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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雅典民主是完全的、绝对的、真正的民主。西方英语世界是自

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个人与个体自由的追求跟平等与公平

的向往发生冲突。公民社会运动应运而生，通过操纵信息和营造参与

去对抗特权与不公，但其实是制造新特权。城市规划纷争的特点是其

“地区性”和“当地性”。透明、公开的态度与体制有助建立真正基

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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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Athenian democracy was complete, absolute and real 

rule-by-the-people.  Present-day liberal democracy is instrumental 

democracy serving individual and group freedoms.  Conflict between 

freedom and justice ensues. Civil societies seek to address inequalities 

and injustices through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ten resulting in special 

privileges and freedoms for some specific groups, thus creating new 

inequalities and injustices.  Their suitability for China is doubtful.  

Planning conflicts are typically local.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in 

resolving planning conflicts may help develop true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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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 

西方人谈民主一定举起祖宗雅典。且看雅典民主是怎样子的。 

雅典民主起源可追溯到梭伦（Solon，公元前 638-558）。在他之

前，雅典的政治是由贵族们组成的司法院（Areopagus）每年委任 9

名执政官（Archon）运作。梭伦是诗人政治家，擅于排难解纷。由于

他成功、和平与公正的调解了各家族间、各地域间的分歧，各方授予

他临时性的全权统治。他利用这机会定下法则去矫正当时的政治、经

济与道德颓风，主要是扩大人民参政（通过削减参政者的财产资格），

特别是在委任官员和审核政绩的事情上。但对雅典民主制度成形影响

最大的是克莱塞尼斯（Cleisthenes，生于公元前 570 年，公元前 508

年不知所终）。他出身贵族。公元前 508 年，暴君当政，克莱塞尼斯

发动群众推翻暴君，答应功成之日，与民众共享治权，称民众为伙伴

（Companion）。他被当权者放逐，但民众逼宫，驱逐当权者，迎立

他为统治者。他重组政制。首先把雅典四大家族解散，以消除暴君寡

头政制重现。然后，按人口分布，把雅典与邻近地区分成 10 个族，

全民议事，并建立公职抽签制度。当时没有民主之名，只称“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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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平等”。今人一般称克莱塞尼斯为“民主之父”。 

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322 年被马其顿（Macedonia）征服为

止的两百年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与帝国功业确是盛极。民主二字来

自于希腊文“人民”（people）与统治（rule），也就是人民是政治主

人之意。在体制上，雅典民主设有公民大会（Assembly）、国务院

（Council）、法院（Court）。公民大会是全民直接参与（约 30，000

人），负责颁布法令、制定法律、委任高官、审讯政犯。国务院由全

民轮流当值，负责行政，特别是监督和协调各政府部门。法院则处理

民事与政事，由德高望重的公民参与。多年演变后，法院权力上升，

可以复议和否决公民大会的议决。雅典民主的特色是全民参与、敌对

式互辩、民主决定绝对。 

希腊民主的动力完全在民：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不单是议事、表

决，更重要的是动议、提案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雅典人民

参政是积极得很的（“白痴”，idiot，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指一个对政

治不感趣，只关心自己的人）。但正因如此，谁都可以发动，或被涉

及政治风波。所以雅典是政治气息非常浓厚的古文明。无怪亚里士多

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既是他的理想，也是当时的事实。 

实际的治理和行政官员绝大部分是抽签出来的，但都是要自愿

（自己提名）。雅典人认为抽签最民主，因为竞选会有利有钱的、有

名的和有口才的。这会污染政治和腐化权力。抽签最平等，并保证所

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行政工作，给与他们实际的民主经验（如亚里士多

德说的“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当然，这个制度的结果是大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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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是由没有经验或专才的人去做。但雅典人认为参与政治活动重于

行政效率。他们很看不起“专家”，相信参与行政工作会直接提升政

治能力。但是，为保证一定效率，每一个行政管理部门都是由一个

10 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主理，理由是 10 人中总会有人有经验或才干。

委任的职位只占所有公职的十分之一左右，如特别才能的高级将领。

作为人民，每个官员都是公民；作为官员，他们就是公仆。他们是人

民的代理，不是代表。雅典民主没有人民代表的理念。 

小结一下。雅典民主是设计来维持社会安定，避免独裁重现，篡

夺政权。它的特色有以下。（1）完全的：所有政治（众人）的事由众

人决定，没有例外。（2）绝对的：人民表决是终决，绝不能改。（3）

真正的：人民直接、亲自参与，不设代表。 

且看看这个经典民主样板当时所处的是个怎样的世界。雅典帝国

起于公元前 478 年。来自东面的波斯压力使希腊各城邦组织“得洛斯

联盟”（Delian League，取名自爱琴海的一个岛名）对抗，推最强的

雅典为首领。雅典集结各邦财力，兴建海军，于公元前 468 年击退波

斯。但雅典并没有解散联盟，并开始建立海上帝国。雅典的民主制度

比它的帝国功业早三十年。但无可讳言，雅典的海上帝国使雅典政府

财源广进，使雅典人民通过参加海军和担任海外官职而生活无忧。对

雅典民主的评价都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 

公元前 431 年，以雅典为首的联盟跟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爆发帕

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404）。公元前 404 年，

雅典战败投降，被解除武装，进入无政府状态。强势的斯巴达支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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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寡头政府。在雅典的政治混乱、经济低迷之际，北面新崛起的马

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公元前 382-336）乘机南下，

于公元前 338 年击败雅典及其盟国。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323）降服希腊全境诸邦，继而征讨波斯，建成史无前例的大帝

国。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乘机作反，但被镇压。马其

顿直接统治雅典，民主制度被打压。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哲人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就是生于这个年代。亚里士多德更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且

看这两位哲人如何评价雅典民主。 

柏拉图（公元前 428-348）生于雅典转衰至被灭的一段从余辉以

至黑暗时期，对雅典式民主并无好感。他把治国（城邦之国）与修身

相比。人有肉欲、荣辱、正误之念；国有平民、战士、领导之分；各

掌握生产、捍卫、管治之责。正如一个人的灵魂同时拥有欲念、意志、

理性，一个理想国（城邦）就是三者之间的道德性的和谐组合。他的

理想国是“智慧之治”。“智慧”（wisdom）就是对善的认识，善就是

“各适其所、各安本分”，也就是平民、战士与领导之间，生产、捍

卫与管理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对柏拉图来说，一个明君（philosopher 

king）会追求智慧，并有勇气按智慧的指引行事。柏拉图认为“智慧

之治”只可来自“英杰政制”（aristocracy）。按现代一般译法，aristocracy

是“贵族”，但用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上会引出误解。

希腊原文出自“aristos”，是“最优秀”的意思。“英杰之治”代表最

有智慧和德行的人被人民公选为统治者，也没有世袭的意思。柏拉图

与亚里士多德的“英杰之治”也不应被视为精英政制（elitist），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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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的用词上，“精英”的重点放在能力和成就上，而不是智慧

和德行上。 

“英杰政制”是最理想，因为统治者是智者，会追求智慧。次是

“权贵政制”（timocracy），统治者是有地位者，因此会追求荣耀。跟

着是“寡头政制”（oligarchy），统治者是有财富者，因此会追求财富。

再跟着是“民主政制”（democracy），统治者要靠群众拥护，因此会

追求爱戴。最后是“暴君政制”（tyranny），统治者是靠暴力，因此会

追求权力。这些不仅是政制形式，也是政治阶段。人类的愚昧会使政

治从理想走上堕落，每况愈下。柏拉图时代，雅典民主失去活力，在

寡头、民主之间的反覆。柏拉图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恐惧，对理想化

的过去充满怀念。但是，他不相信混乱无章的雅典民主会带来和谐。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在世之日也是雅典民主被马其顿

镇压之时。他一生所见的是雅典的没落与马其顿的兴起。身为马其顿

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对雅典民主的评价跟他自己的老师柏拉图不

一样。更关键的是他对国家（城邦）和政治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

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跟中国的孟子有点相像。他俩都是生于乱世，

理应对世界悲观，甚至犬儒（他俩的时代，在希腊和中国，都是道德

沦亡、邪说充斥）。但孟子却提性善之说，力挽颓风。亚里士多德则

提政善之说，把政制扎根在带领全体人民向善的基础之上。这点，他

比老师柏拉图的求真更道德、更人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聚居成国（城邦）不是为了避祸，也不是为了

致富，而是为了活得更高贵、更像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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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城邦把他们集中一起，好使他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得高贵。对全

体和个别来说，这就是（城邦的）最终目的”。《政治》）。他认为一个

理想国家是应该以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good life，就是幸福，

happiness）为职责。但是，社会不安稳也不利于追求全民幸福，因此，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以德行为主，但兼顾财富与平等的政制是合

理的。他提出“执中”（moderation）为原则，也就是无过分，无不足。

英杰政制虽是理想，但难达到。混合政制（mixed constitution）是综

合英杰、寡头与民主。这样，也许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机会参政而又设

有一个阶级会专政。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

（ruling and being ruled by turns）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评价都不高。关键是他们的政治思

考（柏拉图）和观察（亚里士多德）的焦点是放在统治者身上，无论

统治者是一个人、一小撮人、一大群人。也就是，他俩关注的是，“谁

应该当主人？”同时，他们两人的理想政治是和谐之治：柏拉图是平

民、战士、领导之间的和谐；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制度与运作的执中。

他们的结论是只有智者才有这些素质，才可以是一国的好主人。在他

们心中，民主不能达此理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的职责

是为全体人谋幸福，人民不合适去做主人，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是主人

就难有和谐，所有人都是主人就难能执中。事实上，柏拉图甚至认为

暴君政制比民主还要好，因为暴君只可以是一人做坏事，民主可能是

全体人做坏事。 

现今，西方的主流思路是民主政权才是唯一的合法政权。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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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民主制度的完美与否一般以民主的范围大小来衡量——越多

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越好。何解？ 

自由民主 

西方主流的英、美式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工具。民主本身只有工具

价值。自由主义者掣起政权合法性有赖人民同意（民主）去推倒或左

右现存政权，籍以扩大个人或某些群体的自由。民主政制的开山祖师

爷克莱塞尼斯就是以答应与群众分享权力去发动群众夺取政权。这有

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他之前，权力之争是贵族、家族内部的事，是以

神或天命之名去夺权。从他开始，群众变成政治工具。争权者以民主

之名夺权，但同时群众也从此掌获废立之权。现在西方人谈民主，会

先讲雅典，然后一跳就一千多年，由 1215 年英国大宪章再开始。然

后又跳几百年到 1689 的权利法案。跟着就是洛克、卢梭的理论，继

是 1776 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 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其实，

这些理论和宣言主要的重心仍是自由。民主是陪衬、是工具。且看看

大宪章。 

大宪章（Magna Carta）于 1215 年首次颁布，被誉为“古今最伟

大的宪章；个人自由对抗独裁暴政的基石”。当时是约翰王时代（在

位期 1199-1216）。他是明君亨利二世之子，狮心王李察一世之弟。但

他也被称为“失土王”（Lackland）和“软剑王”（Softsword），是现

今公认英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个国王。在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国王

以约翰为号，由此可见。约翰 1199 年登位时，合法性就有疑问，很

多人都不满。约翰为取得法王支持，甘为下属。但法王却借口约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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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诏令，没收英国在法境的属地，英、法战事遂启。打仗是要钱的，

要钱就要收税。再加上约翰生活挥霍，税就越来越重。还有，在法的

属地既失，税荷就要靠英国的子民承担，于是怨声载道。1214 年，

在法战事惨败，约翰想再加税。小贵族们坚决拒绝。1215 年，贵族

们集体宣誓向国王效忠，但要求国王重申保证遵行先王颁下的“自由

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主要是约束王权，特别是收税权。要注

意，这是小贵族拒绝交税的自由。无论怎样去说，小贵族不能算是

“民”。他们是精英。这也是日后西方民主代议的特色。贵族们先后

提出多个草案，约翰犹豫不决。6 月 10 日，40 名贵族宣布终止对国

王效忠，领军进入伦敦。伦敦市民开门迎接。6 月 15 日，在伦敦近

郊 Rummymede 草场上，约翰在“小贵族条款”（Article of the Barons）

上盖章，是为大宪章。 

宪章内容是国王不能乱加税、不干预教会、不损害人身。但最要

命的是贵族们会选出 25 人去监督国王是否按章行事，必要时有权扣

押王室财产。小贵族们一离开伦敦，约翰马上反悔，与小贵族动武，

是为“第一次小贵族之战”（First Barons’War，1215-1217），苏格兰

和法国相继参加倒约翰的阵营。小贵族们甚至把王位送给法国。约翰

也不甘示弱，北上征讨苏格兰。1216 年 5 月，法国大军压境，约翰

众叛亲离。不到几个月，法国已占领英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并获得三

分之二的小贵族支持。约翰撤兵，但辎重（包括王室珠宝）却因误入

沼地，被潮水淹而尽失。他心灰意冷，加染上痢疾，于 10 月去世。

他的死解决了贵族换王之愿。但大宪章则成为既成事实。可是，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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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0 多年，大宪章从来没有占重要的政治地位，只是权力斗争的一

个口实。15 世纪的主流社会更对大宪章中当年叛变的小贵族作低评

价。 

16 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在位期 1558-1603），国会制度开

始成型，主流人物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塞尔登(John 

Seldon,1584-1654)等都想从历史里找到一些高贵的种子，大宪章就开

始被演绎为“所有法律的根基”、“自由的呼声”，而小贵族的自由更

被演绎为“个人自由”。到了 17 世纪，英国内战（1642-1649）的前

夕，国会向国王提交的“权利请愿书”，开始引用大宪章作为限制王

权的依据。那时候开始，大宪章被披上“古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

的外衣，好像英国的议会制度是一种从远古就有的政治理想。据称英

国共和时期（1649-1660）的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

曾叫它为“大屁章”（Magna Farta）。共和时代清教徒的激进派就有“教

士和绅士们拿到了自由，老百姓们始终是他们的仆人”之说。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改变一切。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思维成为主流的宝典。英国人开始相信英国的宪制思想与大宪章、权

利请愿书、和 1689 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是一脉相承。随后，跟着英语

文明支配世界，200 年来大宪章更被视为一切自由、法治与人权的起

步。 

古希腊民主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但现代民主是为了争取个人自

由，而个人自由的定义则由政治精英决定。现代民主的进化过程最突

出的地方是精英们以扩大“民”的定义、“主”的范围，并以民主代



 10 

言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去扩充由他们定义的个人自由。明显的，启蒙之

后，“民”的定义不断扩大，先是选民不再须要是有产阶级，继是妇

女也有选举权，然后选举年龄也逐渐下降。“主”的范围也在扩大，

包括了由政府建立但又是独立于政府的各种监督、审核、调查机构和

代表各种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以至民间志愿团体。简而言之就是制造

“民”和拓大“主”。政治精英（定义见下）以发动民众去扩大民主，

籍此创造或增加他们的政治本钱。发动民从的惯用手段是“取宠”：

或答应其利益，或煽动其情绪。在物质和社会资源丰富的西方，最常

用的还是答应个人或个体更大的自由，无论是性自由、种族自由、信

仰自由、以至生活方式自由。但是自由主义者也知道民主是两刃剑—

—可以扩大自由，也可以约束自由。自由主义者常常批判雅典民主如

何容不了苏格拉底、德国民主如何弄出个希特勒。自由主义者既需要

民主，也害怕民主。 

当年，洛克没有用上民主一词。他其实很不信任民主。他的主张

是必须通过自由人同意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更深层次的理解是一个

政权要维持它的合法性（也当然是维持它的权利）就要争取自由人的

同意；但要争取自由人的同意就要保护和扩充自由人的个人自由。这

是工具性的民主。另一方面，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也没有谈民主，他谈契约，认为个人是自由、

人与人是平等，自由人平等地通过契约去建立政府。这样的政权会反

映人民的整体意志。这是浪漫式的民主。但是，无论是洛克式民主或

卢梭式民主都不是雅典民主，因为现代民主理念中的“民”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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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以说是“顾客”（他们买的是自由）、是“买方”（或是合同契约

的一方）。越能满足顾客或买方要求的政治，越会有更多的人同意和

签约。但顾客始终是顾客，买方始终是买方，他们都不是主人。 

现代西方对民主理念最精彩的演绎是林肯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词

（Gettysburg Speech，1863）。“„„这个国家，在神之下，会有一个

新生的自由——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不会在世上消

灭。”这样子的民主定义应该是：是人民组成的政府（of the people），

由人民支配的政府（by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的政府（for the 

people）。其中，只有“由人民支配”这条才真正代表着主人的意味。

但是，“由人民支配”的政府并不须“是人民组成”的政府，正如股

东们支配公司的行政，但行政人员不必是来自股东。“由人民支配”

也不一定代表“为人民服务”，正如公司行政人员往往先为自身利益

着想，特别是当股东们也不清楚他们真正利益是什么的时候。因此，

关键的选择是，人民想做主人还是想做受益人？ 

现今的西方，由人民支配的政府是通过代议制度，人民的支配是

间接的很、有限的很。至于为人民服务更不是民主政制的专利。理论

上，什么政制都可以为人民服务。当然，在实际上，经过几百年个人

主义，一切为己的熏陶，西方人对人，甚至对自己，都不大信任，因

此对真的为人民服务政府也只会半信半疑。这样的政治文化自然产生

各怀鬼胎的政制。这就是如今所谓的“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之治”中，统治者追求爱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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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取宠，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可以维持权力。这也是今天西方政治

的写照。这样的统治者一定会竭力，或答应会竭力满足顾客和股东的

需求。但这些是否就是人民的整体需要、真正需要、长远需要呢？林

肯之言是美国最高贵的政治理想。但他的一句话也包含了西方政治的

最基本性矛盾：在一个为自由服务的民主政制中，个人自由与人人平

等怎样共存？ 

最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洛克、休谟时代）根本不信赖民主。到了

美国独立、法国革命时，精英的自由主义者要从传统的特权阶级手里

夺权，认识到发动人数众多的老百姓就可以建立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

去对抗，甚至取代人数少的专制统治。因此，那时的自由主义者同时

以两种口号去发动群众：自由与平等。1、在群众眼中，统治者自由

得很，包括言论、宗教、生活方式等等，群众早就羡慕。但在传统熏

陶下也接受下来，羡慕而不一定妒忌。自由主义者向群众说，这些自

由不应只是统治层或特权阶段专有，而是天赋人权。自由意识的普及

使群众对不自由的消极接受转为对自由的激情饥渴。2、在群众心中，

人有上下之别，社会阶级是自然不过的事。自由主义者向群众说，人

是天生平等的，社会契约是统治者权力的唯一合法基础，是来自人民

的同意。于是，老百姓或子民变成“人民”，变成国家的主人。平等

意识的普及使群众对传统统治阶级的消极接受转为对废立特权阶级

的积极参与。其实，到了今天，这两个口号仍是夺权的不二法门。 

这是几百年前的局面。那时，雅典民主刚被发掘出来，现代民主

制度仍未建成，因此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就可以按他们夺取权力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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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塑造民主的意义。但是，当旧制推翻、大权夺得之后，就要建立新

制、树立新权。那时，作为夺权工具（作乱）的民主就得改为维持权

力的机制（长治）。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以当家作“主”的号召去激

励“民”的支持，夺到了权，“民”就自然想真的当家作“主”了。

自由主义的新贵阶级怎会把打倒旧制的武器去给人使用来打自己？

怎会容许民主约束自由？原本高贵的民主就被打为“大多数人的专

制”、自由的敌人。幸好，一般的民都是不大明白民主是怎样实践的，

于是自由主义精英们就可以按他们维持权力的用心去塑造一套自由

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最大特色是代议民主取代直接民主（也有极少数的

例外，如瑞士）。人民的身份从清楚的、直接的“主人”变成模糊的、

间接的“选民”。自 18 世纪末开始，代议民主就成为西方主流政制。

从此，人民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代表们才是真正的主人。那就是精

英政治。 

精英包括所有在朝在野的政客、官员，以至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

精英是民主中的“主”，但他们不一定是统治者，也可以是把持者、

支配者。可是他们又同时被选民以选举制度羁住。他们的政治生命很

不稳定。辛辛苦苦的当上代表（雅典是没有代表，而且官员也是抽签

的），无论是真的为民或是为己，总想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去做点事。

但是，做人民代表是有任期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根本不相信民主，所

以人民代表的任期不可能长。但是，几乎所有的人民代表都想连任。

维持精英政治的制度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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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认识是，精英本身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唯一共通点是

追求政治权力。他们在自由主义下的民主制度中，无论是被选的、被

委的、自委的都以人民代表或代理自居。在代议民主的精英政治中，

“民”的理念是既缩小，也扩大。首先，“民”是指正规的选民，而

选民只是全体人民的部分（因为有选举资格、选举年龄等限制）。被

选的精英只需向选民交待。从这个角度去看，“民”的理念是缩小了。

但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有很多很多的半官方、非官方、甚至民间组

织都以“公众参与”的形式参政。这些数不清的利益团体也有它们的

“选民”。每个组织的代表、代理、代言精英都是经这些“选民”选

举、推举、委派、赞助。从这个角度去看，“民”的理念是扩大了。

精英们通过把持“民”的定义去制造政治机会和政治本钱。 

西方民主可以说是个怪物。它非生于自然，而是人工受孕。原先，

自由主义为要生存、延续和扩展，硬与平等交配，生出一个一身二首

的民主：一边推广个人自由，另一边约束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依靠人

人平等之“名”去取得合法地位；但个人自由又顾忌人人平等之“实”

会产生出“大多数人的专制”。精英民主为这个怪物带上一个民主代

议的面具，把它的两个头遮住了。在实质上，精英们通过代议制度把

持了和支配了民主去推行自由主义，特别是他们自己或所属群体的自

由，美其名是自由民主。但在这种政制里头，多党制度、法前平等、

官员问责的重重把关、处处制衡都是因为害怕真正民主会损害个人自

由。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出自由主义和寄生在它身上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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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带来大大的不公平。优胜劣败的自由竞争确实带来高度的物质进

步，但巧取豪夺的分配却实令人心寒、气愤，遂出现为民请命的“公

民社会”（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没有清楚的、公认的定义。一般是指在家庭、国

家和企业范围之外，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特别是指保障民主社会所

需的言论自由、独立司法的民间组织。主要的成员就是代表各种公民

利益和公民意向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或

NGO）。这个定义里的基础假设是民主社会缺乏言论自由、独立司法

（这些都是个人自由的保障），须要有政府和市场以外的民间组织去

保障、恢复或推进。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也暴露出以自由为本、

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在矛盾。也可以说，自由既要利用民主

（自由主义者发动多数去打击少数，借此夺取利益），实在也容不下

民主（民主下少数要服从多数，自由主义者会因此被剥夺利益）。 

公民社会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品，有以下的理论依据：通过提升

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会作出更好的政治选择，更积极的

政治参与，那么政府行为就会更负责任（accountable）。当然，这也

暴露了西方政治的自我批判（由公民社会倡议者提出的批判），如下。

首先，政府的行为须要问责（民主政治的价值观），但经民主代议产

生出来的政府不够负责（观察出来的事实），原因是公民的政治参与

不够积极、政治选择不够妥当（公民社会倡议者的判断），因此须要

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社会倡议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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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以提升民主意识为己任的公民社会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

很多已经是全球性。一般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全球性组织的领导层

都不是经直接选举产生的。它们集中在欧、美，因此反映欧、美国家

的政治文化和利益取向。当然，欧、美国家，尤其是英语系统的国家，

行的不是民主，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每个公民社会组

织利用民主参与去提升这个组织所追求的自由，无论是言论、集会、

工运、女解、环保、人权的自由。至于这些组织内部有多少民主就不

了了之了。 

眼睛雪亮的人民看通了自由主义和寄生在它身上的资本主义带

来的社会不公。他们渴望公平。人民的不满催生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公

民社会组织。可惜，所托非人。这些组织未有带来公平，因为社会不

公的问题不在民主不足，是自由泛滥。为民请命的公民社会组织各有

各的“民”，追求各为各的自由。为达到目的，它们不惜扭曲政治信

息、破坏政治意识，利用民主参与去颠覆民主——“为部分人”请命

的政治精英利用民主参与去颠覆“为所有人”服务的民主政府。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早就站在公民社会运动的前沿。十二年前，我

在《城市规划》写了 3 篇文章（分 6 期），名为“可读，必不用之书”，

都是针对“为民请命”的假民主。现在把这些假民主的公民社会运动

再来演述一下。 

首先要说明，在真正的、雅典式的民主里，无须有公民社会。公

民社会的假设是民主社会缺乏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可是这些只会是

自由为主、民主为用政制下的怪现象。雅典是真民主，主人当然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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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权。雅典公民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但也要完全负责，负重责。雅典

公民政治意识浓厚，每个人都可以动议、提案，但是要押上自己的生

命。言论不能儿戏，自由不同任性。雅典也没有独立司法，因为人民

做主人当然包括人民做裁判，怎会需要独立于人民的司法？独立司法

是对民主不信任，背后的动机是抗拒民主法制约束了个人（小群体）

的自由。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注作很有代表性——以“为

民请民”为前提，以“改革社会”为使命。他在 1973 年出版的《再

寻美国：一个交往式规划的理论》（Retracking America: 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被某些人譬之为“天堂之光”（light from 

heaven）。且看这光照出些什么。他开章明义在第一章就说这书的目

是为“创新性规划”（innovative planning）建立理论基础，而创新

性规划的使命是“在社会关系上带来结构性的改变”（structural 

changes in a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 

在第三章他批判当时的规划主流，把它形容得极端化、漫画化。

他叫那时（其实也是现在）的规划做分配性（allocative）规划——

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竞争者。他形容这种规划有 4 个特色：包

罗所有的考虑、全盘性的平衡、数据性的分析、功能性的“维理主义”

（functional rationality）。跟着，他把这 4 个特色逐个击破。他

指出要包罗万象就须要拥有一切知识；要全盘平衡就会过分聚焦于

稳，而忽视了变；着重数据就是忽视了实践和实情；功能性推理主义

就是抹杀了对价值观的敏感性。结论是这样的规划是不可能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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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实，有什么规划不须要考虑各有关方面（夸张了就是包罗所有）、

维持相对的平衡（夸张了就是全盘平衡）、利用数据（夸张了就是只

考虑数据）、理性行事（夸张了就是只顾功能的工具理性）？英语叫

这种把要打倒的对象极端化、丑化做“制造稻草人”（setting up a 

straw man）。稻草人是你制造出来的，你自然能够打倒它，但你打倒

的只是稻草人，不是真正的敌人。到今天，规划主流仍是强调考虑多

方面、维持相对平衡、利用数据和理性行事。其实，弗里德曼，以至

所有的为民请命派也不是真的要打倒主流。他们批判主流的目的是树

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已。弗里德曼批判分配性规划后，提出他的创新性

规划——通过体制开发（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去改革现有

的“社会指导”（societal guidance）系统，在改革过程中要动员资

源、采取行动、改变制度。 

在第四章，他把创新性规划形容为一种交往式的规划风格，也就

是强调“人际间的交往”（personal transactions）。到了第七章，

他再把交往落实到“对话”（dialogue）和“互相学习”（mutual 

learning）——规划工作者与他们服务的对象通过“个人化”

（personal）和“言语上”（verbal）的交流去使个人知识与专家知

识融合起来（fused），也同时把知识与行动融合起来。通过互相学习

和交谈会出现共识和共同构想。到此，为民请命的规划工作者与他的

“民”就融合起来了。为民请命者的改革行动也就合法了，因为他成

为了民的合法代表和代言。但改革的具体行动是什么？这是弗里德曼

下一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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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规划：从知识到行动》（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在 1987 年出版。它是规划理论的“经

典”。但我读了此书的所有书评（英语的），毁多于誉。再没有人说“天

堂之光”；有说它空虚、更有说它失败。失败是注定的。在虚民主的

体制下怎有真民主的行动？首先要指出，弗里德曼的“公家规划”范

围大到不得了，可以包括政府部门的规划，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

组织搞的规划，甚至是私人和企业搞的规划。凡是对社会（公家）有

影响的都算是“公家规划”。他这词远远超过城市规划，包括一切与

社会、经济、文化有关的规划。细看可见他是聚焦于一切为民请命而

作的规划。 

在第一章，他就毫不讳言的强调成功的“公家规划”往往要依赖

大规模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而规划的一个基

本理论性问题是规划技术与知识如何才可以有效地“激励公共行动”

（inform public action）。随着，他列举两世纪以来的规划传统：

社会改良（social reform）、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社会学

习（social learning）和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当然，

他捧的是社会动员。这里，他的自由主义意识露出来了。他把社会动

员的规划分三派：理想国主义（Utopianism）、无政府主义（Social 

Anarchism）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他指出它

们之间虽然互相对立，但它们都是对权势挑战的规划。要注意，弗里

德曼把动员社会的手段和挑战权势的目的连在一起。动员社会是民主

取向，但挑战权势则不一定是有关民主了。事实上，为命请命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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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为的是“给我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

生活方式自由、性自由。 

接着，他批判主流规划面临的危机是知识危机（第七章），因为

规划知识追不上历史步伐。他指出科技、市场都不是救星，国家与专

家都没有办法。他认为要建立一套可以拒绝接受资本世界的不平衡发

展、失望、剥削和异化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社会就必须以“民众社

会”（Citizen Communities）为新的权力中心。这就是弗里德曼的公

民社会了。他认为“公民”这概念是建立于一个假设之上：在国家之

上有一个至高无上、比国家的权威还要大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community），它本身是个合成体（resemble），结集很多组成的“政

治社会”而成，共享公民地位。弗里德曼把这个合成体形容为“公家”

（public domain）——一个人与人之间可以共同关心、共同对话，

而又有制度和法律约束行为的地方。公家规划的目的就是重建社会，

驱使国家与企业提供人类在每一个层次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

所需的服务。规划的具体行动就是要占领政治地盘。 

第二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到第一本书的最头一章，规划（在第一本

书他称之为创新性规划，在第二本书他称之为改革运动）的使命是在

社会关系上作出“结构性的改变”。改革理论要有以下 5个相关论点：

（1）从世界性层面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问题；（2）批判“现

状的实质”（existing reality），特别是它如何不断“再制造”各种

不合理的社会关系；（3）描画出在没有对抗性和改革性的斗争之下，

以上的社会问题会怎样演进；（4）描述一个解放性的社会将会带来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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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美满的果实；（5）为了实现这美好的将来，建议一套最好的战略去

击破现有势力。弗里德曼把规划的任务形容为在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

之间的“斡旋工作”(mediation）。他更把规划工作者形容为“两面

人”（Janus-faced，雅劳斯（Janus）是古罗马神话里的门神，有两

个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象征着结束与开始），一方面为改革

行动者制造机会去实践改革，另一方面在当权者面前把改革理论塑成

可接受的形象。他毫不讳言这本书提倡彻底改变社会。他要规划工作

者做两面人：阴一套、阳一套。看来，为了达到为民请命高贵目的，

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 

弗里德曼的徒弟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ester）把改革行动更

深化、细化。他的《面对权势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也是在 1987 年出版。第三章，也就是以书名命题的一章，是如此写

的。“姑且勿论权力是否会使人腐败，没有权力肯定成不了事。”（第

27 页）福里斯特说规划是由权力关系（relations of power）营造

出来的。规划工作者可以营造参与（shape participation）。规划工

作者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但他可以通过营造或强调某些行动、

某些成本、某些效率、某些论调去组织（或者打散）公众的注意力，

规划工作者的影响力来自“操纵信息”（control of information）。 

福里斯特聚焦于“操纵信息”去“营造参与”，提出 5 点：（1）

信息是权力泉源；（2）聪明规划工作者可以预测某些“误导的信息”，

并提出适当对策；（3）规划工作者要对抗这些影响公民信念、承诺、

信任和对事情正确看法的“误导的信息”；（4）但规划工作者有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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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造“误导的信息”，因为要作出敏感的、道德的判断时就不能坚

持形式上的原则（第 43页）；（5）要对抗“误导的信息”，“进步规划

工作者”（progressive planner）要培养一个消息灵通和民主化的规

划程序。“进步规划工作者”相信他通过政治分析可以提供正确信息

和改正误导信息，借此提高公民参与。 

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可说是规划理论中代表人物，但他们毫无疑

问站在公民社会运动的前沿，但也暴露了公民社会运动的暗面与负面

和公民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意识形态与手法——采取“进步”或“创新”

的姿态，以批判现今社会的不公去撩动某些人的不满，以民主口号去

发动这些人参与政治，通过操纵信息（包括误导信息）和阳奉阴违去

占领政治地盘，进而改革政治结构去获取政治权力，最终目的是重建

社会。当然，组织者会对他的“民”（政治本钱）应允功成之日就会

出现一个如弗里德曼形容的“解放性的社会”和“美满的果实”。说

穿了，就是民主为手段，个人或小群体自由为目的。在这样的演绎下，

公民社会与一般利益团体没有分别，不同者是它的利益是戴上了道德

的高贵光环，它的组织者举起为民请命的光荣旗帜而已。 

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自由主义者当然鼓

吹自由，但为什么要利用民主，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利用民主？现代西

方文明所指的自由是很个人的事（出自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见“旧

概念与新环境（2）奥古斯丁的‘性恶’”一文，《城市规划》，2012

年第 8 期）——我想要的自由跟你想要的自由会不同。那么，我怎能

发动你去为我争取我的自由？除非我把自由抽象化、理论化、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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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制作色情电影去赚钱，你想暴露官场丑态去为国，其实是很风马

牛不相及的。但是如果把两种行为打造成“言论自由”，那么你我就

是唇齿相依了。唇亡齿寒，为国之士声援色情电影、色情贩子资助暴

露官场是西方实情（最张扬是《花花公子》）。但这始终是种苟合，很

难长久。 

相对地，民主的庄严和凝聚就强多了。民主扎根于人人平等，成

长于抗拒不公。人人平等是普世价值，当然庄严高贵；抗拒不公是敌

气同仇，自然凝聚万千。自由斗士当然想利用民主了。怎样去利用？

制造“特权”帽子是也。人类最反感的是“不公”。自古以来，凡造

反都是反抗特权本身的不公，或反抗拥有特权者行为的不公，如果自

由斗士可以把自由和不公（无论是是真的自由或想像的自由，或真的

不公或想像的不公）连起来，就事有可为了。他们会说，“开发商有

‘自由’拿你的地赚大钱，你没有‘自由’抗拒被拿，不公。政府有

‘自由’决定给你多少补偿，你没有‘自由’参与决定补偿应多少，

不公。开发商的自由、政府的自由是‘特权’，开发商不应有特权，

政府不应如此使用它的特权。”于是人人觉得很不平等、很不公道。

自由斗士又说，“让我来提升你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让我们一

起来使政府的行为更负责任，让我们组织起来，讨回个公道。”到此

刻，人人敌气同仇，誓要讨回公道。如是，自由斗士就成功地利用民

主，组织起公民社会。 

当然，自由斗士的真正动机不是平等，不是民主，他们只不过想

利用民主去达到他们的个体利益。特权与不公只是他们发动民众的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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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而已。甚至可以说，他们借口讨伐特权与不公去把他们追求的自由

提升为比别人自由更值得保护的自由，利用民主参与去把他们追求的

利益提升为凌驾他人利益的利益。其实就是制造新特权，产生新不公。 

公民社会是西方虚民主下的现象，暴露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存矛

盾。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组合的政治文化很难产出真民主，因为它

缺乏“大我”意识。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得自寻生路。今天，西

方向全球推销公民社会（见下），中国人大多一知半解。特权与不公

人所共见，公民社会看来是剂解药。怎知它是生于自由为本、民主为

用的虚民主，生出的是层出不穷的新特权，无尽地消耗西方的经济资

源和社会资源，势难持续。中国有这样的条件吗？更关键是，中国有

这样的需要吗？ 

拿城市规划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确实是特权多、不公多。人

民的怨声、怒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得出的城市式样也是不合

理性的。但是，公民社会是不是一个可用的解药？公民社会是典型的

“为民请命”。我在“旧概念与新环境（4）：亚奎纳的普世价值”已

谈过“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指出这规划范式误解和扭曲普世价值，

不可能带来持续及和谐的发展。现在看一下城市规划里的公民社会现

象。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谈的是理论。现实中，西方的公民社会组织

确是多如过江之鲫。西风东浙，很多组织已是跨国性，特别是环境、

生态、维古、人权等。它们插手的事情无届弗远。 

城市规划的焦点是空间，而空间永远是区位性的。城市规划中的

具体利益冲突往往是落点于具体的开发项目。开发项目更是区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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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中，相对于过去 30 年，利益的冲突会

越来越多发生于已建成区内部的改建、重建。这些纷争大都是“当地

事”。跨国，甚至跨省、跨市的公民社会对解决纷争的“贡献”有限，

它们的插手其实会大大扭曲利益博弈的均势。当然，如果我们拜倒于

西方的先进，把光环戴在这些组织头上，“当地人”也自然会借助它

们的声势、利用它们的资源。到时，大局已成，扭转无望。所以，现

在我们就要抗拒这种“入侵”，免得日后烦恼。可是，纵观过去 30 年，

凡中国人说不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差不多都发生了。所以，我是不

大乐观。西方的东西太诱人了，很难抵挡。自强才是上策。 

城市规划纠纷大部份是“当地事”，涉及的利益大部份是“当地

人”，是基层的事，最好在基层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基层民主。这里，

基层是区之下，以至街道、小区。首先，如果有近有眼前的基层民主

就不需要远在天边的非基层公民社会。西方公民社会的理论依据是

“通过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公民会作更好的政治选择、

更积极的政治参与，那么政府行为就会更负责任”（见上）。这里的基

础假设是政府不够负责，其背后的意识是政府被特权把持，处事不公。

特权与不公是民愤的主要因素。放在城市规划上，这些特权与不公最

显著是在基层。姑勿论这些特权与不公是真实还是想像，它们也只可

通过基层民主处理。 

公民社会的目的是为民请命，大义凛然，因此它可以不择手段，

弗里德曼与福里斯特之流提出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人”和“制造

误导的信息”（见上）。当然，这是极端。但也显露出一个可以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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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解决问题的端倪——信息。 

为什么公民社会最强调“提升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背

后的假设是公民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信息不足，致令特权可以妄为，

不公成为泛滥，公民社会现身，拯救众生。因此，政治意识与政治信

息既是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民社会运作上的手段。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公民社会强调的政治意识要强、政治信息要足正是古

雅典民主的特色、真正民主的特色。从负面去看，西方公民社会的自

由为本、民主为用是颠覆民主；从正面去看，西方公民社会玩弄西方

虚民主的弱点也显露出建设真民主的方向。真民主的基础是公民参

与，但它的条件是公民政治意识要强、政治信息要足。当然，这是个

循环：恶性循环是意识不强、信息不足，导致参与不积极，而参与不

积极会使意识更低、信息更缺，参与就更不积极；良性循环是意识强、

信息足，导致参与积极，参与积极会使意识更强、信息更足，参与就

更积极。有人会说，古雅典人少才可以真民主。对。但中国的街道、

区人口与古雅典人口不相上下，为什么不可尝试建设基层真民主？而

且，真民主不一定要直接民主，只要是政治意识强、政治信息足的参

与民主。 

城市规划是好开头。空间使用和开发上的利益冲突肯定是“区位

性”，利益冲突者大部份是“当地人”，因此，政治意识肯定强。关键

在政治信息。谁来提供这些信息？西方公民社会批判来自“官方”（特

权的所在、不公的祸首）的信息不合用、不充足、不可靠，为民请命

者要“操纵信息”去“营造参与”（见上）。那么，要建设真民主就要



 27 

釜底抽薪，以透明、公开的态度和体制，通过咨询与参与，为人民提

供合用、充足和可靠的信息。有了这个条件才可以有真民主。真民主

之下还需要不需要公民社会？我相信还需要。但不是西方式的，跟不

负责任政府搅对抗、追逐个体利益的公民组织，而是提升负责任政府

的行政效率，在“大我”意识下协调各方利益的公民组织。我认为绝

对可以在基层上建设真民主。生活与生产空间的区位性使城市规划紧

嵌于基层。是民怨与民愤的聚焦点和发泄点。透明和公开的城市规划

可以是开启公民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良性循环的突破点，是缔造基层

民主的主要砌石。 

结语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附生在自由主义身上的（值此取得资本自由）。

但资本主义确实高明，成功创立一套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

政制，为它化解一切资本掠夺带来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前提，政治

精英的定义是追求政治权力的人。政治权力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制造的

东西，总有些想有权的人会拿不到权。他们可以等，但总要有出路，

不然就天下大乱。资本主义有妙计。 

资本社会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激起数不清的为民请命斗士，高

举人权、高唱反资本。但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以“公民社会”去“分

化”这些为民请命的精英，继而“利用”他们去扩展自由（主要还是

资本自由）。资本社会里竞争的刺激、成功的诱惑牢牢地吸住最聪明、

最有斗志的人的精力，把他们困在名利圈里。为民请命是高贵，含有

富贵不能淫的高贵操守。如今，大部分公民社会的领导层（他们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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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精英）却把精力与兴趣放在追逐经费（而经费却大部分来自政府或

基金）和追求升级（他们也称 CEO 了）。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是

不自觉的，但都不出来作乱了。这是资本“分化”的成功。更利害的

是，资本成功地“利用”政治精英。 

以美国为例吧。“二战”后，美国政治精英有左、右派之分，如

下。偏左的倾向反现存制度、反传统价值、不满资本社会的不公与不

均。他们有内疚的心态，认为美国富有是剥削了人家，美国强大是欺

负了人家。他们既不能放弃资本社会带给他们的成就和享受，但又有

改革社会、为民请命的冲动。他们热衷人权、民权、环保、工运和妇

解。偏右的可不同。他们对美国的成就非但感到骄傲，更认为是天定

命运。心态上有点自傲——我个人的成功是因为我的努力和聪明，美

国的成功是因为美国道德高尚和制度完善。他们热衷于资本制度，崇

尚自由竞争。机缘巧合，资本全球化给美国国内的左、右两派提供了

一个互惠的出路。资本（资金）全球化有赖，也有助美国资本机制和

文化的对外输出。于是，右派义不容辞做了资本全球化的剑，毫不讳

言要输出为资本服务的机制，如自由贸易和精英政治。左派却在对抗

资本剥削和为贫请命的虚像下，不自觉地做了资本全球化的盾，输出

为资本做缓冲的美式人权、妇解、环保和工运。在美式自由民主旗帜

下，左、右不谋而合，各得其所。内部矛盾通过美式自由民主的外销

获得疏解。一边是剑、一边是盾，但同是资本全球化的尖兵。美式资

本主义成功之处是它分化敌人——不搞对抗，但设置安抚的机制和宣

泄的渠道。更厉害的是，它把这些机制和渠道纳入它的政治体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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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敌人在不自觉中成为它向外扩张的助手和屏障。一箭双雕地宣泄国

内的不满和软化国外的对抗，确实是“资本无敌”。 

西方的公民社会运动其实是一种贿赂去消解资本社会不公带来

的不满。为民请命者一方面为“民”（争取个别群体追求的自由）一

方面为己（追求政治权力），但这些都是消耗资源的。西方好运（也

可以说别人衰运），捷足先登，这几百年来先抢占了世界 80%经济资

源，加上残留着的传统宗教仍具相当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丰富的经

济与社会资源暂时保住它。但当全世界都跟着它走的时候，就再没有

这么多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维持全球的安稳。西方如何从自由与民主互

捆的困境走出来将会决定世界的命运。 

西方公民社会是西方自由民主政制内部矛盾生出的怪物，在对抗

特权与不公的虚像下不休止的创造新特权、新不公。但是，这悖论也

给我们一个启示。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非单是虚民主的致命伤、更是

真民主的试金石。有人说，古雅典规模小，所以才可以行真民主，现

社会规模大，不能有真民主。前半句也许对，后半句就不对。首先，

真民主不一定是直接民主。就算是直接民主，规模也不一定是决定因

素。诚然，现社会确是规模大，但大规模是由很多、很多小规模组成

的。单看社会的空间结构（相对于其他形形种种的结构模式，如阶级、

经济、文化等），大规模的国、省、市是由小规模的区、街道、小区

组成的。在这些小规模里，城市规划引发的利益冲突相当尖锐，一方

面反映人民对特权与不公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建设真民主

的可行性。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是公民参与的条件，而公民参与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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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真民主的砌石。透明与公开的城市规划可能是个突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