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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与否只是决定其治理绩效的一个制度因素。从经验来看，当很多原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迈过人均GDP10000美元、20000美元的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全球治理指数评级也会水涨船高。

本期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很多人讨论民主时，容易混淆民主的理想与民主的现实，但民主的理想并不同于民主的

现实。众人期待的往往是理想中的民主，这种民主既意味着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又意味着

对自由、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同时还意味着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和谐、平等和善治。

尽管人们可以期待这种“理想中的民主”，但一个社会实际得到的最多只是“现实中的民

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大家通常设想民主能有效消除腐败，但现实又怎样呢？一部分

民主国家就难以有效控制腐败，比如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便同样是欧盟民主国家，

意大利的腐败程度远比丹麦和德国严重。

1、政体比较要区分理想与现实

在政体论战中，有人喜欢用民主的理想状态来论证非民主现实状态的不合理性。比如，

看到非民主政体下存在着各种问题，很多人期待民主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正如上文提到

的，如果一个国家很腐败，大家就期待民主化能解决腐败问题。但实际上，民主和腐败的关

系是非常复杂的。目前为止，经验研究所能揭示的是，民主只是大国解决腐败问题的必要条

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还有人喜欢用民主现实状态的不完美来论证民主的不合理性。比如，有的新兴民主国

家，议会开会时发生过议员互相打架的现象，照片被拍下来放在国际网络上。有人会问，难

道民主的议会就是这样吗？有的国家结束大选后，政治抗争活动不断，败选一方始终不能接

受选举结果，甚至想让政治秩序陷于瘫痪。有人会说，看来民主选举的结果并不理想。以修

筑高铁为例，有些国家或地区从提议修筑高铁至今已过去很多年，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有人会说，这就是民主的效率吗？当然，这些案例并非是民主治理的理想状态，但这也不过

是民主运转尚不理想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情形。如果据此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统治类

型，未免过于武断。此外，当我们说民主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然后试图用民主现实状态的不

满意来论证民主的不合理性时，可能还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非民主政体的现实状况更令人

满意吗？

土耳其议员在国民议会上扭打。

罗伯特·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提醒大家，政体比较需要明确到底是基于理

想的层面，还是基于现实的层面。一个错误的做法是拿理想中的威权政体与现实版的民主政

体做比较。达尔生动地说：“在进行这类比照之中，我们必须避免将理想的橘子与现实的苹

果相对照，也就是设计一个精确的程序，以表明现实的苹果要比理想的橘子低劣。”所以，

我们不要设想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威权政体来比照现实中的、有缺陷的民主政体。当然，反

过来也一样。正确的做法是，理想的威权政体要和理想的民主政体相比较，现实的威权政体

要和现实的民主政体相比较。

罗伯特·达尔，美国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荣誉讲座教授，其著作《民主及其批评者》被誉为政治学经典。

此外，研究不同政体的绩效时，究竟是比较它们的最佳表现，还是最差表现呢？这里的

标准也要统一。一个错误的做法是拿表现最佳的威权政体与表现最差的民主政体进行比较。

最坏的民主会滑向“多数暴政”，而最好的威权政体是少数精英基于智慧和美德的治理，两

者高下立判。达尔指出，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当然，拿表现最佳的民主政体与表现最差

的威权政体做比较，也是不合适的。正确的做法是，表现最佳的威权政体应该与表现最佳的

民主政体做比较，表现最差的民主政体也应该跟表现最差的威权政体做比较。这才是一场公

平合理的“政体锦标赛”。

2、两类国家的治理：新西兰与印度

在国内舆论场上，一说起民主政治的实践，大家首先容易想到英国和美国。但实际上，

在民主国家的光谱中，英美两国处于高质量的一端，而不少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治理品质并

不理想。拿议会现场来说，英国议会通常都是井然有序的，执政党与反对党议员分坐两侧，

在辩论阶段都能做到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在投票环节也严守规则。但是，在一些新兴民主

国家，议会现场会因为议员在辩论环节互相厮打而陷入混乱，也会因为议员频繁使用阻碍议

事程序而陷入瘫痪。如果说前者是迄今为止人类民主现场的标杆，那么后者是很多新兴民主

政体的真实境况。

秩序井然的美国国会

所有民主国家可以分为发达民主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两类，而两者在治理绩效上的差

异很大。若按照治理质量的高低去区分，绝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都实现了高质量治理，英美

两国大概是其中的典范；也有极少数发达民主国家无法实现高质量治理，比如希腊目前就陷

于严重的债务危机且难以有效缓解，但这样的国家比较罕见。

对发展中民主国家来说，能够实现高质量治理的国家则只占到一定比例。当然，这种比

例上的划分跟我们对善治的要求有关。如果最低限度的善治只是国家不陷入内乱、经济没有

大的衰退，那么多数新兴的发展中民主国家算得上已经实现良好的治理了。但是，如果善治

的标准不只是这些，还包括经济的持续增长、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的稳步增加、

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降低、高效能和清廉的官僚体系，等等，那么只有一定比例的发展中民主

国家能做到这些。大家不要把这里的讨论视为反民主或否定民主治理的绩效，这只不过是全

球范围内民主治理绩效分化的真实情形。

我们不妨以新西兰和印度两国为例来进行民主治理绩效的比较。这里的比较指标主要是

世界银行公布的评级指数——世界治理指数，这一指数包括公民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

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等六个具体指标。该指数显示，在百分制标准分中，

新西兰最近10年有5个世界治理指标分值几乎都在95分以上，大部分评分落在97-100分的

区间，属于全球善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只有政治稳定一个指标，新西兰的得分曾低于

90分，但后来很快就有提升，最新评级已经高达99分。可见，新西兰是发达民主国家善治

的样板。

英国机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做的2015年世界民主指数排行榜的前5名，信息来自维基百科。

如果考察印度最近10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在百分制标准分中，该国的政治稳定指标

低于20分，管制质量和控制腐败指标大约在40分上下波动，政府效能和法治两项指标落在

50-60分的区间，而仅有公民表达与问责一项指标刚好超过60分。这些数据代表的是印度民

主政体的治理水准，印度尽管是一个具有60多年民主历史的国家，但离高质量的民主治理

或善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新西兰与印度的案例比较显示，发达民主国家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差距很大。

对发展中民主国家来说，要实现高质量的民主治理决非易事，这也是考察民主现实的一个方

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若蜕变为非民主政体其公共治理表现就会更

好。曾经同为英国殖民地、民主程度远低于印度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公共治理的表现也

不能令人满意。

所以，民主与否只是决定其治理绩效的一个制度因素。从经验来看，当很多原先落后的

发展中国家迈过人均GDP10000美元、20000美元的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全球治理指数评级

也会水涨船高。

3、新兴政体的转型难题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是，不少新兴民主国家都会面临如何完成转型的难题。当一

个新兴民主国家迎来初创的民主政体时，它会面临三个严峻的挑战：民主规则能运转起来

吗？民主治理能产生绩效吗？民主体制能得到巩固吗？实际上，对于中低收入的国家组别来

说，不少国家都遇到了民主转型的困境。比如，泰国的民主就很难运转起来。过去的经验表

明，泰国的民主通常是短命的。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大选结束后，反对派就会发动大规模的

街头抗争，直至政治冲突升级导致首都政治秩序的瘫痪。此时，泰国军方就会站出来，军事

就上演了。当然，泰国在民主转型上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该国屡次启动转型，又屡次

遭遇挫败。在第三波民主化中，也有很多像西班牙、葡萄牙、捷克、韩国这样的成功转型案

例。此外，即便是民主规则能运转起来的国家，民主治理能产生好的绩效吗？进一步说，这

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能得到巩固吗？从全球转型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方面的挑战仍然很大。

泰国国会

过去，学术界和媒体关于民主转型曾有过一种过分简单的认知，有人称之为“民主转型

三部曲”：第一，威权垮台；第二，启动转型；第三，民主巩固。这种认知让人想起一些青

春肥皂剧，年轻的男孩女孩偶遇之后，第一步是约会，第二步是恋爱，第三步是结婚。从

此，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仍会不断涌现。类似的，“民

主转型三部曲”也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误读。

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转型更可能是一个结果不确定、充满各种挑战、历时漫长的政治过

程。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很多国家的转型结果是不确定的。有些转型会走向民主，有些转型未

必会走向民主，重返威权政体或者停滞于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也是可能的结果。

其实，理解民主和民主转型需要经历一个从天上到人间的过程。与其基于单纯的政治理念、

以过分理想化的视角来理解民主，不如放眼全球、基于各国的真实经验来考察民主转型的政

治逻辑。

行文至此，除了民主的理想与民主的现实，很多人还很关心民主与其他政治价值之间的

关系。有人说，自由应该优先于民主；有人说，最重要的是法治而非民主；还有人说，更民

主未必能更平等。那么，如何理解民主与自由、法治、平等等诸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呢？敬请

继续关注本系列。（作者：包刚升；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

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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