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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识形态，程序和政府绩效是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最根本的来源。以下三个因果关系是联系国
家合法性基础和民众政治认知模式最为重要的机制：
（1 ）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
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
（2 ）程序合法性在
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越占据重要地位。
（3 ）绩效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
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各有特性，本身很难说有什么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这
三个基本面向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的组合，以及一个具体组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改变的能力。时代
变了，一个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侧重也得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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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在西方世界的早期语境中，合法性（legitimacy）一般是指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但是在今天，合法性则
涵盖了国家权力来源的各种不同面向，包括法理性的和非法理性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合法性都是
一个根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治问题。a 这是因为统治者掌握着被统治者所没有的、带有强制
性的权力，但他们在人数上相对于广大被统治民众来说却永远处于绝对少数。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者中
势必有人会提出“ 为什么他们能统治我们 ”这样的疑问，而统治者中也会产生“ 我们为什么能统治他们 ”这
样的疑虑。合法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国家统治的依据问题。
古代中国国家权力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很少是通过成文的契约来建构的，古代中国的法律也
 “2015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了“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这一议题。此后，国内网
a 在
上网下出现了一些讨论国家合法性的评论和文章。在我见到的几篇评论和文章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治学家杨光斌的《 不能做“ 合法性 ”
概念的囚徒 》
（
《 北京日报 》2015 年 11 月 23 日，以下简称“《 囚徒 》”）一文。
《 囚徒 》体现了作者长期的思考和学术功力，并且在分析西方
国家“ 选举授权合法性 ”的问题方面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
《 囚徒 》有两个弱点：一是把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样经验感并不强的西方哲学
家的一些近乎天真的观点和分析太当回事，因此文章读起来不免有些书生气；二是作者的眼睛离现实政治太近，其思维方式是功能主义和
处方性（prescriptive）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因此文章的概念得不到提炼，对全局的把握也有失偏颇。不过，本文并不是针对杨光斌文章而
提出的批评。笔者在此提出王岐山的报告和杨光斌的文章，仅仅是想借此指出合法性在国家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是为本文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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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刑法为主。合法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现代概念。但是古代中国曾出现过大量的、从今天来看是有
关国家合法性的论述。
《 尚书 》中的“ 天命 ”观、孔子的“ 正名 ”和“ 仁 ”
、荀子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
陆贾的“ 马上能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 ”这些都可以被看作古代中国有关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理论。合法性因
此是一个不分中外的国家政治的基本议题。
在讨论国家合法性问题时，几乎所有的现代学者都难免陷入以下两个误区：其一可称为精英主义，其
二可称为经验主义。
西方学者在讨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这一议题时都有着很强大的诊断处方式的精英主义的冲动，或者说，
他们都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提出一套自认为最为合理的合法性来源。对于理想主义的罗尔斯 a 来说，合
法的国家就是一个能维护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国家。对于保守现实主义的亨廷顿（Huntington）来说，
c
国家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永远是国家合法性最为重要的来源 b。对于功能主义色彩很浓的李普塞特（Lipset）

和卡诺利（Connolly）d 来说，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既在于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又在于维护多党民主。对于像哈贝
马斯（Habermas）e 和奥菲（Offe）f 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国家合法性是可以通过一些与大众感受几
乎无关的客观指标来测定的；并且根据他们的评判，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总体性的“ 合法性危机 ”
。
以上这些学者在当今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分析也不乏精彩之处。但是，笔者更清楚一个国家
合法与否不在于知识精英的评判，而在于普通民众的感受。比如，哈贝马斯和奥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
开始强调西方国家的总体性合法性危机。虽然他们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
在，但显然西方的普通大众与哈贝马斯和奥菲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进入 80 年代后，西方国家不但在政治
上很稳固，并且大多数西方民众，包括许多生活拮据的下层民众，也都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感到骄傲，并且
支持他们国家的领导在世界范围内兜售西方政治模式。
也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问卷调查来分析一个国家政权在大众心目中的合法性。比如，近年来有学者利
用“ 世界价值观调查 ”
（World Values Survey）或“ 亚洲指标 / 民主动态调查 ”
（Asian Barometer）等调查数据
对各国的合法性进行研究，并且从中国民众对政府支持度很高这一结果得出中国的国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
这一结论 g。这类研究其实是陷入了经验主义的误区。西方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经常会低达百分之十几，但
是西方民众反感的主要是当政者，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政体。因此，西方的政客很少因为支持率低而产生合
法性危机感或惧怕过政治不稳定。他们可以放心地统治着国家，甚至是坦然地胡作非为（ 想象一下小布什
一意孤行地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及这次战争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断延伸的灾害 ）
。相反，中国民众在
这些调查中对政府有着很高的支持度。但是高支持率并不能打消中国领导人的焦虑，因为支持率一旦下降，
在中国马上就可能会转换为政治不稳定。总之，民调支持率反映的是民众对时下政府绩效的态度，国家合
法性来源指的是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来源的认可，这两者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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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8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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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性理论方面，韦伯是个难以逾越的人物。韦伯的贡献有三：第一，他秉承了 17、18 世纪在西方
兴起的心理学传统的精髓，把国家合法性定位在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而不是知识精英对于国家
权力来源的理论论证上，这就为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道路；第二，韦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对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了分类，并且指出了不同的合法性来源的不同性质。这为我们对国家合法性的不
同面向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分析提供了可能；第三，韦伯创造了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给经验归纳和
逻辑演绎的有效结合找到了一个途径。a 关于第三点，我想在以下做些进一步说明。
人类行为十分驳杂。人有论证自己行动正确性的能力，也有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的能力；人有虚
幻意识，经常会明明错了还以为自己是对的；人往往自以为是，并想扩大自己的影响；针对某一个具体目
标，人的动机也并不单纯。因此，当具有这些驳杂性质的人组成社会之后，人的驳杂就会转化为社会组织
行为的驳杂和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日常概念的“ 不纯性 ”
。比如，宗教组织会做生意，建立教权国家和拥有武
装；国家也会做生意、宣扬某一宗教，并拥有军队；当一个商业组织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它也可能会组织
军事武装和大力支持某些宗教和意识形态。还比如，宗教组织的形态和教义应有尽有，很难用西方形成的
一套对于宗教概念的定义来概括。人类创造的日常概念和组织性质的不纯性，给我们分析社会现象造成了
许多困难。特别是，从日常性概念而不是从理想型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往往会引导我们将完全不同的社
会机制和逻辑混淆在一起，并将自我偏好大规模地带入了分析和结论。
面对这一困境，韦伯创造了理想型方法。理想型的优点就在于能从不纯的日常概念中提炼出一些更具
本质意义的东西。比如，如果采用理想型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把宗教或者政党组织抽象为意识形态行动者，
国家组织抽象为政治行动者，经济组织抽象为经济行动者。我们并且假定理想状态的意识形态行动者只搞
传教和宣传，政治行动者只管政治，经济行动者只管纯粹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这时，我们就能来分析意识
形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各自的一些特殊规律。韦伯就是一个能在复杂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一些关键
性的“ 理想型 ”
，并对理想型进行归类的大师。
韦伯把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分解为三个理想型：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传统合法性是
指一种基于古已有之的并且成为一种传统的权力。魅力合法性是指一种基于个人魅力或者某种超凡能力的
权力。法理合法性指的是一种基于一系列被广泛认可的法律和行政原则基础上的权力 b。韦伯对于国家合法
性的分类对后来学者有很多启迪。但是，按笔者的方法论原则，韦伯对国家合法性的分类方法还存在着不
少问题。
笔者认为，一个完美的理想型分类体系必须具有正交性和完备性两个特征：一是该体系中每一概念所
构成的“ 维度 ”
（ 或者“ 轴线 ”）必须是相互正交的，即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二是该体系中概念的集
合必须是完备的，即这些概念放在一起必须穷尽此类现象的所有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一个
具有 n- 维的理想型集（ideal-type set) 类比为一个 n- 维欧几里德空间（ 见图 1 ）
。必须指出，社会学的理想型
集与欧几里德空间是完全不同的：理想型集的每一个“ 轴线 ”虽然相互正交，却各自蕴含着截然不同的社会
机制，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韦伯的合法性分类体系并不完全符合以上两个原则。韦伯的分类体系中没有包括人们对更广义的意识
形态的信仰和服从。世俗的和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可以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今天伊朗的合法性在很大程
度上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而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合法性则是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个人
魅力 ( 克里斯玛 ) 基础之上。一旦把意识形态合法性加入韦伯的分类体系，我们就会发现韦伯的传统合法性
与魅力合法性显得多余。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核心是对于某种价值观或说信仰的遵从，但传统和个人魅力不
就是特殊形式的价值观和信仰吗？ 它们都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特殊表现。韦伯的法理合法性定义忽视了在
韦伯本人的演绎能力不强。他自己并没有发挥出自己发明的理想型方法蕴含的潜力。西方的韦伯研究专家也往往把韦伯误解为一个旨在解读，
a 
而不在解释的社会学家。
Bendix, Reinhard,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2; Weber, Max,“The Nature of Social
b 
Action,”in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edited by W. G. Runciman and E. Ma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7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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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合法性来源理想型集的三个正交维度（a）及它们所对应的三个正交的心理学基础（b）
意识形态合法性

价值理性

（a）

（b）

程序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

形式理性

工具理性

法律和行政原则之外的一些被广泛认可的政治程序，比如民主选举和各种在政治过程中被广为遵循的潜规
则，等等。韦伯的分类体系中还排除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为大众提供一些基本的
公共物。在现代社会，国家所需提供的公共物包括：教育、经济发展、养老、医疗卫生、交通、治安、法律、
环保、国土安全、道德表率，等等。国家提供这些公共物的能力也应该是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a
在笔者的体系中，国家能够，也只能从以下三个最为本质的面向来建立统治的合法性：某种被广泛接
受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以及某种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统治者的
产生程序。与此相应，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类型：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
序合法性 b。如果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基于的是一个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
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国家为大众提供公共物的能力，这个国家的统治基于的
是绩效合法性。如果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一套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程序，这个
国家的统治就是基于程序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讨论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型。任何政权都不会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单
一类型上，或者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三个理想型的混合体。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段中，某
一理想型合法性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来源，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这一国家的性质乃至这一国
家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和政治行为特征。
在具体的历史中，这三个合法性层面也总会有所关联。比如：某种程序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往往是
因为这程序已经被大家赋予正面价值了；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心满意足地认为国家已经很有效地为他们
提供了各种公共物了，这反映的既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成功的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但是作为理想型来
说，这三个层面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是相互正交的。
这三个理想型的合法性不但是正交的，而且是完备的。这就是说其他形式的合法性都是这三个理想型
的某种组合，或者说在这三个理想型之外，我们再也提不出第四个理想型了。以下我借用杨光斌文章中提
出的一些合法性概念来说明为什么笔者提出的三个合法性概念具有完备性的特征。
杨光斌指出，
“ 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 ( 选举民主或者协商民主 ) 和正义性 ”是国家合法性的最大公
约数。但是，杨光斌文章中有效性合法性指的就是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即笔者所定义的绩效合
法性。 杨光斌认为正义性是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提出正义的核心是“ 保护最不利者阶层利益 ”
。
正义在这里不也正是笔者所定义的“ 绩效 ”的一部分吗？ 当然，对正义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 实质正义、形
式正义、道德正义 ……）
，并且任何一个侧重背后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正义的这一部分应当属于意识形
韦伯对于合法性的分类中没有包括国家的绩效层面。对于韦伯的追随者来说，合法性必须是价值评判性的，但是绩效激发的仅仅是人的工
a 
具理性，只有计算没有评判（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1, pp. 64 —
69 ）
。其实，评判过程也是绩效合法性的一个必须的组成部分，只是民众在面对国家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时采用了不同的评判准则而已。
Zhao, Dingxin,“Defensive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4, 3, pp. 28 — 46; Zhao Dingxin, Power of Tiananmen:
b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1; Zhao Dingxin,“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9, 53(3), pp. 416 —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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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合法性的范畴。杨光斌的合法性定义中还包括法律性和人民性 ( 选举民主或者协商民主 )。可是它们都是
程序合法性的各种特例。之所以说它们是特例，是因为程序合法性的可能性远远不限于法律性和人民性。
比如，前现代国家中统治者的产生一般都需要遵循一个被精英集团广泛接受的程序。如果这些程序遭到破
坏，后果会很严重。但是这些程序与传统社会的“ 人民 ”
（ 严格意义上应该被称之为“ 臣民 ”）却没有多大
关系。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在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后 a，国家的合法性也不局限于法律
性和人民性这两点。比如，美国总统可以任命大法官，但是在任命名单提交到参议院前，总统府必须在私
底下做许多工作，或者说得走完该走的“ 潜规则 ”程序，这时提交的名单才有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大法
官的任命过程就在这个走程序的过程中合法化了。需要强调的是，那些“ 潜规则 ”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障，
并且美国“ 人民 ”从头到尾也没有加入这一政治过程。国内各级官员的选拔与任命也需要经过许多程序，其
中有些是正式的组织程序，有些则是不成文的潜规则。这些组织程序与潜规则的缺失会给整个任命过程乃
至任命官员带来合法性危机。组织程序与潜规则因此也是程序合法性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
组织程序与潜规则完全不同于法律，而且“ 人民 ”并没有介入国内高级官员任命的程序中。杨光斌文章中还
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 ”
。这个提法其实暗合了韦伯所说的传统合法性，而传统合法性则是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部分。

国家合法性来源和国家社会关系
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冲突和妥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性
来源一旦固化后就会成为一定时空中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家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
政治行为特征，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阐明国家合法性来源与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行为特征和国家社会关系形态之间的关联以
及这关联背后的逻辑，笔者需要对韦伯提出的人类理性的三种理想型，即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 / 理论
理性，作一简单介绍 b。当一个人从某种价值观 / 意识形态出发来看问题时，此人运用的是价值理性。我们
对这种看问题方法和行为方式的正面评价是“ 有原则 ”
，负面评价是“ 屁股决定脑袋 ”
。当一个人从“ 会不
会赢？
”
“ 会不会成功？
”
“ 合算不合算？
”这样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时，此人运用的是工具理性。我们对这种
看问题和行为方式的正面评价是“ 思维简单清晰 ”
，负面评价是“ 功利主义 ”和“ 不择手段 ”
。价值理性和工
具理性是人类分析问题和决策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但是，在分析和做决策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逻辑方法，
并且我们也离不开一些理论和假设。形式 / 理论理性就是这一类能增进我们分析能力的理性形式。价值理性
背后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后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 / 理论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个论证有没
有道理，这论证过程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规范。形式 / 理论理性因此也可以统称为形式理性。
以下社会机制的存在，决定了国家合法性来源与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模式之间的关联：
（1 ）绩效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
就越占据重要地位；
（2 ）程序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
就越占据重要地位；
（3 ）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
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
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就是通过激发形式不同的社会理性来塑造大众的政治认知模式和行为特征的。
当然，真实的社会总是比理论要复杂得多。任何国家都不会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单一来源的基础上；
不同观点和不同性格的人对国家合法性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国家能通过手中的资源来打压异己、
赵鼎新：
《 社会运动和“ 人民 ”登上历史舞台 》
，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 年 8 月 4 日。
a 
Kalberg, Stephen,“Max Weber’s Types of Rationality: Cornerstones for the Analysis of R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 Histo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b 
1980(85), pp. 1145 —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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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舆论。这些都会给现实世界带来复杂性，并给分析带来困难。在后文中，笔者将对国家合法性的三个
理想型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这种运用理想型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提纲挈领之妙，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具体国
家的合法性来源总会有所侧重，而这侧重就会型塑这一国家民众的政治认知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舆论的
形态，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笔者先从意识形态合法性入手，因为意识形态在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中占有
最为重要的地位。

意识形态合法性
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背后都有着一种清晰的计算方式，与情感（emotion）关系不大；而价值理性的基
础则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和爱戴。相对于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价值理性更能塑造和激发民众的情感。
因此，任何国家在建构核心价值观（ 或者主流意识形态 ）方面都会下很大努力，虽然这努力的成功与否却
非国家所能完全控制。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既需要人员、组织和资源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符合以下四
个政治学原则。
第一，成功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一个具有总纲性质的“ 主义 ”
，而不是一些像“ 八荣八耻 ”一样的道德约
定。这并不是说道德约定不重要，而是道德约定必须是一个具有“ 主义 ”性质的哲学的逻辑延伸，就像“ 三
从四德 ”是中国古代“ 帝国儒学 ”的逻辑延伸一样。没有帝国儒学作为理论基础，
“ 三从四德 ”是不可能成
为主导古代中国妇女的价值观的。第二，核心价值观内容必须具有内在的逻辑上的自洽。比如，如果一个
国家要搞宗教极端主义，那么这国家就很难把言论自由和性别平等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还比如，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提倡把社会等级和秩序视为合理的儒学，那么这国家就很难把追求平等和强调社会冲突
的马克思主义也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内在逻辑自洽这一准则决定了成功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真谛不在
面面俱到，而在有所侧重。意识形态内在的逻辑和谐的关键是在“ 片面 ”
。而不是将现代社会世俗性的正面
价值全部网尽。比如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同一
价值也有不同的并且是相互冲突的理解。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似周全却毫无逻辑体系可言。
第二，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不可证伪性。这有两层意思。其一，该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不能太具体。
比如，作为核心价值观来说，宗教就要比某某主义来说更具有稳定性。因为某某主义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太
容易被证伪，而宗教承诺的“ 来世 ”和“ 天堂 ”永远不会被证伪。仅就这点来说，伊朗革命政权的可持续性
也许会超过某某主义革命政权的可持续性。其二，是核心价值观和政体形式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比
如，作为一个保守的伊斯兰教政权，伊朗是不可能把平等、特别是性别平等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的。还
比如，一个国家不能既高举“ 民主 ”
“ 自由 ”
“ 法制 ”
，但同时又保留着一个很强的威权传统。这对核心价
值观的严肃性会有很大的损害。
第三，与人性比较贴近的核心价值观一般更具有稳定性，因为这类价值观在不用强力推行的条件下就
能发展起来。从统治者角度来说，宗教和自由主义都是比较容易竖立的价值观；因为宗教贴近了人怕死和
喜欢放大自己生命意义的本性，而自由主义则贴近了人自利和工具理性的本性。在民智已开、人员流动很
大的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宗教性的儒学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一个很难树立的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儒学既要
求处于下位的民众要对上位群体顺从，又不能把处于下位的民众在死后送入“ 天堂 ”
，很难在没有强力压制
的情况下让广大普通民众接受这一事实。电视连续剧《 欢乐颂 》今年在国内热播后，大量网民（ 特别是女
性 ）对电视剧中重男轻女的樊胜美父母表达了极大义愤，网上投票有超过 90% 的网民甚至认为像樊胜美父
母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女儿孝顺 a。显然，当代中国女性拒绝重男轻女的儒学成为主流价值观。
简单分析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背后的政治学原理后，我们回到意识形态合法性和国民政治认知和行
为模式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讨论。
意识形态合法性很强或者是很弱的国度，都是民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很容易被情感所支配的国度。当

http://d.news.163.com/article/BMD735RD000155I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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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高达一定程度后，这个国家的民众就会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
好，就是好 ”这样的情感语言作为正确论证。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合法性方面有严重缺失时，这个
国家的民众连“ 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 ”这样的论证都会相信。在旁观者看来，在严重受到意识形态掣肘的
国度里，人往往是罔顾事实、不讲逻辑、只讲政治正确的。
当一个国家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或者说这个国家作为立国之本的价值观是一个在社会上能被
广泛接受的“ 主流价值观 ”时，这主流价值观就会成为大众看问题的出发点。在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
国家中，大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模式会呈现以下一些特色（ 并且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越强，以下特色就
越浓烈 ）：社会精英会心甘情愿并且带着激情来制造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舆论（ 从批判的角度可被称之为
“ 制造共识 ”）；民众对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舆论坚信不疑且为之鼓舞；社会精英和大众都会追求与主流价值
观一致的政治正确。他们会主动对自己的行为设限，主动对他人的政治不正确行为进行抨击、甚至会主动
要求国家对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打击。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信任极高，但是有的民众却不得不在
政治正确的压力和由之带来的各种利益下作出伪装。政治正确的压力达到一定高度后，道德高调就会与社会
实际严重脱节，社会走向专制。这类现象发生在威权国家中会被称之为“ 专政 ”
，发生在民主国家中则被称
为“ 多数暴政 ”
。笔者对今天的朝鲜不够了解，不敢下定言，但是以上的所描述的确非常符合“ 文革 ”期间
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任何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
当一个国家所提倡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为被广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时，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合法性方面
就有所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行为以及民众的政治行为就会呈现出以下特色（ 并且随着意识形态合
法性的缺失加大，这些特色不断增强 ）：一旦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产生严重缺失，反体制意识形态就会占
据道德高地。为了不使反体制意识形态坐大，国家就势必对社会舆论设限。比如，为了制造社会共识，国
家会对媒体从业人员有所要求，但是媒体从业人员却会对这些要求产生抵触。当然，国家可以通过金钱来
收买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伴随国家权力的各种利益诱惑有些媒体从业人员也会主动向国家靠拢，媒
体从业人员中也总会有一些人能认同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但是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会无济于事，因为在
意识形态合法性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这些向国家靠拢的人士会被多数人所不齿。同样重要的是，虽然金钱
和利益能收买一些人心，但是在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社会一流人才就会不屑于制造共识，
而愿意参与制造共识的人往往是一些素质不高的机会主义者。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制造出
来的新闻往往既缺乏专业主义，也不会为民众喜闻乐见。这些新闻与其说是给民众看的，还不如说是为了
哄统治者玩的。
在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社会精英和民众都不会在乎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政治正确。
他们不会主动对自己的行为设限，不会对他人的政治不正确行为进行抨击、他们会对那些主动帮助或要求
国家对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打击的行为表示不齿。由于缺乏政治信任，主流新闻媒体往往不能建
构社会舆论，但是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却能盛行。这样国家中民众虽然会感到处处是“ 限制 ”
，但是他们却
有着在意识形态合法性很强的国家中的民众所没有的一种与自由主义精神无关的“ 自由 ”：因为没有核心
价值观带来的政治正确压力，除了在面对国家暴力时有人会免不了缄口外，他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此，
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缺失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治不正确的“ 大嘴 ”在社会上不但很多，而且他们还占有着
话语权和道德高地以及获得与之相应的各种经济利益。
个人魅力（ 克里斯玛 ）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特例。因此，一个享有魅力合法性国家中大众
的心态和行为也会符合以上这些特性。但是，由于魅力合法性赋予领袖以超人的能力并把领袖看作正确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化身，这就给了这一国家民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模式一个很强的“ 宗教 ”性：社会精英努
力造神，大众热忱膜拜，对领袖的任何质疑都不会被容忍。在现代社会，成功的魅力合法性的建构必须具
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大多数民众都对该领袖身上体现的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认同；第二是该领袖有着特殊
履历。
“ 特殊 ”一词在这儿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该领袖必须身处一个在当时被广泛认可的“ 伟大时代 ”；其
二是该领袖有着一个进行有限的包装就可以被神化为“ 伟大时代缔造者 ”的履历。魅力型领袖因此往往集中
172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出现在各种特殊时期（ 比如，革命中，战争和战乱中，大规模经济危机中，新政权刚建立后 ）
，并且在这特
殊时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两个条件缺少一个造神不但不会成功，还会造出小丑。
魅力型领袖的优势在于破坏旧制度而不是领导一个政权。面对旧制度，魅力型领袖往往有一呼百应、
摧枯拉朽之力。但魅力型领袖在领导新政权时必然会碰到如下困境：面对自己领导下的国家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和自己领导下的官僚机器的巨大惯习，他必然会感到越来越无能为力。但是当他运用自己的魅力型权
力来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以图改变局面时，这一行动势必会受到担负着处理日常性事务的科层官员的自觉
和不自觉的抵制，而由此引来的斗争却给一批想依附魅力型领袖往上爬的政客提供了舞台，从而加剧了权
力斗争。同时，魅力型领袖决策的个人性和任意性势必会影响决策质量。一旦决策有误，其负面后果必然
会有损领袖魅力。如果魅力型领袖继续一意孤行，只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灾害，加剧权力斗争和社会冲突，
进一步损害领袖魅力。历史上类似事情反复发生，但是最为典型的则是当代中国在文革中的经历 a。
在现代社会，不肯服输的魅力领袖只会以悲剧收场，而跟随其后的模仿者演出的只会是闹剧。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民族主义。二战后法西斯臭名远扬；
“ 苏东波 ”后社会主义走向式微；
“ 第三波民主
浪潮 ”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导致自由主义在世界意识形态谱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可以说，各种世俗意
识形态在当今世界都有很大程度的衰弱，只有民族主义是个例外。因此，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有兴趣把民
族主义作为国家合法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一个国家越缺乏其他面向的合法性，这国家就越有可能用民
族主义来填补这个缺口。但是我们常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意思是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
变成一个具有绩效意义的公共物。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迫使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不断强硬，在领土和
其他利益问题上寸土必争，任何外交妥协都可能会被指责为“ 卖国 ”
。如果一个国家不想面对一场不见得能
赢或者是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这国家的政治精英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他们一方面需要维持一个民族
主义情绪高涨的舆论，另一方面却必须防止民族主义情绪失控。但是，在国家缺乏其他意识形态资源的前
提下，在各种不可控外部条件变化的压力下，任何国家很难对民族主义情绪操控自如。在这样的国家中我
们会发觉如下的现象：统治者一方面很有兴趣炒作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却对各种自发的民族主义宣泄
有着很强的控制，而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者却会对国家控制表示强烈不满。
分析至此，笔者需要再次强调：意识形态合法性并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面向；即使是在革命前夜，
即将倒台的统治者也不乏支持者；大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也并不完全由国家合法性所决定。因此，以
上分析的都是理想状态下的社会现象和可能性，而不是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情况。 然而，在当代世界，国
家毕竟是社会大众的政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最为重要的型塑者，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中，依照国家意识形
态合法性的高低，上面分析的各个不同场景势必会有不同程度的对应。

绩效合法性
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为了讨论的简便，我们把国家所需提供的公共物
局限在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等具有内政性质的公共物方面。首先一个问题是国家提供公共物能力的高低应
该如何评价。是用一套客观指标，还是按照民众的主观心理感受？ 站在完全超脱的角度，我们当然会认
为用客观指标更准确。问题是，所谓的“ 客观指标 ”大家不认怎么办？ 比如，如果有人说中国基尼系数在
2014 年达到了 0.73b，贫富差距全世界第一，我估计国内大多数人会选择相信这一观点。但是如果有人说印
度的基尼系数才 0.34，可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从不同角度来考察都要小于印度，因此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应该
如此之高，大家可能不但不会相信这一观点，而且还会骂持这一观点的人是“ 五毛 ”
。通过这个例子我只是
想说明一个问题，任何“ 客观指标 ”必须首先要被信任才能被广泛接受，而信任的背后必须有某种共同价值
观的支持。因此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民众对国家绩效的评判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很难分割。为简单

武丽丽、赵鼎新：
《2007.“ 克里斯玛权威 ”的困境 —— 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
，
《 二十一世纪 》2007 年第 3 期。
a 
谢
宇、张晓波、李建新、于学军：
《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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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三个理想情形下民众对国家绩效的可能评判方式：
（1 ）国家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
性，因此民众对国家有高度信任；
（2 ）国家完全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民众对国家没有信任；
（3 ）民众能
超脱意识形态的约束来评判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
在第一种情形下，绩效对民众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指
鹿为马而不被反感的能力的国家，而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的民众是只需要“ 精神食粮 ”就能满足的大众。
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的演绎近乎荒唐。但是，当你看到中国的民众如何在天下大乱、生活艰苦的文革中庆祝
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担心着这老一辈革命家过世后会“ 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的场景时，
你也许就不会觉得这一演绎荒唐了。
在第二种情形下，因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太低，绩效就会产生双向负面有效性：如果国家不能很好
地提供公共物，民众就会说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破产的最好证明；但即使国家能很好地提供公共物，民众
也会选择不相信，或者至少会说我要的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追求。这就如同国内前几年出现的
“ 印度贫民窟的尊严 ”的讨论：媒体人对印度孟买人口高达百万、面积仅 1.75 平方公里，几乎没有公共卫生
设施和排水系统的，到处充满臭味的达哈维贫民窟做了非常正面的描述，而大量网民则对印度贫民的“ 自
由 ”和“ 权力 ”表示了各种神往。
第三种情形假设民众具有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来评判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民
众对国家绩效能作出客观评价。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就会主导人的行为。人
的以下三个特性因此就会在民众的行为中被放大。首先，民众的欲望会不断提高，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生
活水平和福利保障方面的提高都是不可能超过民众欲望提高速度的。第二，一旦不知足，人的物以稀为贵
的天性就会强化。民众因此就会把已经享有的公共物视为理所当然，把没有获得的公共物想象得无比珍贵。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不可能为已经获得了的好处而感恩。第三，不知足的民众还有事过就忘的本事。刚拿
到好处也许会感恩，但是隔天可能就会忘记。我们常说的“ 忘本 ”指的就是对自己过去的遗忘，而“ 隔代如
隔山 ”则指的是代际造成的遗忘。
“ 忘本 ”和“ 隔代如隔山 ”这类词汇在我们的概念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显
示了人类对自己事过就忘本性的无奈。
读者可能已经对我以上的推论很不耐烦。有人会说，我这人就不忘本。有人又会说，我这人对物质的
欲望就不高。我相信你对自己评价的真诚。的确，民众永远是由各式各等的人构成的：男的女的，穷的富
的，老的年轻的，城里的乡下的，忘本的不会忘本的，自我中心的将心比心的，自私的慷慨的，欲望大的
欲望小的，追求平等的追求自由的，追求物质的追求精神的，服从的散漫的、心眼小的心眼大的，保守的
敢于冒险的，死板的灵活的，诚实的欺诈的，等等。不同的人对国家的要求必然会有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
侧重，对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和质量也会有不同评价。但是，人的差异性只会给一个只具有绩效合法性
的国家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如，老人可能还记得起过去的苦难，因而比较容易满足，而青年人就会把今天
的“ 美好 ”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容易产生不满。还比如，欲望很大且自我中心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希望社会结构按照自己的欲望而变，而不是根据社会结构来调节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这类人在人群中的比
例大小不好说，但却往往是抗争、反叛和革命的带头人，是世界变化的重要推手。这类人在乱世中是英雄，
而在承平年代中往往是失意者。但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都是很难获得满足的一批人。再比如，对于
性格保守和追求平等的人来说，国家福利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物；但对于敢于冒险的人来说，一个宽松
的、奖励优胜者的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公共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很难有效地同时提供这两类性质相
互冲突的公共物。我的例子可以不断增加。但是，我想以在倚重绩效合法性的中国的一个普通民众的心态
来结束绩效合法性下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
两年前，笔者在上海松江打车时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一路上不断抱怨社会贫富差距太大、腐败厉
害、道路拥堵、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家日子不好过等等。但是在与司机的一路交谈中笔者得知，该司机拥有
自己开的出租车（ 也就是说他每月开出租车的收入至少可以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 ）
，在松江城里买了两套
房子，价值共约六百万元，出租一套，自己住一套。家中宅基地上盖有两套别墅出租，其中一套马上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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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公司出价一千五百万元，他认为经过讨价还价加到一千八百万元应该没问题。这就是说，即使不算
房子出租收入、开出租车收入、家庭其他成员收入，以及那套没被拆迁别墅的价值，这户人家就已经有两
千四百万元具有余财性质的财富，大大超过了一个美国中上层收入家庭所拥有的财产。必须指出，这位司
机所拥有的财产数额在上海郊区原属农村居民的家庭中并非少数，但是这位司机的情绪在国内也同样普遍。
显然，中国政府近几十年来为发展经济作出的努力没有能完全打动这位殷实之家户主的心。
统治者做事当然应该想着民众。但是如果统治者只是把人民利益、人民万岁挂在嘴边，他要么是出于
天真，要么是自以为有操纵民意的本领。但是，这世界上也只有西方民主社会中的政客和特殊历史条件下（ 比
如在革命和战乱中）出现的魅力型领袖才有可能操纵民意而不被民意所伤（ 原因笔者在下文中会各有涉及）
。

程序合法性
国家的程序合法性包含着许多面向，但其核心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产生程序。作为理想
状态，程序合法性关键不在实质而在程序。程序合法性对应的是人类的形式理性：如果统治者的产生程序
被认为合法，那么该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合法。统治者的品质和能力在作为理想状态的程序合法性中并不
重要，就像对于一个形式逻辑命题来说该命题在实质意义上的对错并不重要一样。杨光斌认为当前西方世
界流行的多党制民主并不是国家领导获得程序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的确，国家的程序合法性可以来自多个
方面。为了方便讨论，我暂且把统治者产生的政治程序分为两大理想型：第一类只有部分人加入了统治者
选拔过程；第二类则有全民加入。以下我们来讨论这两类理想状态统治者产生程序背后的政治学原理，包
括对大众心态和行为方式乃至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我且把第一类称之为精英程序，第二类称之为大众程
序。
精英程序古来有之，但是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广泛的运用。精英程序的核心就是社会中只有一部分人有
资格参与统治者的产生程序，这部分人可能是老人、贵族、有钱人、有某种“ 能力 ”的人、某一主导族群的
人等等。精英程序需要有两个条件才能成功维持：一是该程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方法，而且是维系
精英认同感和价值观和核心礼仪，是一个不能被其他方式有效替代（the only game in town）的政治过程；二
是普通民众对精英程序有着广泛的负面接受，即民众除了接受精英程序这一事实之外别无他选。以下三个
条件是精英程序能在古代国家得以维系的关键：
（1 ）国家能用各种神授理论（ 比如“ 真命天子 ”
“ 至尊的罗
马皇帝 ”
“ 天皇 ”等等 ）来强化普通民众对统治者的接受程度；
（2 ）普通民众基本上是文盲，并且在地方精
英的控制之下很少有跨区域的横向联系；
（3 ）国家都是守成型（maintenance-oriented）的，它既不能有效地
插入基层社会也不需要为基层社会提供各种不同的公共物。基层社会因此处于地方精英控制的自治状态，
民众面对的政治也主要是地方政治。
在今天的社会，
“ 大众程序 ”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就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多党制民主政治（ 以下简称为
“ 民主 ”）
。这一在近代欧洲逐渐兴起的选择统治者的方法在现代世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地位。以下我对民主
在欧洲兴起的原因作一简单交代，随后对民主得以维系的条件以及在民主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民心态和
行为作出分析。笔者首先想强调，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民主有着非常不同的模式，并且笔者并不认为这些模
式已经穷尽了在现代社会中“ 大众程序 ”的可能模式。
民主政治在欧洲的兴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a，以下的总结只能是非常粗略的概要：近代欧洲的国
家力量和商人的力量在战争和商业的发展中不断提升。国家和商人之间的联盟和冲突削弱了教会和贵族的
Aminzade, Ronald, Ballots and Barricades: Class Formation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8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 
1993; Finer, Samuel E.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Flora, Peter, State Formation,
Nation-Building, and Mass Politics in Europe: The Theory of Stein Rokk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ore, Barrington,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owerby, Scott, Making Toleration: The Repealers and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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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破坏了传统欧洲的精英结构，促进了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政教分离，宗教不再是统治者权力合法
化的有效武器。此外，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国家管得越来越多并且国家权力插入基层社会的能力不
断加大，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众开始直接面对国家政治。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化和现代
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结构，加强了民众的横向联系，并且创造出一个数量很大
的城市就业群体。数量给了民众力量。近代资产阶级为了挤入传统欧洲精英集团，制造了以“ 自由 ”
“平
等”
“ 民主 ”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识字群体的急剧扩大，这些意识形态逐渐脱离资产
阶级的控制，成了大众话语。可以说，精英程序在欧洲的消亡是因为精英程序在古代欧洲能得以维系的三
个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被瓦解了。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斗争的结果。斗争的双方，即欧洲的统治者和民众（ 工人是当时
的生力军 ）虽然都不清楚自己行为的历史意义，但是却能看到眼前利益。对于工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最大
的困境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城市扩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收入低下、失业、超长工作时间、恶劣的工
作和生活条件等等。有些问题还会随着经济周期和技术的提高而进一步恶化。工人因此组织起来争取权益。
他们手上有两个主要思想武器 —— 民主和阶级斗争。
这两个思想武器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创造：民主是资产阶级与欧洲国家以及传统精英进行斗争时
所提出的口号。阶级则是 19 世纪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一个误解：古代欧洲身份区分严格，不同阶层之间的
流动较小，因此每个阶层（ 特别是精英阶层 ）都有比较统一的、并且是清晰的客观标志和主观认同（ 比如
谁是贵族、谁是僧侣等等 ）
。古代欧洲政治才是阶级政治。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趋于多样，并且身份的
变动比较大，大量的人（ 包括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 ）不再有清晰客观的身份标志。主观的身份建构在现代
社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现代政治既不是阶级政治也不是分层（stratification）政治，而是认同
感政治。当然，19 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从传统阶级政治到现
代认同感政治的过渡阶段。他们所看到的是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与小手工业者合流构成了一个人数巨大且
生活方式暂时比较相近的群体。他们于是就带着传统的观念把这个群体认定为“ 工人阶级 ”
。而左派知识分
子则进而给了这个群体一个上帝般的使命：把人类带入共产主义天堂的使者。这已经是题外话。
回到题内。19 世纪欧洲出现的“ 工人阶级 ”在形形色色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发动了不同形式的抗争。
除了经济抗争外，工人在政治层面的抗争有革命和改良的区别。改良的核心就是要求民主，即通过政党民
主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面对革命的威胁，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选择了妥协，以不同形式接受
了民主诉求 a。民主逐渐就在西方世界率先成了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依据。
意识形态很强的学者往往会给“ 民主 ”一个完全正面的标签，把它看作是公正和正义的起点。民主的
确有许多优点，但是民主的维系却需要一定条件，并且民主政治也不见得能成为公正和正义的基础。民主
政治的稳定需要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
（1 ）选举输的一方必须认账，并把权力和平移交给赢的一方。2014
年泰国大选时输掉的一方拒不认账并不断抗议，最后泰国国王和军方出面干涉，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
这就是泰国民主没有能走向稳定的体现。
（2 ）竞选各方的意识形态必须比较接近。这次特朗普在美国的参
选过程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参选双方意识形态接近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因为特朗普的竞选语言在一定
程度上超出了美国精英所能接受的范围，共和党大佬开始采取各种手段阻止特朗普成为党内提名人，中央
情报局前局长声称如果特朗普当选军队可能暴乱，报纸舆论对特朗普用各种方式进行了讨伐，而特朗普竞
选所到之处各种流血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美国民主当然不会如此就完结，但是这次选举却让我们看到了被
认为是十分成熟的美国民主的基础竟然只是美国在初创和鼎盛时期所建立的精英共识。
（3 ）选举得胜的一
方必须承诺在赢了以后不改变原有的选举规则。二战前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但是上后就把国家带向
专制。民主在这样的国家中是不会持续的。
稳定的民主的条件虽然比较难以达到，但是民主化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趋势。首先当然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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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精英程序在古代社会得以维系的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被瓦解了。其次，民主政治对于统治者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选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会在以下四个方面规范民众的政治心态，行为
模式，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第一，任何国家的民众都因为有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能力、行业、工作性质、宗教、族裔等的不
同而产生巨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分化。历史上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往往是国家压制的结果 a。一旦国家选择
了妥协，包括给了工人选票，工人的利益马上就被分化。可以说民主政治是消解阶级斗争的最好武器。
第二，在民主政治下，不同的人群会组织起来通过选票来争取利益。由于现代社会的利益和观点的高
度分化，任何有人支持的议题自然就有人反对，社会抗争于是就成了认同感政治，看上去轰轰烈烈，结果
是相互消解，对统治者并无大碍。因此，民主不但能消解阶级政治，而且还消解了社会抗争对统治者的压力。
第三，一旦民主政治走向成熟，民主程序就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被民众认可。符合程序的
结果因此就获得了自然的正当性。绩效是中国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在中国当官就必须要“ 为民做
主”
，否则就有“ 回家卖红薯 ”的危险。程序是西方民主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西方官员一旦被选上，
任期内干好干坏其实是一个样。在中国，绩效是政治的生命；在西方，绩效往往只不过是竞选策略。这就
是说，程序合法性还可以大大减低政府的绩效压力。
第四，对于国家来说，提供正当的选举程序的难度要比提供民众向往的公共物的难度要小得多。况且，
一旦选举程序被视为最高的正当性，民众对形式的追求就会超过内容。聪明的政客于是就可以在竞选中用
各种空头支票来套取选票。但是空头支票是不可能兑现的。这就导致了民主社会中的民众对政治家的认可
度在选举后一般都会不断下降。但是，只要民众继续认可选举程序的正当性，对政治家认可度的下降并不
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合法性，而只会带来民众对政治的冷漠，从而进一步减轻政府的绩效压力。

结语
成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会给人精神依托和道德归属感；成功的程序合法性建构会给人政治参与感
和公正感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的权力；成功的绩效合法性建构会给普通民众带来各种具有“ 实惠 ”性
质的公共物。如果我能自由选择的话，我希望一个国家的合法性能平衡地建立在意识形态、程序和绩效这
三个来源的基础上。但是我很清楚我的希望只是痴人说梦。因为这三类合法性来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紧张，
以致于国家合法性在一方面的强化就会导致另一个方面的弱化。
如果一个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面非常成功的话，那么民众就有可能会被引导成为全面为政治正
确服务的打手、贩卖政治正确的骗子和只懂政治正确的愚民，各种政治程序会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遭到
扭曲和破坏，统治者也很容易把意识形态作为“ 精神食粮 ”来糊弄民众以弥补其在绩效方面的严重不足。
如果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个被民众广为认可的政治程序的基础之上的话，统治者就会有兴趣
来诱导民众把程序公正当作政治的最高境界，从而替代实质公正。在这样的社会中，挂在统治者嘴上的意
识形态和绩效都可能只是他们用来获取合法统治地位的手段，而民众则有可能会被程序公正驯化成一批利
益分化、失去了有效反抗能力的良民。
就国家政治来说，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一个比较良性的结合是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和程序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能为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提供一个宽广的舞台，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下仍然维
持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并能减低各种政治正确对民众的压制。但是，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
经常是不光彩的角色 b，自由主义也不会在各种意识形态竞争中自然胜出，它需要国家的推行才能维持，并
Aminzade, Ronald. Ballots and Barricades: Class Formation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8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 
1993; Katznelson, Ira,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Lipset, Seymour Martin,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3, 77, pp. 1 — 18;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rks, Gary Wolfe, Unions in Politics: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itts, Jennifer,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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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要有一个多样性很高的社会结构和宽容的文化作为基础。在根本上，自由主义也不能解决高意识形态
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会损害国家绩效这一难题。
我们需要国家这个怪兽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为我们提供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提供的，或者说是不能有效
提供的公共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绩效合法性应当是国家合法性最为重要的来源。问题是，谁能保证和
相信一个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都有严重短缺的国家能很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呢？ 更为重要的是，在意
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都有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绩效合法性的成功建构只会把民众培育成一个工具理性很强
且很不知足的群体。同时，国家绩效带来的各种民生方面的“ 实惠 ”不但不可能替代民众对于意识形态和政
治参与的追求，而且还会在解决了“ 温饱 ”问题后增强民众寻求意识形态寄托和政治参与的欲望。成功的绩
效合法性建构有着一个内在的自我破坏机制：民众对于国家绩效的要求会越来越超过国家提供绩效的能力，
民众的价值寄托和政治参与欲望也会不断提高。民众只会越来越难满足，国家维系政治稳定的难度也会不
断加大。
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各有特点，很难说有什么优劣之分，关键是在于这三个基本面向在一个具体的
国家中的组合，以及一个具体组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改变能力。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一个国家合法性
来源的侧重也必须随之改变。随着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随着国家管得越来越多并且深入基层社会的能力
不断增强，并且随着普通民众的横向联系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大大提高，
“ 大众程序 ”的发展就成
了必然。在西方社会，大众程序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形态，即多党民主。依笔者之见，多党民主不应该是在
现代社会中唯一可行的大众程序模式，也不见得一定就是最好的模式。在当前世界，不少国家的多党民主
体制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在有些国家，多党民主甚至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同样难以否认的是，民众向往参与国家层面政治的欲望作为一个现代潮流也很难被阻挡，并且在没
有其他能被普遍接受的“ 大众程序 ”作为选项的情况下，多党民主就被等同于“ 大众程序 ”
。在现代条件下，
如果统治精英能对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产生方式进行自由选择的话，他们如果选择了某种能被民众广泛认可
的“ 大众程序 ”的话，这很可能是出于智慧的自私。
（ 责任编辑：周 奇 ）

State Legitimacy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Zhao Dingxin

Abstract: Ideology, commonly accepted procedure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performance, are the
three major sources of state legitimacy. The following three mechanisms are the causal links between
the sources of state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the people in the given state: (1)The
more a state’s legitimacy is based on ideology, the more important is value rationality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in that state; (2)The more a state’s legitimacy is based
on a commonly accepted procedure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more important is formal rationality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in that state; (3)The more a state’s legitimacy
is based on performance, the more important i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in that state. Each source of state legitimacy has very different shaping power
to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A more congenial state-society relation, therefore,
hinges on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Key word: legitimacy, ideal type, social rationality, political cogniti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