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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
 

 
今日中國﹐貪污腐敗積弊難清﹐貧富分化鴻溝加深﹐恐怖主

義活動抬頭﹐經濟危機陰雲逼近。 
關心個人前途命運的有產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

題﹕個人向何處去﹖ 
關心物價就業看病的無產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

題﹕共產黨在哪裡﹖ 
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

題﹕中國向何處去﹖ 
有產之士在移民海外﹐以備中國內亂﹔ 
無產之士在多購糧油﹐以備隔夜斷飲﹔ 



有識之士怎麼辦﹖ 
能不能討論出一個社會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讓所有誠實正直

的中國人﹑所有勤勞致富的中國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能

夠恢復對社會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強食的競爭信條﹐形成共

渡危機的強烈意願﹐從而化危為機﹐甚至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各

國人民嚮往的﹑真正的和諧社會。 
為此﹐本文不揣冒昧﹐略作設想﹐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公眾

的爭議﹑討論﹐由此形成新的社會共識。 
這個新社會可以用五個關鍵詞去描述﹕強大﹑公正﹑民主﹑

法治﹑高尚。 
 

 

強大是個百年中國夢。鴉片戰爭以來﹐一代代仁人志士都在

做這個中國夢﹐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也為這個中國夢而激動﹐而

努力工作﹐甚至奮鬥犧牲。可是﹐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強大了

嗎﹖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獨立了﹐但還不強大。 
1978 年﹐中國建立了一個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中國初步強

大﹐但還不富裕。 
2008 年﹐中國初步富裕﹐但失去了一個自主的現代科技和工

業體系。強大夢化作了肥大症。 
當今世界﹐強國擁有摧毀世界的軍事能力﹐制定政治和經濟

的遊戲規則﹐壟斷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迫使中國接受不合理的

國際分工﹐成為世界最大的打工國。中國的過度開放戰略則迎合

世界列強的要求﹐一味地與國際接軌﹐放棄貿易保護﹐放棄戰略

產業﹐放棄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中國有了絕大部分民用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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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品﹐卻失去了自主的高技術裝備﹑高技術生產線和高技術研

發隊伍。中國有了現代化的面貌﹑脂肪﹐卻失去了現代化的神經﹑

骨骼﹑肌肉。中國廉價出售各種資源﹐廉價出售勞動力﹐買來了

一個現代化的外貌。買來的現代化﹐絕不是自主的現代化﹐也不

見得能促進自主現代化。相反﹐買來的現代化完全有可能摧毀自

主現代化。甚至在政治文件中﹐“四個現代化”亦已被“小康社

會”所替代。所以﹐中國失去了“強大”﹐淪落為“肥大”。 
“肥大”給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良好的感觀﹕摩天大

樓﹐高速公路﹑鐵路﹐汽車﹑飛機。或者是直接進口﹐或者是合

資生產﹐或者是由外方設計﹐或者是進口外方的工程機械﹔但是﹐

站到國家長遠利益的角度看﹐我們不得不對其弊端有清醒的認

識。這是過度開放帶來的必然後果﹐這是我們必須反思的改革開

放的重大代價。不認識這個事實﹐我們就不懂得“強大”二字的

真正意義。 
“肥大”是依附性的﹐不可持久的。美國和西方列強已經向

中國發出了明確信號﹐即使是“肥大”﹐他們也不允許。即使中

國只有 10％的人依靠出售資源﹑管理本國勞動力而富裕起來﹐那

也意味著要有 1.3 億富裕人口﹐1.3 億輛轎車﹐要與西方分享地球

上的各種資源 — 石油﹑煤炭﹑鐵礦石等等﹐從而威脅到西方人

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在世界上製造中國威脅論﹐想搞垮中國﹐

肢解中國﹐讓中國從“統一﹑肥大”變為“分裂﹑瘦小”﹐相互

內戰﹐從而將資源留給西方獨享。 
西方列強的隱蔽意圖我們不可不防。就在中國“肥大”起來

的同時﹐美國的軍刀也正在磨得越來越快﹐核武器在小型化﹑戰

術化﹐空軍在隱形化﹐宰割中國脂肪的能力在變得越來越強。兩

廂對比﹐應該引起中國人足夠的警惕。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

社會﹐在貌似文明的國際規則的背後﹐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一百多年來﹐強國變得越來越強﹐而弱國的自強歷程卻屢屢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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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越來越弱。因此﹐中國追求強大的歷史進程還沒有結束﹐還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不懈努力。否則﹐國際屠刀總有一天會

再一次落到中國身上。 
因此﹐追求強大就是要擁有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發展自

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固然需要學習﹑借鑒﹑引進西方的先進技

術﹐但是﹐這一切必須建立在自主基礎上。西方願意合作﹐幫助

中國建立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這當然好。但是﹐把希望根本

寄託在西方人的善意上﹐卻是我們自己的最大的幼稚和幻想。改

革開放近 30 年了﹐市場讓出去了﹐技術沒引進來﹐這是個根本現

實。 
放棄對西方的幻想﹐放棄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的神秘感﹐恢

復中國人的自信和團結﹐在自主研發的基礎上﹐靈活地分化﹑利

用西方各國和各跨國公司﹐就有可能在未來 30~50 年內建立起與

西方各國平分秋色的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來。有了這個體系﹐中

國就能夠有真正自主的現代化的國防﹐中國才能夠真正稱得上是

強國。 
為此﹐中國首先需要批判自由貿易理論﹐旗幟鮮明地以貿易

保護作為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主導思想。貿易保護絕不是閉關鎖

國﹐而是“打開大門﹐設立門檻”﹐信息﹑技術﹑人員可以流動﹑

進出﹐但商品和資本的洪水絕不能隨便漫過門檻﹐擠壓本國戰略

產業的利潤空間﹐衝毀本國戰略產業的發展前景。 
其次﹐中國需要集中國家力量﹐突破某些關鍵技術﹐如集成

電路﹑發動機﹑數控機床生物工程﹑新能源﹑原材料等﹐並無償

地轉讓給本國企業。這些企業可以在競爭中學習﹑應用﹑發展這

些關鍵技術﹐成為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 
第三﹐中國需要建立國家﹑大學﹑研究院所﹑企業聯動的技

術創新和研發體系﹐要在這一體系中樹立強烈的強國意識﹐激發

技術人員的創造激情。為此﹐要徹底扭轉大學和研發機構的行政

 4



化﹑官僚化趨勢。 
強大是 13 億中國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並不是中

國可以稱霸世界的依據。中國強大以後﹐應致力於改變國際社會

弱肉強食的規則﹐扶弱抑強﹑德化天下﹐使世界真正成為既團結﹑

互助﹑友愛﹐又充滿生機活力的人類社會。 
 

 

強大﹐中國人不再受洋人氣﹔公正﹐中國人不再受國人氣。 
人人追求公正﹐然而﹐人人心中的公正卻各不相同。有的認

為﹐均貧富是公正﹔有的認為﹐機會公平就是公正。有的認為﹐

人人平等是公正﹔有的認為﹐各安其位﹑各盡其職是公正。有的

認為﹐法治即公正﹔有的認為﹐民主即公正。有的認為﹐程序公

正即公正﹔有的認為﹐實質公正才是公正。有的認為﹐欠債還錢﹐

天經地義﹐遵守契約即公正﹔有的認為﹐扶弱抑強﹐扶危濟困﹐

道德良心才是公正。有的認為﹐這個世界沒有超階級的公正﹐只

有階級與階級的鬥爭。 
我們能不能反過來討論﹕什麼是不公正﹖試列舉一打不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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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對不公正的關注提醒我們﹐是否可以這麼想像﹕一個公正

的社會﹐仍然有分工﹐仍然有貧富﹐仍然有長幼尊卑﹐仍然有賢

與不肖﹐仍然有生活資料和部分生產資料的私有﹐仍然有衝突矛

盾﹔但是﹐矛盾不在深層次積聚﹐衝突不致於大規模爆發﹐人與

人的關係趨向於和諧﹐貧富差距趨於縮小﹐尚存的差距得到社會

公眾多數的認可。私有產權的存在足以激發部分人的勤奮和創造

力﹐但不足以製造兩極分化。財富不再是個人價值和尊嚴的主要

標誌﹐競比社會貢獻逐漸成為公眾的新風尚。這樣的社會﹐有活

力與創造力﹐但不再利潤掛帥﹐不再惟利是圖﹔有競爭與市場﹐

但不再崇尚競爭﹐迷信市場。 
如果說上述的公正目標仍然過高﹐那麼最低限度﹐能否保障

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可接受免費教育﹐人人有養老保

障﹐人人可以享受較高標準的公費醫療﹖在現代社會﹐由於技術

進步﹐自然資源得到越來越深度利用﹐人類生產物質財富的能力

已經極大提高﹐上述五條保障應該有條件滿足。 
有人可能會想﹐第一條看似簡單﹐實則最難。在競爭性的現

代技術社會中﹐少量工作即可操縱控制大量的財富生產﹐如三峽

水電站﹐每天發出數億度電﹐但卻只需要幾十個工作人員監管儀

錶﹐如何做到人人有工作﹖ 
我的回答是﹐降低競爭程度﹐減少每週工作時間﹐即可實現

人人有工作。工作不但是一個人物質生存的基本保障﹐更是社會

生存 — 尊嚴 — 的基本保障。如果 20％的人有極高薪的工作﹐

80％的人沒有工作﹐只能“靠餵奶生活” — 接受社會救濟﹐這

個社會也絕不是公正的社會。說到底﹐現代社會的高薪崗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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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自然恩賜給全人類的資源創造財富﹐而不是靠這些人的個

人奮鬥。那憑什麼大自然只恩賜這少數人﹖現代社會的公正﹐應

該包括自然資源的合理共享﹐無論是石油﹑煤炭﹑水能﹑太陽能﹐

還是風能﹑潮夕能﹐不能讓發明資源利用裝置的人獨享大自然的

資源。 
以上只是關於公正的一種設想。公正是一種結果。直接追求

結果公正﹐常常會損害了過程公正﹐反過來導致結果不公正。怎

樣以過程公正實現結果公正呢﹖這就要求其他三個關鍵詞﹕民

主﹑法治﹑高尚。 
 

 

民主﹐既需要程序民主﹐又需要實質民主。但是﹐這兩者又

相互矛盾。怎樣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取各自所長﹑避各自所短﹐

乃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西方民主制度以程序民主為特色。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的自由﹐多個政黨各自提出政綱﹐爭取選民的經濟和政治支持﹐

從而獲得一定時期的執政地位。經過數百年的探索﹐程序民主已

經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形成了社會共識﹐形成了一整套保證選舉

過程公開﹑公正的規則﹐成為約束權力運行﹑增強社會內聚力的

有效機制。正因為如此﹐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對中國社會各階層

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希望中國能夠借鑒﹑甚至移植這一理念和

制度。 
但是﹐我們的確也看到﹐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的確移植到了

許多發展中國家﹐但並沒有結出預期中的良好結果。蘇聯﹑東歐

解體後﹐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經濟崩潰﹐社會分化﹐政治腐

敗﹐暗殺和動盪層出不窮。拉美許多國家以及東亞近鄰如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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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印度等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也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

同樣面臨類似的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有人認為是社會缺乏對程序民主的

共識和耐心﹐加上沒有法治框架約束。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貧富分化嚴重﹑權錢勾結型的利益集團獨

大﹑政治腐敗﹑階級衝突加深的社會中﹐社會共識將無從產生﹐

法治框架將無法建立。程序民主的本意也是要讓人民當家作主﹐

但是﹐當人民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階層﹑階級﹐而這些集團﹑

階層﹑階級激烈鬥爭時﹐程序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強勢集團操控輿

論﹑強姦民意﹑瓜分選票的道具。 
有鑒於此﹐強調只有消滅階級和階級分化才能實現民主的理

論﹐即人民民主理論﹐偏重實質民主的理論﹐才有其深層的合理

性。當然﹐人民民主理論意味著首先要消滅階級和階級分化﹐意

味著要剝削某一部分人的財產權﹑政治權甚至生命權﹐在形式上

又意味著專政﹐違背程序民主的原則。 
這是一個兩難困境。程序民主有可能造成實質不民主﹐最終

達到既無實質民主又無程序民主﹔而實質民主又可能違背程序民

主﹐最終也達到既無程序民主亦無實質民主的地步。所以﹐實現

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有機結合﹐乃是一個西方政治理論的難題。 
西方政治思想家認為﹐在階級社會裡﹐這個難題就無法解決。

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能是先消滅階級﹐搞一段無產階級

專政﹐再實行人民民主。否則﹐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

級專政。其中的非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無法消滅﹐實質民主

是個空想﹐只能搞程序民主。否則﹐就落入以無產階級名義進行

的專制獨裁。 
從性惡論出發﹐這個難題是無解的。但在實踐中﹐遇到有高

尚道德﹑頭腦複雜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體﹐卻有可能跳出這一兩

難困境。例如﹐委內瑞拉的查維斯﹐就是通過程序民主掌握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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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運用政權對嚴重的兩極分化進行調節﹐在法治框架內修理強勢

集團。由於查維斯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下一輪選舉中﹐他又能戰

勝強勢集團的輿論機器﹐取得絕大部分下層階級的選票﹐繼續執

政。 
其實﹐這個道理還可以從工會與資本家的鬥爭中體會。工人

組織成工會﹐運用遊行﹑集會﹑罷工等手段﹐可以與資本家集體

談判工資﹐維護自身的權益﹐這是西方程序民主在經濟生活中的

運用。如果工會領袖被資本家收買﹐則這種經濟領域中的程序民

主就可能轉化為資產階級民主。如果工會領袖能夠堅定地代表工

人利益﹐則有可能轉化為有利於工人的實質民主。 
因此﹐不能因為程序民主的結果常常被強勢集團所主導﹐就

譴責程序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如果社會上有深厚的道德資源﹐

如果政治家有良好的理想情懷和道德操守﹐則程序民主將有可能

轉化為實質民主。相反﹐如果從選民到政治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則程序民主一定會被強勢集團利用﹐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兩

極分化。 
有人可能會懷疑﹐人性可善嗎﹖我堅信﹐人性可善﹐人為善

時更自洽﹑更自尊﹑更幸福。為善者可以“知惡行善”﹐在現實

生活中承認惡﹐在制度上約束惡﹐但在自身的心性和行為上追求

善。一旦有大批知惡行善的理想主義者出現﹐則民主制度就不容

易被大財團操縱利用﹐社會就有可能漸進﹑持續地改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重新認識了民主。單獨依靠民主來解

決社會問題的確不行﹐民主迷信確實應該放棄。但是﹐民主也為

大批知惡行善的理想主義者搭建了發揮作用的政治舞臺。沒有民

主﹐也可能無從鑒別﹑約束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最後反而使理想

主義群體變得容易墮落。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當今天體制性的腐敗難以解決時﹐無

論民主有多大的問題﹐公眾總想試一試。即使在希望開明專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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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也常常禁不住希望用民主來迫使其“開明”。也許﹐這

就是民主迷信的表現。但是﹐當大多數人都擁有民主迷信時﹐再

有看法的人也首先得尊重這種民主迷信。 
與道德相結合的程序民主適合於解決政治權力的更迭。但

是﹐作為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無數問題。這些問題可

能不是體制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但卻對他個人的生活造成重

大影響。這些問題怎麼辦﹖能不能在程序民主外﹐增加一些表

達意見的直接民主或實質民主成份﹖例如﹐能不能吸收中國曾

經風行的“大字報”的若干合理成份﹖如果允許大字報合法

化﹐那麼﹐公眾對各級權力機關的意見就可以直接公諸於眾﹐

各級權力機關必須“辯方舉證”來回應公眾的質疑。特別是在

行政權與司法權﹑檢察權﹑媒體權容易相互合謀的背景下﹐給

公眾一個直接的﹑輿論性的批評平臺﹐是否可以有效地威懾腐

敗現象﹖當然﹐大字報有許多副作用﹐例如﹐可能會被用來誹

謗﹑造謠﹑中傷。但是﹐這些副作用完全可以通過適當的措施

來加以抑制。比如﹐大字報張貼時可以匿名﹐但此前必須經一

個相對獨立的部門登記編號﹐要求出具真名實姓。該機構甚至

可以幫助打印成標準格式和字體的大字報﹐張貼至指定地點。

只有在進入司法程序後﹐司法機構才能獲知大字報作者的真實

身份﹐但須保護作者的安全。這樣﹐既能有效地防止大字報的

副作用﹐又能讓公民進行直接﹑有效﹑低成本的監督。在互聯

網時代﹐可以專門設立一個大字報網﹐分級分類分單位張貼電

子大字報。也可以要求各級政務網開闢大字報專欄﹐到這些欄

目張貼的專門反映問題的文章﹐受法律保護﹐但也受法律約束﹐

本單位行政領導無權要求刪貼﹐卻有義務辯方舉證﹐回答問題。

詳細辦法在運行中可以慢慢成熟起來。 
總之﹐我們要民主﹐但不要民主迷信。同樣﹐要理想主義﹐

但也要放棄對理想主義單獨解決社會問題的迷信。讓公民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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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和監督權與政治家的理想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才是走向

真正的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20 世紀 80 年代﹐民主曾經是中國最有吸引力的詞彙。但是﹐

經歷過導致蘇東解體的民主﹐經歷過臺灣的陳水扁式民主﹐許多

當年的民主“粉絲”開始對民主產生懷疑﹐開始留戀現有體制的

秩序與穩定﹐儘管也還繼續抱怨專制和腐敗﹐但更多地把希望寄

託在黨的開明專制﹑逐漸改良上。也就是說﹐即使中國社會未來

可能需要民主化﹐當下實行卻可能導致天下大亂。 
怎麼辦﹖法治主義者認為﹐民主和道德都不可靠﹐中國真正

需要的是法治。 
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的程序民主能夠有效運行﹐靠的是健全

的法治約束。小布什是靠佛羅里達的重新計票結果當選的。如果

民主黨不承認這個結果﹐那只能引發兩黨間的惡性攻擊﹐最後導

致社會動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選舉程序缺乏有效規範﹐舞

弊屢見不鮮﹐失敗的政黨不承認選舉結果﹐煽動民意要求重選﹔

獲勝的政黨則運用國家暴力工具壓制對手﹔如此﹐每每使社會日

益分裂。 
民主是否是反腐敗的靈丹妙藥呢﹖離開法治約束的民主﹐執

政黨上臺可以任用親信﹐濫用權力﹐導致自由腐敗﹐正如臺灣的

陳水扁那樣。 
民主是否意味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呢﹖程序民

主的有效運行固然需要以這四大自由為前提﹐但是﹐離開法治框

架的民主卻可能會損害這四大自由。希特勒靠民主選舉上臺﹐但

上臺後卻取消了這四大自由。真正能夠保障四大自由的﹐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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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民主才有可能發揮有限的政治平衡作

用。否則﹐這時多數人民主地立法決定剝奪少數人的財產﹐下一

歷史時刻﹐另外一個多數人又民主地立法決定剝奪少數人的權

力。這時多數人民主地立法決定取消四大自由﹔下一時刻﹐多數

人又民主地決定取消任何既定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和專制

都屬人治﹐專制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給社會﹐民主是把多數人

的意志強加給社會。高於人治的﹐是法治。高於法治的﹐是德治。

套用中國傳統話語結構﹐德治為天﹐法治為法﹐在有法有天的框

架下﹐民主才能發揮良好的政治平衡作用。一旦民主高於法治﹐

社會將無法無天﹐只有多數人的不穩定組合。 
法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給人合理穩定的生活預期。民主

有可能把多數人一時的衝動﹑願望強加給社會﹐暫時的確有合理

性﹐長期卻可能會造成社會震盪反復﹐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穩定

秩序無法建立。個人無法形成合理穩定的預期﹐從而不事生產﹐

專事投機。老子曾經有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恐怕就是

這個意思。霍布斯認為﹐有秩序總比無秩序好﹐一個專制的利維

坦﹐只要能建立長期穩定的秩序﹐就比“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

態好。如果霍布斯參與 20 世紀民主的辯論﹐他可能會說﹐民主

讓社會回到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當民主原則確認人人都是主

人時﹐真正的衝突就會發生在這無數主人之間﹐而這就是自然狀

態。霍布斯的觀點雖然偏頗﹐但對於校正民主迷信還是有重要價

值。 
未來社會的法治﹐不但應該承認多數人的私有意識有一個漸

進轉變過程﹐從而保留生活資料和部分生產資料的私有﹐而且應

該承認大型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公有的合理性。在現代技術條件

下﹐大型生產資料如電站﹑公路﹑鐵路﹑機場﹑港口﹑衛星通訊﹑

鋼鐵廠﹑水泥廠等都是高效率的﹑壟斷性的﹑利用自然資源的生

產裝置﹐理當屬於全社會。發明和管理這些裝置的人﹐可以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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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報酬﹐但如果給他們利用這些裝置產生的利潤來影響社會﹑

操縱政治的權力﹐則社會就走向極端了。誠然﹐需要給這些裝置

的發明和改進者一個合理穩定的長期預期﹐但這種預期完全可以

是社會聲望與經濟利益的某種結合﹐而不是只靠經濟利益。大型

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正是激發革命的基本動力。這其實是馬克思主

義的經典表述﹕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

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相應地﹐大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也是革命後社會之所以能夠歷經動盪﹑失敗而還能夠存在下去的

依據。 
更進一步﹐如何定義哪些生產資料屬於大型的﹑應公有的生

產資料﹖哪些屬於小型的﹑可私有的生產資料﹖除上述邊界清晰﹑

爭議較小的對象外﹐畢竟還存在大量不易界定的﹑變動中的生產

資料。這個界定權就可以留給民主機制去解決。如果一個地區的

經濟完全依靠某個大型造紙廠﹐這個地區的人民就可能會決定將

這個大型造紙廠公有化﹐並給予企業的原所有者以適當的經濟和

社會補償。相反﹐如果另一個地區的經濟有眾多大型企業﹐造紙

廠並不起眼﹐就可能保留該廠的私有產權。 
順便還涉及到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凡是公有的﹑大型生產企

業的採購﹑生產﹑銷售﹑研發﹐以及這些企業之間的協調﹐可以

適用計劃體制。凡是私有的﹑小型生產企業的採購﹑生產﹑銷售﹐

可應用市場體制。介於兩者之間的﹐既可應用計劃體制﹐亦可應

用市場體制﹐具體接口﹐可讓民主機制來決定。 
潘維設想了在一黨執政下的咨詢型法治社會﹐很能給人啟

發。如果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還需要準備道德和法治基礎﹐潘維設

想的咨詢型法治社會就可以作為過渡。咨詢型法治有六大系統﹐

中立的文官系統﹑獨立的司法系統﹑獨立的審計系統﹑獨立的反

貪系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咨詢系統﹐以及對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的保障。這六大系統也不需要一次建設﹐而可以逐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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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他的《法治與民主迷信》。1

這種咨詢型法治社會的主要缺陷可能是機構重疊﹐成本高

昂。但是﹐對於解決當下腐敗問題卻可能是一劑良藥。 
在此之前﹐先可以按照司法獨立原則推進“法官職業化”﹐

按照司法民主原則推進“審判民主化”。 
 

 

潘維破了民主迷信﹐但卻似乎落入了法治迷信。其實﹐徒法

不足以自立﹐社會公認的道德才是立法的依據。徒法不足以自行﹐

有德者執法﹐才能降低執法成本﹐提高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贏得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和尊重。 
當今社會﹐法如牛毛﹐但許多法律是不依據社會公認的道德

而制定的﹐恰恰相反﹐是在蔑視道德﹑踐踏道德的基礎上制定的。

因此﹐為法日增﹐為道日損。法律成為心態上的流氓者相互博奕

的工具。當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都缺德時﹐法治的聲譽不是

提高了﹐而是下降了。 
這裡﹐必須對西方現代司法體系中的無罪推定﹑程序正義原

則加以反省。從邏輯上說﹐無罪推定固然可以使政府不能冤枉任

何一個好人﹐但卻會放過任何一個壞人。美國的辛普森案遵守了

無罪推定﹑程序正義﹐但卻放過了殺人犯。這個司法原則保護了

殺人犯的人權﹐但就意味著踐踏了被殺者的人權。我們知道﹐犯

罪行為實施常在一瞬間。過了這一瞬間﹐犯罪行為本身已經消失

在茫茫的時光隧道中﹐留下的只是證據。根據康德的思路﹐證據

是此岸世界﹐真相是彼岸世界﹐人類的理性不足以從此岸世界過

渡到彼岸世界。因此﹐從證據中無法靠推理而還原出犯罪事實來。

                                                        
1 潘維﹕《法治與民主迷信》﹐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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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這樣做﹐那就意味著理性的致命的自負﹐那就意味著可能

會冤枉好人。 
為什麼西方現代司法體系採用無罪推定原則呢﹖本意是為了

防止法官濫用職權。此前﹐我們曾經假設法官是公正的﹑廉潔的﹑

明斷的。為此﹐可以賦予法官有罪推定的權力。但是﹐如果法官

是偏私的﹑腐敗的﹑無能的呢﹖那麼﹐理論上有罪推定就可能導

致株連九族﹐濫殺無辜﹐在現實中就可能意味著逼供﹑拷打﹐擴

大或製造冤假錯案。為此﹐乾脆假設法官是無道德的﹐這樣﹐就

可以一勞永逸地剝奪法官犯錯誤的權力。這正如目前一些人提倡

的反腐敗思路﹕既然腐敗是公共權力的產物﹐乾脆取消公共權力﹐

豈不是一勞永逸地取消腐敗了嗎﹖但是﹐這個貌似嚴格﹑徹底的

思路﹐在現實生活中完全是不可行的。無罪推定意味著司法成本

將無限上昇﹐而司法效率將無限下降﹐最終意味著廢除現代司法

體系。如果罪犯們都懂得無罪推定的奧秘﹐如果公安局和檢察院

在偵破和調查取證時嚴格遵守無罪推定原則﹐那麼沒有一宗犯罪

可以認定。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將是一個人人可以自由

犯罪而不受懲罰的社會。你再也不需要怕政府了﹐但你必須怕社

會上的任何一個人。 
可見﹐西方現代司法體系的邏輯核心恰恰不是立足於有道德﹐

而是立足於無道德。所以﹐作為現代司法體系的樣板國﹐美國的

司法成本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 14％以上﹐而且還遠遠不夠﹐甚至

連辛普森這樣明顯的罪犯都難以認定。美國納稅人不得不交納高

昂的稅收來養一個提供不了實質正義的司法體系。所以﹐布熱津

斯基才會把道德淪喪看成美國社會的頭號問題。 
所以﹐當承認法治的重要性時﹐根據什麼原則來立法和執法﹐

就成了頭號重要問題。首先是在這裡﹐我希望將高尚二字作為未

來社會運行的五大關鍵支柱之一。 
高尚是中國共產黨的莊重承諾。一黨體制之所以能夠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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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至少相當長一段時間接受﹐就是因為該黨承諾“為人民服

務”﹐而且也在相當長時間裡﹐至少在動機上﹐也體現在社會政

策和成就上﹐努力為人民服務。如果真能做到﹐其實是老百姓的

福氣。有一個廉潔﹑高效﹑低成本的政府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

人民的福氣嗎﹖老百姓為什麼喜歡清官﹖這並不是老百姓有什麼

封建意識﹐而是因為老百姓非常理性﹑精明。清官提供低成本﹑

高效益的公共服務﹐為什麼不要呢﹖靠民主﹑法制﹑高薪養廉提

供的公共服務﹐畢竟成本太高啊﹗這裡實際上蘊含著全部的中國

政治思想精髓﹕民本主義政治思想。 
當然﹐黨現在在相當程度上墮落了﹐為人民幣服務了﹐索取

的成本越來越高了﹐提供的服務越來越有爭議了。這樣﹐民主選

舉﹑多黨競爭的西方政治思想才逐漸深入人心。但是﹐為了要強

調民主的重要﹐一些人又走向極端﹐不但否認現實生活中還存在

的部分崇高人物和事件﹐甚至否認黨真誠追求崇高目標的歷史﹐

進一步否認一切道德﹐竭力鼓吹自私自利。沿著這一思路﹐中國

政治思想就將變得一無是處。 
的確﹐高尚並不容易。世界上的各種思想和價值體系﹐除近

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外﹐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家等﹐

都提倡高尚。馬克思主義在基礎理論上並不重視高尚﹐但一到革

命實踐中﹐就特別強調高尚﹐強調“兩個決裂”。但是﹐真能夠

身體力行高尚的﹐在各教﹑各宗﹑各派都是少數。大多數人往往

是認同高尚﹐嚮往高尚﹐甚至追隨高尚﹐卻不見得真能一輩子高

尚。 
但是﹐這就夠了。只要多數人對高尚持一種肯定態度﹐“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可以了﹐足以成

為法治的道德基礎了。此前倡導高尚的各教﹑各宗﹑各派﹐包括

共產黨﹐往往把高尚看成是建立理想社會的惟一因素﹐忽視人的

物質性需求﹐所以﹐高尚反而會難以持久。將物質性需要考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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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高尚﹐有法治為基礎的高尚﹐就可能持久﹐甚至還會昇華。

相反﹐此前各教﹑各宗﹑各派因為過於強調理想的純粹性和惟一

性﹐所以﹐常常排斥其他教﹑宗﹑派﹐甚至發動宗教戰爭﹐打擊

其他類型的高尚。一旦有法治為基礎﹐世俗性﹑物質性的問題留

給法律去處理﹐反而有可能形成各種提倡高尚的教﹑宗﹑派﹑思

想體系之間“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局面。真正的問題不在各

教﹑宗﹑派之間﹐而是在各教﹑宗﹑派內部的真誠者和虛偽者之

間。如果共產黨清理自身的腐敗黨員幹部﹐各教﹑宗﹑派也各自

清理自己的門戶﹐將那些名利之徒﹑虛偽之士趕出教門﹐那麼﹐

社會風氣的好轉將指日可待。 
我承認﹐自由主義的確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生活的

豐富﹐活力和創造力的充分釋放。同樣﹐處理物質利益的法律體

系的日益複雜精密﹐也要歸功於自由主義邏輯。但是﹐自由主義

在激發活力和創造力的同時﹐畢竟也鼓勵了放縱和墮落﹐挑動人

內心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階級與階級的衝突﹑國家與國家的

衝突﹑人與自然的衝突。因此﹐當高尚二字要成為社會運行的五

大關鍵支柱時﹐社會應該鼓勵高尚的各種價值體系的競美和創新﹐

但不能鼓勵墮落。 
當今世界﹐自由主義壟斷了政治和經濟體系的解釋權﹐構造

了許多明顯鼓勵墮落的經濟和政治機制。例如﹐股票市場﹑期貨

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彩票市場。這些市場都有著貌似有

利於生產的解釋﹐但實際上都是在鼓勵接近純粹的投機﹐接近純

粹的不勞而獲﹐都在加速財富向一小撮沒有任何生產功能的大投

機家手裡集中。這些投機家賺錢容易﹐花錢如流水﹐還影響帶動

了一切墮落行業的發展﹐例如嫖妓﹑吸毒﹑賭博等。因此﹐不允

許墮落就意味著﹐可以保留股票和股份制企業﹐但要取消股票市

場﹐或者將股票兩次交易的間隔延長到一季度﹑半年﹑一年以上。

可以保留期貨交易﹐但必須全款交易﹐必須服務於生產。依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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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要取消投機性的外匯交易﹑黃金交易。至於彩票市場﹐沒有

任何生產功能﹐應該直接取消。 
很有意思﹐基督教曾經長期詛咒利息﹐認為利息是不勞而獲。

但是﹐恰恰是在基督教流行的地區﹐各種遠甚於利息的不勞而獲

的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屢屢將世界帶到非常危險的金融﹑經濟

乃至社會﹑政治的大混亂之中。這只能說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只

是自由主義的小配角﹐對現實的政治和經濟世界完全沒有解釋和

干預能力。同樣﹐中國曾經嚴肅地把農貿市場﹑長途販運看成是

資本主義尾巴﹐今天﹐卻把五彩繽紛的資本主義毒瘤當作現代金

融創新引進。這只能說明執政者缺乏對社會複雜性的認識﹐這才

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 
有的人心裡只有強大。為了強大﹐可以忽視公正﹐排斥民主﹐

撇開法律﹐無視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強大﹐

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強大。典型或如希特勒。 
有的人心裡只有公正。為了公正﹐可以無祖國﹐無社會﹐突

出單一群體的作用﹐認為有了公有制﹐自動會高尚。他們的信念

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公正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

不夠公正。典型或如托洛茨基。 
有的人心裡只有民主。為了民主﹐可以不顧國家解體﹐不管

剝削壓迫﹐無視既有法律﹐躲避崇高﹐鼓吹墮落。他們的信念永

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民主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

夠民主。典型或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各國許多知識分子。 
有的人心裡只有法治。為了法治﹐可以無視不平等的國際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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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以忽略日益廣泛的不公正﹐可以接受專制﹐可以蔑視高尚。

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法治產生了問題﹐那是因為

還不夠法治。典型或如某些法治主義者。 
有的人心裡只有高尚。為了高尚﹐可以遠離人世﹐可以忽視

人的物質需要﹐可以不受民眾的現實意願約束﹐可以否定法律的

嚴肅性。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高尚產生了諸多其

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高尚。典型或如各類宗教。 
類似地﹐其實當今社會還有一類流行的迷信﹐即改革迷信﹐

開放迷信﹐市場迷信。他們相信﹐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

進一步改革來解決。開放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擴大開放來解

決。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如此﹐

必將一意孤行﹐聽不見任何不同意見﹐直到歷史將他們淘汰。 
突出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構成某種“迷信”﹐某種“萬能

論”。而且﹐陷入某種“迷信”比什麼都不信要好。有某種“迷

信”﹐說明此人還思考問題﹐還關注社會﹐還願意將個人生活與

社會生活聯繫聯繫。如果什麼都不信﹐只信錢﹐只信眼前的實惠﹐

那也是很可怕的。 
為什麼在一個崇尚科學的社會中存在著如此多種多樣的“迷

信”呢﹖因為科學只能認識大自然﹐只能解決工程技術問題。當

科學越出工程技術和自然領域界限﹐想認識社會時﹐就出現了科

學“迷信”。在社會生活領域﹐每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限﹐對社會

和自身的複雜性瞭解有限﹐讀書和思考的能力有限﹐常常會陷入

某種“迷信”。而且﹐社會理念的“迷信”有一個特點﹐越論戰﹐

越迷信。在論戰中雙方唇槍舌劍﹑壁壘森嚴﹐各自捍衛自己的迷

信﹐直至最後拿起槍來辯論。因為每個人的迷信中常常包含著自

身的經歷和利益﹐破除迷信意味著要超越自身的經歷局限和利益

局限。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抽象的正義﹑公正﹑民主﹑平等﹐

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愛﹐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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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人類真的想要超越階級﹐那沒有別的辦法﹐必須

超越這種種“迷信”。我們不能老是沉浸於一種“迷信”﹐還要

善於發現﹑勇於承認該種“迷信”的局限性﹐從而認識到不同要

素之間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的關係﹐心平氣和地承認自己的

不足﹐看到他人的長處﹐相互取長補短﹐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社

會。 
這怎麼可能呢﹖第一﹐需要改變思維方式。西方思維方式屬

於是原子論或還原論思維﹐總是強調有某種歸根結底決定一切的

東西﹐總要尋找某個惟一的﹑根本的原則。在社會實踐中﹐這種

思維特別容易走極端。中國思維則總是強調有陰必有陽﹐陰陽互

動﹐物極必反﹐因此﹐就可能看到對方的合理性﹐不易走極端。

第二﹐需要扭轉現代社會過度專業化現象﹐特別是扭轉社會研究

各領域的過度專業化現象。過度專業化以後﹐視野就特別狹隘﹐

看問題就往往坐井觀天﹐容易形成某種迷信。 
一旦可以超越自身的迷信﹐就有可能實現費孝通先生提倡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美”即某種“迷信”﹐某種信仰﹐某種深信﹐某種追求。

“各美其美”﹐即人首先要有某種“迷信”。第二階段﹐則要破

“迷”。不破“迷”﹐就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認識不到他人的

長處﹐提高不了自己﹐從而希望清除異己﹐發生“宗教戰爭”﹐

做不到“美人之美”。能夠“美人之美”﹐自然就會“美美與

共”。“美美與共”﹐不但在關注精神世界的各教﹑各宗﹑各派

之間﹐而且在更關注物質生活的強大﹑公正﹑民主﹑法治各派之

間﹐在迷信計劃或迷信市場的各派之間﹐在迷信公有制或迷信私

有制的各派之間。這樣﹐才能逐漸達到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和諧﹐即“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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