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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美]安靖如 撰　田　旭 译

摘　要: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

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

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的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

要.陈祖为和陈永政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儒家

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优秀

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的,但这一观

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

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

中的张力.

关键词:儒家;领袖;民主;进步儒学;民本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一、引　言

关于儒家领袖启发性的、近乎于拥有魔力的人格的许多著名形象,似乎都与民主的所有概念南

辕北辙.一些现代儒者对这一距离额手相庆,认为现代儒家政体应实行精英统治,并且人们应该以

传统的方式来尊崇这些统治精英① .相较而言,儒家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

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

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观念在某种程度

上呈现出了新意涵,但这些观念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这篇文章将对这一民主视野中的领袖概念进

行详述并辩护,笔者将分四步进行讨论:首先,在陈祖为(JosephChan)和陈永政(EltonChan)著作的

基础上,大致勾画传统儒家观念中启发型领袖的轮廓;其次,解析并批评了慈继伟对于基于“认同模

式”主体性的儒家领袖观与民主不相容的论断;第三,采用拙著«进步儒学»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现代

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在最后的结论中,阐
释为什么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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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发型领袖

让我们先来看看陈祖为和陈永政在其新著«儒家与政治领袖»(ConfucianismandPolitical
Leadership)中对于传统儒家领袖观念简明而又宽容的论述.在他们看来,儒家领袖观念具有四个

关键特征:１．它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纽带;２．它基于领袖在何以成人方面的超凡卓群;３．
领袖是启发性的,这在于其伦理权威以榜样而非强制的方式赋予其领袖资格;４．政治领袖,而非政治

制度,才是政治秩序的基础.笔者将会逐一审视这些特征,并考察该领袖模式之所以与民主不相容

的缘由.
在两位作者(指陈祖为和陈永政,下同)看来,政治领袖的真实权威并不仅仅来源于其能够提升

人民的福祉,而且还在于“人民对于他的统治心甘情愿地接受.也就是说,领导的权威并不仅仅应在

表面和形式上被证明是正当的,同样还应内在地通过一种基于互相承诺的方式来构建.这种双方的

相互承诺表现为统治者承担关怀民众的义务,以及人民对其心甘情愿的接受”①.«论语颜渊»第七

章或许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孔子说,食物和武器均是善政的关键,但人民的信赖才是最为重

要的,“民无信不立”②.两位作者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其他论述来巩固“人民乐意追随好的领袖”这
一观点.毫无疑问,人民对领袖的接受,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本文第四节中

笔者将会质疑该观念中的一个视角,即人民是否是“心甘情愿接受”这一行为的主体.现在让我们接

着对他们的其他论述进行分析.
正如两位作者恰当指出的那样,儒家领袖并不依赖于某一特殊的天赋才能.一位伟大的领袖能

够在所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平凡的面向上,均表现得相当出色③.作者们提供了一份很长的领导

素质清单(如具有宽容、仁慈、强壮、勤勉等特质),并对这些素质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日常使用的形容词,且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具有的素质.领袖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其实

仅仅在于前者坚持实践这些美德,后者则并没有;而领袖和有德行的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

于前者履行公职,后者则并没有.④

总之,如之前所提到的(官民)双向承诺的重要性,作者们认为,领袖身份与民众身份间具有相当程度

的连续性.
在他们看来,构建在自愿接受以及出色的共享人伦素质之上的领袖概念,是发人深省和颇为励

志的.人民不仅仅会赞同他们的领袖,同样还会将他当作模范和榜样.我们可以从«论语»中找到许

多描述这个想法的陈述,如«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两位作

者将该机制解释为:

　　当人民追随他们的领袖时,他们不仅从领袖处接受指令,同样还遵从领袖的判断.人民这

么做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比他们自身更有德行.因此,领袖所行使的权威不仅仅是制度

性的,同样还是道德性的.⑤

换句话说,该机制在于启发民众自愿地去为更为广阔的善而行动.
儒家强调领袖启发能力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对于制度的怀疑.通过对儒家发展史上思想家的分

析,两位作者认为儒家对制度的怀疑基于两个原因:１．制度是僵化的,且无法依据具体情境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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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相较而言,只有道德卓越的领袖才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出正确的决断.２．制度在制约不

太道德的领导时,其作用往往有限.两位作者的担忧,或许构建于儒家广为人知的非讼传统之上,两
位作者从１７世纪儒家顾炎武的思想中找到了详尽且清晰的证据,认为“当制度较为纷繁复杂时,那
些奸佞而狡猾的人往往能够如市场上的商人一般操控制度.此时即便存在有德行之人,他们也无法

来制止或纠偏这一情况”①.
在两位作者对制度的这两个担忧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还可以加入第三个维度的论证.也就是

说,至少一些种类的制度(如刑法典)是无法做到去激励人们的道德进步,毋宁说进而去促使人们自

律(或者说去回应统治者的启发).然而,如果我们审视«论语为政»对这一观点广为人知的表述,
那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优于“道之以政”这一观点,是与我们目前所讨论到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但是我们

必须注意到文本所强调的“齐之以礼”.礼指代广泛的形式化的人类活动,从国家庆典到生活礼仪

(如葬礼)再到日常社会实践,儒家并不仅仅依赖于启发性的领导力,同样还需要借助礼来规训我们

的行为.儒家同时还认为,礼有助于改变个人性情.
确实,两位作者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

儒家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除了礼,那些被认为由具备出众美德和洞见的圣贤

所著的经典正统文本,可作为次要类型的制度.熟练掌握这些文本,将其价值内化于自身,并转化与

升华自身,这一过程是成德的核心手段.因此,通过基于这些文本的考试来选拔较贤德的继任领袖

就是可行的.总之,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其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

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这一观点将会是本文论述儒家民主中领袖角色的核心要素

之一.
让我们通过反思传统儒家领导模式与民主相关联的一些方式,来简要地对这一小节进行总结:

１．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自愿接受”与民主概念目前为止似乎相容;２．尽管两位作者对于“民 人”
张力的轻描淡写可能存在问题,但领袖具有出众的平凡素质这一观念与民主观念是相容的,这一观

念暗指公民具有成为领袖的潜质;３．尽管接下来我们会简要地分析慈继伟对于由领袖所主导的官民

关系的本质的否定,但启发型领袖似乎仍与民主政治相容;４．虽然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儒家优秀领

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但儒家对制度的敌对仍是一个问题.

三、身份认同

若基于上文中所分析的传统儒家领导模式,那么将其吸纳进民主政治框架的阻碍相对而言较

低.也就是说,尽管传统儒家政治思想肯定是非民主的,但若我们对民主与儒家怀抱互为独立的认

同,那么二者间基本的相容性就意味着去构建一个结合二者的理论是可能的②.一如接下来将会讨

论到的,我们不但有很好的理由去坚信儒家与民主不仅仅相容,而且民主还是实现儒家深远目标的

必需品.为了进一步审视民主的必要性,笔者尝试从慈继伟«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MoralChinain
theAgeofReform)一书的核心观点中寻找论据.吊诡的是,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

的,而这一观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
«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是一本广博的著作.在本节中,笔者仅仅选取其中的一个面向,即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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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ionism:APoliticalPhilosophyforModernTime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和EltonChan,“From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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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身份认同(FreedomandIdentification)”这一章中的主要观点,来展开讨论.慈继伟的核心

概念是主体性.在他看来,主体性是我们用来影响周围世界的自知能力,取决于某些价值和实践的

稳定属性,并且这些价值和实践的稳定性反过来依赖于某些社会和物质现实的客观安排①.慈继伟

将这些稳健的价值和实践模式视作“道德文化”,并关注于对比两种类型的主体性以及伴随而来的道

德文化:一类是个人主义和凭借自由而来的主体性,另一类是儒家和凭借身份认同而来的主体性.
鉴于本文需求,笔者在此将集中讨论后者.慈继伟在身份认同模式中这样写道:

　　被赋予价值的根源,或至少是获取价值的手段,在于一些被普罗大众所认同的权威或者榜

样.只有通过这个身份认同过程,大众才能与善或正当保持一种合适的关系,并获取完备的动

机来按照善和正当的相应要求行动.②

慈继伟强调“个体必须在充分自愿时才可进行身份认同:个体必须(主观上)想要去进行身份认

同.因此个体自由意志的存在是基于自我否定的行为而被预设,或者说被尊崇”③.然而,“榜样个体

据称在他所作为榜样的关系中,与他人是直接的关系.普罗大众只有通过这一模式才能认识到

传统和社群的真实意义.出于同样原因,以对榜样的身份认同的形式来被确立为模板”④.
这一观点与陈祖为等“启发型领袖”的概念有相似之处:根据“启发型领袖”的概念,领袖通过启

发民众使他们自愿地根据更广阔的共善而行动,在两类概念中,民众行为的动力均在于自愿而非受

迫.慈继伟针对这一观点所提出的看法是:人民唯一所能实现善的路径,在于通过认同其领袖的观

念(或者也可被解释为是受到领袖的启发),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实现善的领袖和仅能有限地触及

善的民众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等级区分.民众,即被统治者,因此无法对“何者为善”进行自

由选择,他们所拥有的唯一选项,在于是否与其领袖在认同上保持一致.慈继伟认为,这仍是一种

“形式的主体性”,在此种“形式的主体性”中,人们无法践行关于什么是善的独立判断.如果这是对

儒家道德文化的正确描述,那么可以想见这一价值和实践系统将永远地把民主排斥在外.
在这一点上,拥护儒家民主可能性的学者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论证慈继伟对于

由儒家道德文化开启的主体性的描述是错误的.这是笔者期待陈祖为他们采取的路径,因为他们强

调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在身份上的连贯性(例如,他们强调统治者美德的平凡性),暗示着他们会否认

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等级差别,而这正是慈继伟所依赖的理论根基.确实,儒家正统中包含有许多

著名的关于人皆可为尧舜的论述.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探讨.
然而,慈继伟所提出的身份认同模式并非是对儒学的断章取义.儒家经典正统,毋宁说帝制中

国的政治实践,同样包含压制大众主体性的证据.这些论述与慈继伟的观点颇为相似.其中最为著

名的一段见于«论语泰伯»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论断与慈继伟所论述的“人们

只能认同或追随某一种善的模式,而无法凭借自身去理解善”的观点颇为相符.
对于人民情状的更为彻底的解释来自«孟子万章上»,对该文本的解读同样可以与慈继伟的观

点保持一致.这一文本值得进行整段引用: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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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昔

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

与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这一论述中包含两个关键概念.首先,在证明天对于被举荐的统治者的接受这一过程中,人民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绕过人民的行为,如通过占卜,来知晓天命.妥善地对待

人民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责任,更是在最初情况下将权威合法化的必要条件.相反,一个对人民极为

残暴的君主会因此失去其合法性及权威.对于天意进行预测,既不可行,也不是必须的.如«孟子
梁惠王下»所论述的: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由于暴虐地对待其子民,夏、商先后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不再享有被指定为统治者的天命,因
此可以被推翻或处决.

通过将人民的根本性角色纳入其权威体系,孟子使我们理解了人们的利益诉求之所以会被后世

后代的领袖认真对待的原因所在.人们对于他们福祉的满足不仅仅是好政策的目标,同样还是国家

合法性的现实通道(需要认清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对人民利益的承诺往往未能得到落实,但是这一

理想却是清晰的).然而,对于人民的地位同样不应过于夸大.关键在于(我们的次要目的),领袖选

择政策并付诸实践,而人民仅仅对其做出反应.换句话说,我们在此论述的与慈继伟对于凭借身份

认同而来的主体性的理解是一致的.人民无法直接地看到或去选择善,他们需要通过一个领袖来行

动:要么得当,要么失当地对善观念进行甄别与应对.因此,人民不是权威的根源所在,而是其表现.
孟子既没有提供一套人民主权理论,他也没有提供一套大众权利理论(与对«孟子梁惠王下»第八

章的常见解读相反).人民并没有权利去推翻暴君.孟子说,可以想见人民会抵制坏的统治,并且人

民也不应该因暴力地争取生活必需品而受到处罚.但是他却认为,只有谦谦君子,而不是普罗大众,
才具有“恒心”.恒心能够使其即便在穷困的情况下也不会动摇自身的道德信条.孟子接着说:“若
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明君并不会以罔民为荣.孟子继续解释说:“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

也!”然而,人民的暴力叛乱仍然是犯罪,而不是正义的反抗.在«孟子梁惠王下»第四章中,孟子回

答了“贤者亦有此乐乎?”的提问:“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

民同乐者,亦非也.”从这段话中,我们无法找到将愉悦当作一种权利的解释.若失去了享乐的机会,
人民可预见地会抱怨.因为在孟子看来,那些执政者独自享乐的行为是错误的,因此人民抱怨就是

正当的.综上所述:人民是统治好坏的可靠标识,但他们自身却无法行使选择权和主体性.权威的

来源仍在于天.人民被当作温度计一般来度量统治的质量,并以此来指示合法权威的在位或缺位.
虽然在«孟子告子上»第七章以及«孟子告子下»第二章中,孟子均提到了“圣人与我同类者”

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著名观点.这些观点支撑了陈祖为等人所提出的“圣王是将普通美德发展到

极致”,以及“如今任何人均可为领袖”等论断:

　　儒家认为这种领导力根植于全人类所共享的道德品质.在历史上,儒家认同此类领导力等

级排序的基础在于经济繁荣.然而,这种现象应该被视作一种历史偶然.鉴于儒家的理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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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只要一个人认识到他自身的道德本性,并且愿意发展成为道德上的模范榜样,那么任何人均

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①

个体与圣人这两个身份具有连续性(换言之,个人具有成圣潜能)这一论断具有重要意义,慈继

伟与笔者对此均无异议.但我们也同样认为,陈祖为等人所轻描淡写的“历史偶然性”其实暗指了儒

家思想中更深一层次的张力.

四、儒家思想中的张力

上文已经提到,根据慈继伟的论述,个人对领袖的认同应该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这一观点与

陈祖为等人所强调的人民对领袖自愿接受的观点相一致.如慈继伟对这一自愿认同行为的本质进

行了反思,他也同时认识到了儒家道德心理学内核的张力.这一张力的根源在于,在儒家理论中,自
愿认同是一种自我修养.慈继伟认为:

　　在个人修身过程中,个人必须被假定为一个主体,可是个人又必须遵从一个榜样,并对那些

个人应该通过自我修养而内化于自身的准则表示尊崇.也就是说,个人仅在某一面向,而不是

其他面向上,被认作一个自由且理性思考的主体.②

他进一步论述说:

　　对榜样的身份认同以及自我修行这两个道德律令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在对儒家

思想中的等级制元素与其关于人人均具有反思性的自我引导能力的论述进行比较时,将前者在

某种程度上看作次要的或视之从属于后者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若一定要指出二者的区别,儒家

的等级制维度其实更为根本.因为相较于仅作为全心全意的身份认同的预设和驱动条件时才

起作用的个体行为,儒家等级制才是儒学身份认同模式主体性的直接表述.③

这一论述指向其结论:

　　核心的挑战在于在道德文化层面和个人道德心理层面上来使这两种命令或成分得以结

盟———一方面,在关于道德标准的设置上,完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个人在培养与对

关涉他人的标准相一致的行为时,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个成分在

儒学正统中被分别地加以对待,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没有被注意到,更别提被解决了.因

此,被假定的意志力和身份认同能力总是濒临于超越自身,并省略了对强制身份认同第一性的

需求,且这一逻辑并未被允许按照常规发展.我们所一再发现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折衷办

法———有且只有对个体主动性的有限的承认.④

慈继伟谈到一些儒家学者在努力解决这个张力方面已取得的一些进展,但他同样认为,即便是

其中最为激进的言论,也并没有“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在原则上与外部道德权威和榜样脱钩,并将道

德权力直接归因于独立的道德主体.到最后,本可能成为中国版新教改革的突破,完全没有受到儒

家思想的关注,更不用提被儒学付诸实践了”⑤.
此处之所以大段引用慈继伟原文,原因在于他所提出的挑战是现代儒家所要认真应对的.笔者

相信,我们能从慈继伟的论证中得出这个结论:如果儒家理论家想要将自我修养和身份认同之间的

张力完全消除,那么他们面对的结局将会是儒家的彻底消解.最终得出的这个理论将不会是民主儒

学,而根本就与儒学完全无关.
虽然慈继伟对儒家内核中存在严重张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判断这一张力时却失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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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进而导致他对于解决这一张力并发展出一套可行的现代民主儒学的可能性过于悲观.如上文所

提到的,陈祖为等人认为这一问题与经济分层相关联.这一观点部分正确,但却不够有深度.这一

问题在于人民在儒家那里,被定义为一个回应性的阶层.如果说,将自愿身份认同归因于人民的说

法有失公允,那么,认为人民经历自我修养的看法同样存在问题.人民对于领袖的信任与他们对领

袖进行身份认同的结果的积极回应相关,此过程所引发的进展在于一种内化了的羞耻感.该羞耻感

并非产生于有意的自我修养,而是一种参与社会礼仪的副产品.
如果人民仅具有回应性,那么谁会是适合进行自我修养(成圣)的主体? 让我们先看一下安乐哲

(RogerAmes)和郝大为(DavidHall)在之前对此作的区分①.笔者对孟子的翻译混淆了一组关键概

念的区别:当孟子谈到“人民(thepeople)”的时候,他用的是“民”这一概念;当他谈到的是关于“全人

类(allpeople)”的共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人”.我们可以通过将“民”呈现为“群众(themasses)”,
而将“人”呈现为“人们(persons)”来解释二者间的不同.安乐哲和郝大为提出“民”倾向于集体行

动,并且早期对于“民”这一概念的使用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和休眠等暗示.相较而言,“人”这一概

念就被用来特指形容作为人类的一个具体的个人,并带有一些积极内涵.安乐哲和郝大为还认为,
一个个体“成为一个人,是自我修养和社会化过程赋予其特殊性的结果”,换句话说,“教诲使得一个

个体从含混而笼统的‘民’发展为具有个体性的‘人’,并最终表现出具有仁这一权威型人格”②.尽管

这一解释的某些方面目前被证明是存在争论的,但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切割,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其

中基本的“民 人”区别来对前文所提到的张力进行解释.当“人民”被定义为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大

众时,他们和尧舜就可被视为同类.
就算这一区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官民身份在主体性上的

张力.一些机制似乎被用来系统性地将人民从“民”推向“人”.更进一步,当代思想家也许会发现,
可以将乌合之众的特征界定为无望的谦逊,以及无法与外界产生联系的生活.不需要成为一个激进

的个体主义者,也能够发现其中一些信息的缺失:孟子真的能从一个给定的农民的视角来对生活概

念化吗? 他针对“人”这一概念的普遍主义论调,提倡一种视角上的延伸以及伦理关怀的扩展,但是

他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狭隘而无法认真考虑大众个体的独特视角.孟子时常将统治者比作家长,但是

难道家长不应该将每一个孩子都视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如孩子在抚育关系中向家长提出独特的需

求),而是将他们视作仅有同意需求的群体吗? 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所指向的解决方案,都驱使我们向

民主儒学的方向前行.

五、以人本民主舒缓主体性张力

通过审视儒家关于领袖角色的两个视角———一个大体上与民主相容,而另一个则完全与民主相

矛盾———现在轮到笔者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来对本文为什么认为儒家必须经历转化并且拥抱民主

的形式进行明晰的解释.笔者将分两步来进行论述:首先,对慈继伟关于儒家的一些论断,特别是关

于政治和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反驳;其次,对人本民主与民本的威权主义间的不同进行简略描绘.
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将会解释为什么一个独特形式的“儒家民主领袖”概念,对于成功的当代儒家政

治而言仍然是基础性的.
如上文所提到的,笔者认同慈继伟关于儒家中存在张力的观点,但却不认为该张力产生于(通过

身份认同的)一种主体性模式和对于自由的自我修养的要求,且二者均适用于所有人.相反,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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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题存在于“对民的要求”和“对人的要求”之间悬而未决的张力.尽管笔者倾向于认为儒家经典

拒绝赋予“民”这个群体任何整全形式的主体性概念,但去论述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别适用于“人”和
“民”的主体性概念的做法也许是恰当的.即便如此,本文论点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在于,对于“人”而
言,慈继伟对于儒家所预想的主体性类别进行了错误的界定,其原因在于他否认儒家赋予自由以积

极的价值.慈继伟认为,对于儒家而言,自由并非“如揭示人们如何行为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生

活一般显得主要而稳定”①.此外,相较于自由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构建关系的观点(如现代西

方视野中的自由概念):“自由在中国的道德文化中是一种典型的与秩序相抵触的概念.在这一对于

自由的解读背后,存在一种时至今日仍明显受到中国主流政治和道德文化影响的概念.换句话说,
社会的两个主要功能———提升主体性和创建秩序———被坚定地认为必须分开并独立地实现.”②对主

题性与秩序的分离,是慈继伟所指出的潜在张力的另一个表现.
在此,笔者无意对中国过去或现在的政治实践进行解释或辩护,相反,本文将会论证对于传统儒

家政治思想的最好解读———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更广阔的中国道德和政治文化而反映出

来———区别于慈继伟的论断.例如,从最广为人知且最有影响力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我们可以找到

依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一段的

后续详述了个体何以修身的步骤,但其对何以修身的具体阐释却在后世儒学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就我们讨论的目的而言,第一句话无疑最为重要.政治在于为国家提供秩序,而其目的在于使得人

民能够更完整地实现他们与生俱来的习得美德的能力.换句话说,秩序本身并非目的:其意义在于

为人们成为主体创造条件③.
在此需要作两个重要的解释.首先,«大学»中没有涉及“民”与“人”,它所指为世间万物(天下),

但是这一表述与基于人的普遍诉求是一致的.我们因此可将其视作前文所提到的张力的一个方面.
其次,«大学»暗示了美德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不是外在加诸人的(也许与一些外在的善的模式相

一致).这一观点在其后的儒学中受到十分严肃的对待.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尽管支持性的社会

政治背景对于个体修养而言较为重要,但关键的成就仍然在于自得.这种自得是基于个人自身感知

善和受到善感染的能力④.确实,大部分宋明儒家都强调个人自身公允的(对善的)反应是善的组成

部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善的概念完全取决于个人.相反,善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由主体的形式,
而不是单纯地对外在模范的认同⑤.

如果本文的目标在于解决慈继伟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中的张力的话,那么也许可以就此打住,并
提出对于人而言,至少他们的主体性模式并没有与他们自由地去追寻自我修养的概念相冲突.然

而,笔者想要解决的冲突,在于对“人”与“民”进行区分所存在的问题.通过预设“人”与“民”之间存

在着显著差别,传统儒家政治指引人按照“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即所谓的民本思想———却不就

“民众如何被统治”这一问题而赋予“民”任何话语权.如上所述,若遭遇恶政,人们有理由去抵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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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颠覆该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却并非基于能够感知善或者践行主体性的稳健能力①.笔者认为,可以

省略关于民众的整体论述,并用人本的民主来取代传统的民本威权主义.这可以使现代儒家彻底地

摆脱原有张力,拥抱人民为“人”的概念,同时所有这些个人能够为构建一个权威性的整体(即人民)
作出贡献,并且国家也从人民处获得其执政合法性.这一概念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处于这

个人本民主中,统治者不仅需要关注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且还需要认识到这个多数群体的每一个独

立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和宝贵的关于其自身利益和更宽广的善的意见.每一个个体不仅仅有其利

益诉求,同样还有自己的视角和声音.
因此,在传统儒家视域内,人本民主是构建在主体性和所有人道德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笔者曾

撰文针对这一概念作过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个与关联性有关,而另一个则关

注该概念的限度以及实践中的不平等②.针对第一点而言,虽然关于儒家个体的论述并不存在不合

逻辑之处,但我们必须小心地不以原子式的模式来认识个人,并且不将他们与各自的角色和关系相

分离,甚至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每一个独特的观点均充满了关联性.例如,我个人关于眼前某些事

物的观点可依据我是一个儿子、父亲、配偶、老师以及一系列组织或者是有重叠的社群的一员的事实

来进行解释.在很多情况下,他人的观点(如我所理解的我的女儿或者妻子在高中的经验)形塑着我

对具体事务的看法.尽管看起来调和许多不同的观点并不总是容易的,并且不使疏远的他人的观点

压过对身边亲近人的关心也很重要,但广阔的关联性会倾向于符合众多观点的广泛的包容性.
最后一点中关于调和不同观点的困难之处与笔者之前所提到的第二个值得注意之处相符.一

如当代抵制民主的儒者们将立刻指出的,在许多重要事务上,现代政体的所有公民均是无知的,有时

这种无知还表现得十分耸人听闻.其他种类的认识失误,以及伦理方面的劣势,同样十分广泛,而金

钱和权力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现存的民主系统,正暗暗腐蚀着政府的信任度.因此,不论一个公民

的看法是多么有道理,它们是否能够得到应得的重视却不得而知.尽管针对这些方式已经在何种程

度上侵蚀了民主运转的讨论数量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针对笔者的现阶段目

标,一些需要牢记的关键点在于:首先,当前在学理上和实证上均出现了许多设想用现代儒家来替代

民主的方案,如贤能政治③;其次,民本威权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并不应被看作是对传统的毫无问题

的阐释.这些方案同样需要面对贯穿本文的存在于儒家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张力的挑战,而它们只能

在抵制儒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教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彻底地证明为正当的.

六、儒家民主领袖

对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的特征的一个最简单的描述为:人民告诉领袖去做什么,领袖就做.尽

管这个描述存在大量问题,但是这也许足以引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在儒家民主中,究竟为

什么需要领袖? 我们必须拒斥映射出孟子民本威权主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

文公上»)的观点.那么,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民主中,传统儒家的领袖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保留

下来?
回顾陈祖为他们所提出的儒家领袖的四个特征:它取决于自愿接受,它奠基于以平凡形式存在

的卓越美德,它的启发性内涵,以及它较之于制度的相对自主性.在其中,第一个特征似乎是无可争

议的.因为在儒家民主中,任何关于领袖的概念都将取决于公民的自愿接受和同意.而第二个特征

则更为有趣一些.郭峻赫(KwakJun Hyeok)指出,在当代韩国强调有德行的领袖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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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除了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外,荀子也针对此概念作出过著名论断.如«荀子王制»云:“庶人安政,
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孟子»中,并没有关于人民革命权的论述.

参见StephenC．Angle,ContemporaryConfucianPoliticalPhilosophy,特别是该书第三章.
金圣文的专著对于当前主要的贤能政治方案进行了很好的批判性讨论.参见 KimSungmoon,ConfucianDemocracyin

EastAsia:TheoryandPractice (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



并论证了当前东亚社会应该采用一种不同的领导模式.这种领导模式的基础在于相互间的无支配,
而不是道德美德①.郭峻赫对美德的担忧与一些学者的观点相符.在他们看来,在这种东亚模式中,
领袖会不切实际地声称他们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并且仅需面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行为准则的制

约.基于领袖们实践的成功或失败,大众对于他们的支持可能会戏剧性地摇摆不定.笔者对这些担

忧表示感激,但同时也认为,儒家能合理地回应这些观点.在儒家看来,这些东亚社会的评论家和公

民所采用的美德概念过于狭隘,甚至丧失了儒家美德应有的内涵.道德的纯洁性,尤其是那种一旦

涉及现实世界的伦理和政治决策时就会被污染的纯洁性,不是儒家美德所要关注的对象.孟子所论

述的仁、义、礼、智四端可被当作儒家美德的简要概括.如陈祖为他们所言,人人均能在某种程度上

实现这四端,但儒家领袖所展现出的四端则被寄望优于大多数人,而这正是我们对领袖所应怀抱的

期待:基于仁爱的关怀而致力于公共服务,合理地应对所有情状,因作为公民代表而展现的庄重举

止,在平衡不同意见以及考虑共同体长远利益上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开放性思维.在信息碎片化的时

代,也许比较难以对上述的某些品质进行判断,但一个政治领袖在其政治生涯中所作的选择与承诺

可能为我们提供客观的判断依据.无论如何,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观点在于一个围绕着上述美德的

领袖概念能否与民主相容,而不在于我们进行道德判断的难易程度.因此,笔者不认为存在拒斥二

者相容的因素.
接下来,本文将统一讨论启发性和制度这最后两个特征.在儒家看来,我们应该将领袖理解为

一种对于公民个体的外部模范或权威.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就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表现为任一

公民个体在进行决断时所面对的众多必要的外部限制条件之一.儒家一方面强调(如前文所述)人
们对于自由的“自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同样强调如榜样、教师、家长、礼仪和经典文本等这些外部

限制的必要性.儒家传统中有大量关于内在的个人的自得和使之与外在模式相匹配的讨论:通常,
这一过程被看作钟摆一般左右摇晃,从倚重内心的一端,经过一系列更为平衡的位置,而到达倚重外

在的另一端,并如此往复.在笔者看来,当代儒家可以从那些承认内外部二重性的平衡位置中获得

最大收获.明代儒家罗钦顺(１４６５ １５４７)就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他对那些倡导个人对自我道

德直觉的单独倚重的同期思想家表示担忧.他认为此观念是单向度的,这种思想家“陷于一偏,蔽于

一己”②.罗钦顺并指出“苟学之不博,说之不详,而蔽其见于方寸之间,虽欲不差,弗可得已”③.那么

一个人该做什么呢? 罗钦顺说道:“是故察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即有见焉,推之于物而不通,非至

理也.”④如其后的理学家一般,罗钦顺认为,不论是从个人自身还是从外部事物来审视,宇宙所内涵

的理归为一.因此,通过观察个人自身情感反应与外部模式(如模范领袖在相似境况下的反应)的相

一致之处,个人就能够将“理”容纳入自身并且避免被浅薄或自我为中心的反应所引入歧途.相似

地,若外部模范无法与个人的自我情感相一致,那么这些外部模式理应受到质疑,所有一切的目标在

于去实现“物我兼照,内外相融”⑤.
罗钦顺的论述十分深奥,且对其进行彻底解释将会使我们远离主题.以上论述已足以使我们得

出这一结论:基于自身反应的个人自主决定的善的观念,是可以被外部模范在不否定个人反应的情

况下进行约束的.因此,当个人对假定的模式的阐释与个人所自由感受到的回应相一致时,儒家就

认为去实现这样一个状态是可能的.在这个程度上失败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要么模范是虚假的(如,
糟糕的领袖,见«孟子梁惠王下»),要么个人的反应是带有偏见的,但是儒家从未明确地指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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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KwakJun Hyeok(郭峻赫),“Populistdemagogueryordemocraticleadership:AnalyzingRohMoo Hyun’spolitical
rhetoric,”InDemocraticLeadershipinNortheastAsia,editedbyKwakJun Hyeok(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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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为何: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去发现好的模范和无偏见的回应,去寻找二者相结合的最

坚实和稳定的可能.
因此,领袖被寄望于去带领人民,去树立标准,去启发他人.如果领袖仅仅尝试去效仿公民现有

的反应(例如,围绕着最近一期的民调来形塑他们自己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消解了领袖最重要的作

用.这个作用恰好就在于去充当一个限制性和指引性的外部资源.也就是说,领袖作为对自我中心

和短视思想的制约,促进公民变得更加包容,使公民认识他们之前所没有认识到的更广阔和长期的

解决方案,并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这些长远方案才能够切实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一个现代儒者该怎

样重新将传统领袖角色解读为“启发性”的依据所在.笔者同样还认为,随着我们接受早期儒家思想

中以人为本的观点,我们已经发现了赋予某一些制度更重要地位的思路.那些围绕着领袖的制

度———在现代儒家民主中也许会包含竞选和选举,笔者在此暂不去讨论这些制度的细节———以及作

为制度存在的政治领袖自身,也是一系列更为广义的制度的样本:如那些被证明为对有效的外部标

准有支撑作用,且对个人内在的判断能起到制衡作用的制度.这类制度的另一个样本是有着合适教

师培训和课程安排的公立学校.以儒家的视角看,无论制度性的机制产出的结果为何,其均无法达

到令人满意的水准:来自外部的影响总是被个人尽力而为的公正判断所平衡.
将儒家政治领袖当作至上论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儒家民主中的领袖角色进行总

结的方式之一.至上论指的是国家应在对公民的伦理改善上采取积极措施,而不是采取中立的立场

将伦理教育问题完全交给个体.相较于目前仍有争议的一些细节,儒家民主的支持者大致同意某种

形式的完善论是根本性的①.儒家号召我们去选择有视野和性格特征的领袖,这些领袖能够鼓励我

们用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我们惯以忽视的视角,去看问题.领袖应该超越既存私利的啦啦队的角

色.我们不应该期待我们的领袖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但儒家告诉我们应该去寻找那些在多种美德

上超越普通公民的人来做领袖.“儒家民主”这个概念是成立的:如果我们能够较为成功地选择正确

类型的领袖的话,它就不会崩溃.取决于一个由现代儒家领袖所领导的民主制度(不论在何种层级

的政府)的程度,公民和民主制度这二者都将得益.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的联姻广有前途.

[责任编辑　李　梅]

９２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① 参见JosephChan,ConfucianPerfectionism,以及 KimSungmoon,PublicReasonConfucianism:DemocraticPerfectionＧ
ismandConstitutionalisminEastAsi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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