 B. 推托不掉时介入

C. 积极主动介入 D. 组织委托后介入

11.与地方党组织的想法和政策有冲突时，您的主要态度

是

A. 沟通协商后服从组织

C. 实事求是地办事

B.沟通协商后据实行事

D. 根据经营情况办事

12. 当地党员、群众有特殊要求和强烈不满时，您的主要

态度是

A. 及时向党组织建言献策

B.组织上征求意见时反映

C. 过组织生活时反映

D. 视与自己企业的关联度而定

13. 当组织上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时，您的主要态度

是

A. 依据党的职责继续反映

B.保留自己的观点

C. 联合志同道合者，通过法律、新闻、说情等方式说服

领导

14. 地方党组织主要以哪种方式征求您对重大事情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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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党的会议 B. 个别谈心

c. 文件传达 D. 领导调研

15. 您交纳党费的标准如何计定

A. 根据个人实际收入

B.根据企业纳税情况

c. 根据以前情况，比照他人执行

16. 党员民营企业主"富而思源"，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这是否是您发挥政治作用的基本形式

度是

A. 是 B. 不是 c. 说不清

17. 您了解企业经营活动以外事物的主要途径是

A. 个人渠道 B. 组织渠道 c. 基本没有

18. 您认为对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主要途径是

A. 把企业做大做强

B.为群众办更多好事

c.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重大决策方案

D. 担任重要的党政职务，直接作出科学的重大决策方案

19. 发现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存在重大问题时，您的主要态

A. 只要不损害企业的利益，就任其自然

B. 即使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也要委曲求全

c. 如果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就不惜一切检举、抵制

D. 依照组织程序或法律程序主动检举揭发

20. 如果您的员工与您的经营行为有严重冲突，您的主要

态度是

A. 依靠组织说服教育

B. 劳动仲裁

c. 执行以后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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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依照《党章) ，您享有党内的选举权，您是否认为基

本履行了这一政治职责

A. 是 B. 不是 c. 说不清

22. 依照《党章) ，您享有党内的被选举权，如果其他代

表联合提名您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您的主要态度一一一一一

是

A. 主动接受 B.内心不接受

c. 组织上安排就接受 D. 无所谓

23. 如果您不赞成组织提名的人选时，您的主要态度

A. 技票表决时如实表达

B.表决时服从组织意见

c. 主动说服组织更换人选

D. 联合其他代表、委员投票反对

24. 如果组织上或其他代表联合提名您担任党内重要职

务，但是受到一些干扰和阻碍时，您的主要态度是

A. 主动搞好关系，做好准备工作

B.扩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选票

c. 任其自然发展

D. 公开表示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利

25. 如果您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您如何处置自己的民营

企业

列

A. 让渡于自己的家人 B. 售予他人

c. 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 D. 雇人经营企业

26. 如果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您是否愿意进入公务员序

A. 愿意并享受应有待遇

B.愿意但不要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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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愿意，但震行应尽义务

D. 不愿意，两边都兼顾

27. 担任党内重要职务后，如果您的企业行为与地方政策

有所冲突，您的主要态度是

A. 主动调整企业行为 B. 主动调整现行政策

C. 提请会议研究决定 D. 任其自然

28. 担任党内重要职务后，如果您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经

营上有所冲突，您的主要态度是

A. 公平竞争，不加影响

职务

B.坚持原则，以公共利益为准绳

C. 提请会议研究决定

D. 主动回避

29. 如果党员民营企业主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A. 出台有关党的规定，宣布与经营管理活动脱钩

您希

B.出台有关党的规定，限制进行与职务有关的工商活动

C. 出台有关党的规定 限制担任与企业经营有关的领导

D. 维持现状，不作大的变动

30. 您认为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理想方式是

A. 从事党务工作，更好地为党分忧、为民造福

B. 从事经营企业，更好地施展个人才华

C. 以党务工作为主，兼顾企业经营

D. 以企业经营为主，兼顾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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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党员)情况一览表 (1)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姓 性 出 文 人
民营企业 注 纳 员 控 党

生 化 党 名称及成立 册 税 工 股 内
年 程 时 资 ，总 人 比 职

名 别 月 度 !可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例 务

联
系
电
话

注:1.此次发放的统计表格总共一式八份。如同一名私(民)营企业主同时

是党员、党代表、党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模(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等六项中任何两项以上者，均Jil蠢复统计并如实填写。

2. 党内职务指该同志在该私(民)营企业党组织内所担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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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党代表)情况一览表 (2)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姓 性 出 文 人
民营企业 注 纳 员 当 当 控

生 化 党
名称及成立 册 税 王岛 选 选 股

年 程 时 资 J凸b、 人 时 级 tt 
名 别 月 度 问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问 别 例

注:党代表是指该同志当选为乡镇以上党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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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党委委员)情况一览表 (3)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 姓 性 出 文 人
民营企业

注 纳 员 当 当 控 联
生 化 党 名称及成立 册 税 工 选 选 股 系
年 程 日才 资 ，总 人 时 级 比 电

号 名 别 月 度 |泻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问 别 例 话
」 一一一」

注:党委委员是指该同志当选为乡镇以上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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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人大代表)情况一览表 (4)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 姓 性 出 文 是 民营企业
泼 纳 员 当 当 控 联

生 化 万"^'之 名称及成立 册 税 工 选 选 股 系
年 程 党 资 ，总 人 时 级 比 电

号 名 别 月 度 员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问 别 1JlJ 话

注·人大代表是指该同志当选为乡镇以上人大代表，当选级别一栏注明是乡

镇、县、市、省或全国，如担任领导职务也在此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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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政协委员)情况一览表 (5)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 姓 性 出 文 入
民营企业 注 纳 员 当 当 控 联

生 化 党 名称及成立
册 税 工 选 选 股 力叮俨变A 

年 程 时 资 总、 人 级 比 电
号 名 别 月 度 |闯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间 别 例 话

注:政协委员是指该同志当选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当选级别一栏内注明

县、市、省或全国，担任领导职务的也在此栏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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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劳模或五一奖章)

情况一览表 (6)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姓 性 出 文 入
民营企业 注 纳 员 当 当 控

生 化 党 名称及成立 i忻 税 .I 选 选 股
年 程 时 资 ，总 人 时 级 I:t 

名 别 月 度 间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司 别 例

注:劳模或五一奖章是指该同志获得的县级以上劳模或五一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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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宣城市私(民)营企业员工

(管理人员)政治待遇

情况一览表 (7)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姓 性 出 文 是
民营企业 纳 二E 待 当 当 是

生 化 杏 名称及成立
税 作 遇 选 选 否

年 程 3t ，总 职 类 时 级 在2>

名 别 月 度 员 (改制)时间 额 务 型 问 别 股

联
系
电
话

i注.政治待遇类型是指该同志当选为乡镇以上的党代表、党委委员，县级以

上的政协委员或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等至少其中一项者，当选为两项以上者JiL

如实统计并另起一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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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

(要求人党)情况一览表 (8)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 姓 1在 出 文 申 民营企业 注 纳 员 控 其 联
生 化 请 名称及成立 册 税 工 股 他 系
年 革主 时 资 总、 人 比 待 电

号 名 别 月 度 !可 (改制)时间 金 额 数 例 遇 话

注:申请时间有两次者，只注明第一次和最近一次;其他待遇娟该问志是否

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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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

"政治嵌人"问卷调查表( A) 

调查问卷 (A) ①

[提示]以下每项问题只选一个准确答案，并将答案代号

填至题前的括号内。

( ) 1.您的年龄

A. 20 -29 B. 30 -39 C.40 -49 D. 50 -59 

( ) 2. 您的政治面貌

A. 中共党员 B.民主党派

c. 无党派 D. 共青团员

( ) 3. 您所在公司经营的主要业态

A. 电子 B.百货 c. 服装

D. 餐饮 E. 物业 F. 证券

( ) 4. 您在所代表的公司中

A. 不持有股份 B. 持有股份

c. 担任董事 D. 董事长

( ) 5. 您所代表公司的年度纳税总金额(万元人民币)

① 编号: DY2.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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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问卷调查表 (A) • 
仁一一J

A.100 以下

c. 500 ~ 1000 

B. 100 ~ 500 

D.1000 以上

( ) 6. 您代表所在公司现在华强北商会中担任

A. 会员 B. 常务理事 c. 副会长

D. 会长 E.还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 ) 7. 您所在公司什么时间开始参加华强北商家联谊

会、商家协会活动

A. 1997 ~ 2000 年 7 月

B.2000 年 8 月 ~2002 年 5 月

c. 2002 年 6 月 ~2004 年 9 月

D.2004 年 10 月以来

E. 没有参加过

( ) 8. 您所在公司加入华强北商会以外的其他商会、

行业协会情况

A. 没有加入其他商会、行业协会

B. 己加入 1 个

c. 己加入多个

( ) 9. 您所在公司在华强北商会以外的其他商会、行

业协会中担任

A. 会员 B. 理事 c. 常务理事

D. 副会长 E. 会长

( ) 10. 加入华强北联谊会、或商家协会、或商会后，

您与公司的法人代表

A. 事事讨论 B.重大事件讨论

c. 基本不讨论 D. 从来不讨论

( ) 1 1.您所在公司对于过去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商家

协会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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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加过

B.没人通知，所以没参加

C. 非法组织，所以不参加

D. 没有参加，但听说过有这样的组织

E 没有听说过这些事

( ) 12. 关于区总商会、管委办曾于 2003 年 8 月召开过

的华强北商会筹备会

A. 被邀请参加了

B.被邀请，但没有参加

c.没被邀请，但参加了

D. 没被邀请，但会前听说过

E. 没被邀请，会前也没有听说过

( ) .13. 关于区总商会、管委办曾于 2004 年 4 月召开过

的华强北商会筹备会

A. 被邀请参加了

B.被邀请，但没有参加

C. 没被邀请，但参加了

D. 没被邀请，但会前听说过

E.没被邀请，会前也没有听说过

( ) 14. 区总商会、华强北商家协会今年 11 月召开的

华强北商会筹备会

A. 被邀请参加了

B.被邀请，但没有参加

C. 没被邀请，但参加了

D. 没被邀请，但会前听说过

E.没被邀请，会前也没有听说过

( ) 15. 区总商会、华强北商家协会今年 12 月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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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问卷调查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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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商会成立大会

A. 被邀请参加了

B. 被邀请，但没有参加

C. 没被邀请，但参加了

D. 没被邀请，但会前听说过

E. 没被邀请，会前也没有听说过

( ) 16. 您所在公司与下面哪个组织交往最频繁

A. 管委办 B.区总商会

C. 政府部门 D. 华强北商家自治组织

( ) 17. 下面哪个组织为您所在公司解决的困难最有

效果

A. 管委办 B.区总商会

C. 政府部门 D. 华强北商家自治组织

( ) 18. 下面|哪个组织对您所在的公司帮助次数最多

A. 管委办 B.区总商会

C. 政府部门 D. 华强北商家自治组织

( ) 19. 今后，如果您所在公司遇到了自身不能解决的

困难，您首先求援

A. 管委办 B. 区总商会 c.政府部门

D. 华强北商会 E. 其他办法

( ) 20. 如果您所在公司遇到的困难与其他相关公司遇

到的困难相类似，您会通过哪种途径与他们沟通、讨论问题

A. 管委办 B.区总商会 C. 政府部门

D. 华强北商会 E. 其他办法

( ) 21.如果您所在公司遇到的困难与其他相关公司遇

到的困难相类似，协商后需要共同向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反映，

您首先想到通过哪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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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管委办 B.区总商会 c. 政府部门

D. 华强北商会E. 其他办法

( ) 22.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商家协会曾为华强北改造

工程、商家户外促销展示活动、交通和停车场问题等事情做

过工作，您对这些工作

A. 有基本了解

B.有一些了解

c. 根本不了解

( ) 23. 对于历史上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商家协会做过

的主要工作，您认为

A. 很有意义，效果较好

B. 很有意义，但没有多大效果

c. 很有意义，但基本上没有效果

D. 可有可无，意义不大

( ) 24. 如果公司是商会、行业协会的成员，您认为应

负的最基本义务是

A. 缴纳会费

c. 执行会议决议

B.遵守《章程》

D. 提供其他帮助

( ) 25. 如果公司是商会、行业协会的成员，您认为享

有的最主要权利是

A.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建议权和批评权

c. 监督权和罢免权

D. ~章程》所赋予的权利

( ) 26. 如果您所在公司的利益与其他同行业公司的利

益发生了冲突，经过华强北商会或者其他组织协调后，您执

行调解的主要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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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丧入"问卷调查表( A ) 
L一__j

A. 公司利益受损的程度

B. 调解协议的合理性程度

c. 外部强制执行的程度

D. 公司公关效果的程度

( ) 27. 如果您所在公司的利益与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发

生了冲突，经过华强北商会或者其他组织协调后，您执行调

解的主要标准是

A. 公司利益受损的程度

B.调解协议的合理性程度

c. 外部强制执行的程度

D. 公司公关效果的程度

( ) 28. 如果您所在公司的利益与华强北商会的决策发

生了冲突，经过华强北商会或者其他组织协调后，您执行调

解的主要标准是

A. 公司利益受损的程度

B.调解协议的合理性程度

c. 外部强制执行的程度

D. 公司公关效果的程度

( ) 29. 您是否向您的朋友谈起过华强北的商家联谊

会、协会、商会

A. 经常谈起 B.很少谈起 c. 从不谈起

( ) 30. 您是台动员过您的朋友加入华强北的商家联谊

会、协会、商会

A 经常这样做B.很少这样做 c. 从不这样做

( ) 3 1.对于华强北商家协会的《华强北商家(协会)

简报} ，您

A. 经常阅读 B.很少阅读 c. 从没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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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对于管委办的《华强北商情简报} ，您

A. 经常阅读 B.很少阅读 c. 从没有阅读

( ) 33. 对于网站"华强北在线"，您

A. 经常浏览 B.很少浏览 c. 从没有浏览

( ) 34. 如果您对华强北商会个别常务理事的作为很不

满意，您会首先

A. 联合其他会员提出异议 B.单独提出异议

c. 容忍 D. 退会

( ) 35. 如果您对华强北商会的多数常务理事的作为很

不满意，您会首先

A. 联合其他会员提出异议 B. 单独提出异议

c. 容忍 D. 退会

( ) 36. 如果商会常务理事会不能经常听取您的意见并

反馈，您会首先

A. 联合其他会员提出异议 B.单独提出异议

c. 容忍 D. 退会

( ) 37. 如果商会常务理事会经常听取您的意见但不采

纳，您会首先

A. 联合其他会员提出异议 B.单独提出异议

c. 容忍 D. 退会

( ) 38. 如果商会常务理事会的决议不符合自己的"胃

口"，您会首先

A. 联合其他会员提出异议 B.单独提出异议

c. 容忍 D. 退会

( ) 39. 如果商会其他成员联合您对商会工作提出异

议，您接受的主要依据

A. 私人关系 B.公司利益 c. 商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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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问卷调查表( A ) 
L一一_j

D. 个人利益 E.正当合理

( ) 40. 如果商会的决议要求您给予配合行动，您接受

的主要依据

A. 私人关系 B. 公司利益 c. 商会利益

D. 个人利益 E.正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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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

"政治嵌人"问卷调查表( B) 

调查问卷 (B) ①

[提示]以下每项问题只选一个答案，并将答案代号填至

题前的括号内。

( ) 1.对于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您曾

A. 经常昕人说起过

B. 曾经昕人说起过

c. 从没有听人说超过

( ) 2.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关于华

强北工程改造的讨论会，您曾

A. 因工作需要参加过

B.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c. 没有参加过

( ) 3.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关于商

家户外促销展示活动的讨论会，您曾

A. 因工作需要参加过

① 编号 D口，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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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次入"问卷调查表( B ) 
i一__j

B. 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c. 没有参加过

( ) 4.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关于华

强北交通、停车场等问题的讨论会，您曾

A. 因工作需要参加过

B. 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c. 没有参加过

( ) 5. 因为牵涉到商家自身利益，华强北商家联谊会、

或者商家协会曾向有关职能部门呈送过反映情况的信函，对

此您

A. 四工作需要看过

B. 因工作需要派人看过

c. 没有看过

( ) 6.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组织的公益活

动、联欢活动，您曾

A. 因工作需要参加过

B.因工作需要派人参加过

c. 没有参加过

( ) 7. 因工作需要，您或者您委派过其他同志与商家

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

A. 曾经常接触过

B.曾经接触过

c. 没有接触过

( ) 8.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没有注册登记，

您认为主要原因是

A. 政策条件不具备

B. 他们的活动性质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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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L一__j

C. 他们不愿注册登记

( ) 9.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或者商家协会的维护商业利

益的活动，您认为

A. 对华强北的经济繁荣科大于弊

B.对华强北的经济繁荣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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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

"政治嵌入"问卷调查表( C) 

问卷调查①

(2004 年 9 月 25 日)

尊敬的问卷对象:

衷心感谢您对本次研究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合作。本次

问卷调查属于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成果全部用于

学术研究。鉴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等要求，

专此设计此份问卷，请您百忙之中如实填写。由于时间仓促，

问卷设计未尽事宜，敬请海涵，并恭请您可另行附页自由

表达。

同时，完成此份问卷之后，请您一并提供您的个人简历

(特别是进入华强北创业的简历)、所在商家资料(公司注册

全称、注册时间、注册资本、法人代表、资产构成、员工人

数、纳税数额、进入华强北发展的历史经过和经营现状等) , 

和您个人与所在商家的资产关系(指是否参股持股期股、参

股持股期股比例等)。

特此致意。

① 编号 DY-7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调查问卷。

471 



广…一…1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七一__j

1.您开始参加华强北商业街商家联谊会(商家协会)活

动时，所在商家的法人代表是否知情?

2. 知情的具体情节和程度如何(请您用具体、准确、叙

事的文字简要概括，也可举例说明，以下同) ? 

3. 所在商家的法人代表是否关心、支持您参与联谊会

(商家协会)工作?

4. 关心、支持的具体情节和程度如何?

5. 作为商家代表，您是自愿还是被所在商家法人代表指

定参加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协会)的活动(或者其他原因) ? 

6. 在深圳市，特别是在福田区，知道您作为商家代表参

加了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协会)活动的朋友大概有多少人?

7. 这些知情朋友所从事职业的大概分类有哪些?

8. 这些知情朋友中，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工作者大概

有多少?

9. 如果所在商家遇到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具体困难，您一

般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解决这些困难(请用具体、准确的事

例说明) ? 

10. 如果商家联谊会(协会)和您的朋友(特别是党政

部门、事业单位中的朋友)都能帮助您解决这些具体困难，

您倾向于选择哪一种方式?并请以举例叙事方式，具体、准

确地加以说明。

11.如果商家联谊会(协会)和您的朋友(特别是党政

部门、事业单位中的朋友)都不能帮助您解决这些具体困难，

您一般倾向于采取什么行动?并请以举例、叙事方式，具体、

准确地加以说明。

12. 华强北商业街一期工程改造期间，您认为有否商家联

谊会较成功地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决策、较好地维护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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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政治嵌入"问卷调查表( c ) 
L一一一J

利益的事例?并请以举例、叙事方式，具体、准确地加以

说明。

13. 您是否阅读过每一期《华强北商家协会简报~?您认

为给您印象最深的信息有哪些?

14. 您是否向您的朋友推荐、介绍过《华强北商家协会

简报~?并请以举例、叙事方式，具体、准确地加以说明。

15. 华强北商业街二期工程改造期间，您认为有否商家协

会较成功地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决策、较好地维护商家利

益的事例?并请以举例、叙事方式，具体、准确地加以说明。

16. 您是否欢迎华强北的其他商家加盟商家协会?原因

何在?

17. 您是否动员过华强北的其他商家朋友加盟商家协会?

并请以举例、叙事方式，具体、准确地加以说明。

18. 您是否知道 2003 年 4 月举行的福田区民营经济工作

会议出台的《扶持民营经济若干措施~?并请您简要地加以

概括。

19. 您是否知道 2003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华强北商会第一

次筹备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并请您简要地加以概括。

20. 您是否知道 2004 年 3 月 18 日福田区政府关于授权福

田区总商会为福田区商会(行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的文

件精神?您认为这一文件精神对于华强北商家协会的发展有

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21.您认为，筹备华强北商业街商会是否需要政府(职

能部门)的介入?如果不需要，请您说明理由。

22. 如果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请您说明能够

接受的政府介入程度。

23. 是否愿意接受在政府(职能部门)与筹备中的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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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商业街商会之间设立联络员?请说明理由。

24. 如果不设立联络员，您认为应该如何保持商会与政府

(职能部门)的经常性联系和协作共事?

25. 筹备中的华强北商业街商会，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

的内部运行机制?

26. 华强北商家联谊会曾因个别成员的变动丽停止活动过

一段时间，您认为这给商家的利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其

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27. 在筹备华强北商业街商会中，您认为应如何发挥现有

的华强北商业街协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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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我的父亲年近八十之际去世

了;他自己曾"掐算"能活到八十五，不想竟这样"早逝" ! 

我的心里，不孝之责油然而生，内疚之痛至今未去。

男人真正"长大"，是在父亲"走"后。两年以来的继

续撰稿中，我对于"自我"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灵魂深处自

觉不自觉地传承着父亲的理想与追求，总有父亲"他我"的

影子，更有父亲"超我"的境界。拙著字里行间所嵌入的，

多是父亲津津乐道的"仁义礼智信"和"博爱" "自由"等

理想主义基因。我曾供职于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后来读书

读到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后，但父亲对于我的基本评价

从未改变"你不懂政治!"父亲与我为数不多的谈心中，较

少提及柴米油盐，多是纵论国家大事，不时拿起报纸要闻作

为"佐证"，每每让子女不胜其烦，不欢而散。他终是一个在

社会底层挣扎的人，是管不了自己事但偏要管别人事的人;

他身在物欲横流、销妹必较的激变时代，心却滞留于自我编

织的理想国度，他一生的痛苦与难堪由此纠结不清。不过，

正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脉，心底里潜流着他的意识，

观念上承受着他的熏陶，十年前我才会断然离开"仕途"、白

了"前程"，从此安贫乐道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其乐融融!从

这个角度说，我要感谢父亲:他的理想主义情怀终于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赐予了我"顿悟"与"超脱"的灵感，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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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才得以这样的精神"面目"幸即付梓也。

拙稿经历了数载波折，令人欣慰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邓泳红老师，这位我心目中的"邓大姐"，始终给予了最

有力的支持和最真挚的帮助;拙著能够"赶"在年初出版步

"邓大姐"功不可没!特别是，拙著编辑桂芳老师，拙著的第

一位"读者"，投入了惊人精力，付出了大量心血，进行了细

致如微的校阅;拙著学科跨度大，表述口径有落差，在这种

情况下，桂芳老师仍数览拙稿，几番披阔，令我惭愧!

拙稿"底色"是我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做政治学博

士后期间的研究报告，谢庆奎先生为首的教育部人文社科政

治学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对于拙著的形

成与出版给予了重要学术关怀;拙稿也是 2007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项目单位安庆师范学院对于拙著出版给

予了重要资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作者目前供职单位，她

的热情接纳与人文关怀成为我不可多得的学术创作"港湾"。

感念以上提及的人给予我无私关爱与支持，更感谢所有

默默关注、用心扶持我成长与发展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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