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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

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

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 、外部化

的意识形态 ,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 , 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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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不

仅对于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 ,而且对于了解中国

的国际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的经济 、

政治和社会问题凸现 ,因此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

和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

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

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 ,这一过程是渐进的 、增量

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

过早 。

然而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

有其特殊性 ,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 。我试

图从七个方面探究中国的发展 。

一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

型” 、“巩固”两个阶段后 ,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

即“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个特征:1.意识形

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 、社会的和

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

权衰退的一个迹象 ,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 ,因

为意识形态总是与冲突相关联 。而中国的领导层

清楚地认识到 ,冲突会破坏政治和社会的安定。

2.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例如企业家 、中产阶级 、

利益团体 、互联网聊天群体)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

新定义党的角色 。3.新政治精英出现(一个新兴

的 、富有创新精神的 、技术管理的阶层)。4.批判

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 。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

国的政治体制 ,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

治理能力。5.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

(例如像同乡会那样的传统性组织 ,或是像企业家

协会或职业协会那样的“现代化”协会)日益要求

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 。

二 、中国并非是一种同质的(homogeneous)、铁

板一块的权威主义政体 ,而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

的权威主义体制(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这

种分权权威主义具有四个特征:第一 ,有不同的行

动者(中央政府 、省 、地方政府 、军队 、新兴的社会

阶层 、新兴的社会组织 、公众舆论等)对政治产出

产生影响。这既适用于对内政策 ,也适用于对外

政策的政治产出 。因此 ,对外政策并不是由中央

领导层单独决定 ,而是由不同的行动者共同决定

的。第二 ,中国的政治体制(party -state)并非一

个同质的(homogeneous),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

因此 ,我们必须解构中国的“政府”的概念:没有社

会 ,它就无法存在 ,它建立在政府和社会这两者相

互作用的基础之上 。此外 ,政府可以在垂直和水

平的方向上再细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组织。因此 ,

必须将政府理解为各种组织同社会在不同层面上

相互作用 、并由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塑造而成的一

个整体。第三 ,在中国国内 , 我们发现很多不同

的 、相互间有分歧的“模式”(我将此称为“一国千

制”)。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共同依存 ,并为政治

领导层所接受 。例如 ,在河南省的南街村 ,那里的

老百姓又重新回归到新共产主义模式(neo -

communist model),带有极强的毛泽东时代的色彩 。

南街村只允许存在单一的所有制———集体所有

制。与南街村相隔不远的一个村子 ,则只存在个

人所有制 ,那里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企业主组成。

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并为政治领导人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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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第四 ,一个成长中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例

如 ,通过互联网络 ,以及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

非政府组织),并且舆论在日益影响着对内和对外

政策 。

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

mental state)。其特征是:第一 ,发展型国家具有一

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个

“有目的”的政府 ,它有发展的决心和意志。第二 ,

中国有这样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它成功

地发展着经济;它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比如 ,通过

放弃计划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 ,或是通过丢弃它

的“阶级特征”)。第三 ,中国的领导层很清楚 ,计

划经济排斥了想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那些人 ,

而市场经济则将这些人包容在内 。第四 ,中国道

路的突出特点是 ,政治权力可以积极有效地为经

济上的小康服务(通过以长期增长与结构变革为

关键目标;通过对经济的政治管理;通过制度建设

与制度革新)。第五 ,中国政府是拥有“国家能力”

的强政府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能力由五

个元素组成:其一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其公民所

接受;其二 ,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意义上的调节与

控制能力;其三 ,强制性资源(财政手段与强制手

段 ,以及人力资源);其四 ,协商能力 ,即与新兴社

会团体 、协会和组织合作进入协商阶段 ,并能在不

同的排他性的利益冲突中找到平衡的能力;其五 ,

学习能力 ,亦即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的能力 。国

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贯彻一种成功的发展规

划以及对于成功地处理国内的问题和冲突是很重

要的 。

四 、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

化的显著特色 。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

上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或者说政治的

经济化 。政治上 ,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

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 ,政府的

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 ,而是一

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 。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

于意识形态之上 ,而是基于对现代化 、增强国力 、

维护安定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 。许多事

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 ,例如 ,经济改革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发展过程中允许

私人成分的加入 、允许外资的流入 、认可社会的急

剧变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

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从 1956年至 2002年经历

了一系列的变化:1956年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 1982年

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1997年则变为“中国共产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作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 2002年又修改为“中国共产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0

世纪 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当时是

照搬“苏联模式” ,而从 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中

国化的进程 ,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和确立 , 进而在 1982 年写入宪法中得到体现。

“邓小平理论”则表明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经济化的特点 ,这一理

论还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党的宏观控制能

力。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 ,则突出表现了中国发展的重点从政治

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则表明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中国共

产党不仅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而且还成为全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另外的一个例

子是中国国内的一篇文章写道:马克思所描述的

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髓” ,现在已经被理

解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现象。相应

地 ,2005年 3月 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写道:“改

革没有止境” ,这表明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存

在任何政治禁忌。还有一则事例可以表明中国老

百姓对生活的实用的态度 。中国传统的习俗是人

死后被埋葬时烧“冥钱” ,但在 1997—1998年亚洲

金融危机期间 ,这种“冥钱”变为“硬通货” ———美

元。商贩们对此解释说 ,那些死去的人到阴间后 ,

传统的纸币已经不顶用了 ,美元更能派上用场。

五 、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

任。在中国 ,人民区别对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的合法性。中央政府获得了广泛的信任 ,地方政

府则较少甚至没有获得群众的信任 。中国和西方

的研究发现 ,城市和农村人口中很大部分支持中

央政权 ,这主要归功于成功的经济发展 、实现港澳

回归等国家目标以及维护政治安定的能力 ,这使

得人民确信中央政府已经将中国从可能重蹈前苏

联的覆辙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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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与其说是一

种富有侵略性的 、外部化的意识形态 ,不如说越来

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目前主要

有两种功能:其一 ,它是一种整合的民族主义 ,旨

在进一步达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目标;其二 ,

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 ,旨在为了一个共同

的利益目标对人民进行动员。因此 ,台湾问题不

是外部侵略的一个标志 ,因为中国把台湾问题视

为其内部事务 ,更愿意把它视为其民族国家建设

(nation-building)的一个问题。

七 、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论。从中国的政治

发展过程看 ,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政权只有强大才能生存下来。这样一种力量无法

由伟大的领袖们独自保障。它需要越来越多有能

力的 、负责的公民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事务。参与不

仅仅是提高政策及其执行的质量的一种方式 ,而且

也是减少冲突的一种方式 。冲突理论认为:在一个

假定的社会里 ,参与的程度越高 ,这个社会的对内

和对外政策中暴力使用的程度就越低 。

那么 ,我说的“公民”有什么含义呢? 公民有

三个标准:一是扩大了的人民参与的规模 ,二是生

活水平在提高 ,三是公民权。这种参与的扩大包

括建立基层选举制度 、将社会福利任务转到社区

(扩大社区参与)、将动员起来的参与作为一种参

与的学习过程 、同时接受非参与者的选择(个人自

治的一部分)。显然 , 中国目前只有有限的公民

权。但是近年来 ,参与的规模得到了扩展(例如通

过在乡村和城市社区确立草根阶层的选举 ,通过

培养社会参与),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我们可以观

察到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公民结构的最

初形式在发展———被称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条

件。毛主席的“群众”逐渐转变为公民 ,至少在城

市是如此 。目前党领导下的政府面临着人民对参

与不感兴趣 、加入参与行动的社会“志愿者”的数

量依然很少等问题 。因此 ,政府试图在城市创造

新的“共同体” ,并动员经济上或组织上有依赖的

人 ,例如党员和社会弱势群体。政府的目的是要

发动一个自上而下的“公民社会” ,我称之为“权威

性的社群主义”的模式。这一“自上而下”的社群

主义模式的含义是 ,国家作为公民社会过程的发

起者动员民众参与 ,建立不同的社会团体 ,这些社

会团体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如党员 、低保户),而

其中的社区应作为城市中的“基层单位” 。如何组

织自己的生活现在是每个人的私事 ,政府不会干

预。这样 ,个体自治在日渐增多。

最近 ,由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

概念与这种“权威型的社群主义”有着密切的联

系。按照中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所说 ,这个概

念的含义是: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 、降低低收入人

群的数量并进行反腐败。和谐社会的纲领也是对

儒家模式的回归 ,以达到“大同”这一儒家社会理

想。与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 、财富及消费为标志

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不同 ,和谐社会的目的

是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 、安全的社会 ,一个社会与

政治和睦的社会。中央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透明

度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很明显 ,民主本非目的 ,而是让一党制更为有效 、

更为负责 ,并为其提供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 。

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

粹的专制政权 ,并且近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 。其

实 ,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 、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

的开放社会。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问

题。中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 ,很难预言未来几

十年里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 ,只要经济平稳

发展 ,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

那么 ,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就可以得到保障 ,中国也

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

伙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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