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社会资本理论是以网络尧信任与规范为核心要素袁对社会秩序生成进行解释的重要的理论范式袁在法治建

设过程中袁社会资本是法治秩序生成的重要的非物质性资源遥社会资本理论以均衡为分析视角来探求法律秩序的关系

格局尧从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法治建设进程以及运用多学科手段探求法治社会的动力机制袁实现了对既有的

秩序解释范式的超越袁并通过减少法律运行成本尧增强社会自治的能力以及推动民主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对法治建设产

生了重要的支撑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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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已经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被学者们应用到了社

会学尧经济学尧管理学尧政治学等众多领域,其对法治

秩序的建构与生存具有更独到的解释视角遥
一尧社会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界定

从汉尼芬到普特南袁社会资本理论历经学者们

的不断研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袁 而且从法治视角

看袁社会资本理论具有重要的秩序解释功能遥
渊一冤社会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

最早提出野社会资本冶概念的学者是汉尼芬袁他
虽然并没有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袁但已

经意识到社会连接纽带中的社会资本对教育以及

社群社会的重要意义遥1980 年袁布迪厄在叶社会科学

随笔曳一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野资本冶进行使用并

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界定袁其后又在叶社会资本的

形式曳中对社会资本予以更为深入的分析袁认为社

会资本是与群体资格和社会网络相联系的一种资

源或权力并依附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存在遥 科

尔曼继承了布迪厄的研究成果袁从理性行动的角度

出发袁 将社会资本置于社会结构层面进行研究袁从

而将社会资本理论从微观引入到宏观研究当中遥 普

特南在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研究基础上袁将社会资本

的概念扩展到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等宏观领域遥 普

特南在叶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曳
一书中袁以新制度主义为切入点袁通过对意大利南北

制度绩效的差异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政府制度绩效的

影响遥 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确定为信任尧
规范和网络袁并认为社会资本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和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遥
从布迪厄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袁历经科尔

曼尧普特南等学者的研究袁社会资本引起学界的广泛

关注袁并逐渐成为各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遥
此后的学者如福山尧奈克尧伯特尧武考克尧林南等的研

究使社会资本理论更加丰富遥
渊二冤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和逻辑进路

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袁理性选择理论成为

主流经济学袁但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不足遥 而社

会资本概念将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与社会学的社会结

构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袁将理性野经济人冶放入社会

关系网络中进行分析袁把社会行动者看作理性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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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冶和将社会行动者看做是完全的社会人进行了融

合袁从而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遥
社会资本的分析进路是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

理论为出发点袁以理性行动原则来分析由网络所形

成的社会关系系统袁进而揭示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个

人行为和社会组织网络的形成与发展遥这样,社会资

本理论就把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与社会学的社会结

构理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袁既肯定了人的利益最大

化的野经济人冶本性袁又将野经济人冶纳入到社会网络

结构中袁肯定了人的野社会性冶袁进而分析在人际交

往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回报和效用问题遥 从

秩序的角度来看袁社会资本以野软资本冶的形式对政

治尧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袁在增强社会凝聚

力以及推动民主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遥 在治理

时代袁社会资本就成为了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多元治

理秩序生成的重要的支撑遥
渊三冤法治秩序视阈下的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治理时代袁而法治则是实现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基本标志遥 关于社会资本

的概念和内涵袁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诠释的角度是

不同的遥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袁应从秩序角度对社会

资本理论进行重新界定和解读遥
普特南是首位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宏观的政

治学领域的学者袁野普特南以及围绕普特南展开的

争论主要涉及自愿社会团体尧公民参与尧公民心等

方面遥 冶[1]从法治意义上来讲袁研究重点在于什么样

的社会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构建

出促进法治秩序生成的社会资本遥 因此袁社会资本

可以界定为以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袁以正式

和非正式的规范为依托袁在社会成员之间所形成的

以信任尧互惠与合作以及与公民精神有关的一系列

态度和价值观袁这种态度与价值观能够促进社会的

有效整合并增强社会的集体行动的能力袁从而实现

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以实现多元治理目标遥
二尧社会资本理论的法治秩序解释框架及其超

越维度

社会资本理论具有独到的法治秩序解释框架袁
并以其特殊的分析视角实现了对既有的秩序解释

范式的超越遥
渊一冤社会资本理论的法治秩序解释框架

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定是资源的稀缺性袁在复

杂的社会系统中袁通过竞争与博弈实现有限资源的

生成尧分配尧交换与消费袁并使这种竞争与博弈限定

在秩序的框架内袁是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政治权力

关注的主题遥 当今时代袁法治已经成为公认的最有

效尧最合理的治国模式袁法治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

会袁同时也是和谐有序的社会遥 从法治的视角来看袁
公民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享有必须体现一定

的公平和正义袁但野人类并不只是各自努力完善自

己的个人所形成的乌合之众冶袁[2]法治秩序既关涉到

理性的经济人的个人利益袁理性的经济人又同时生

活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袁因此社会是个体的系统的

有机组合袁野社会作为由人组成的共同体系统袁内部

是有结构的袁而且各结构要素有相对独立的功能袁这
些功能经由结构造就了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遥 冶[3]渊P3冤

而社会资本理论既尊重人的野经济人冶属性袁又揭示

出社会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遥 在以权

利尧自由与秩序为价值追求的法治时代袁社会资本

理论从网络尧信任尧规范以及公民精神等角度对人

的行为模式尧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尧个体利益与整体

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秩序的生成机制等进行分析袁
从而为如何在治理时代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以及

增强国家与社会的多元治理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

分析框架遥
渊二冤社会资本理论的超越维度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之所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袁是因为野对许多政策制定者而言袁这个词语掌握

了当今政治上的时代精神院它让人感受到了脚踏实

地的经济蕴涵袁又重新诠释了社会性的重要遥 它间

接反驳了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期袁 盛行于美

国尧英国尧纽西兰那股粗糙的政治经济风气要要要正

如同柴契尔夫人所言院耶像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

的爷冶遥 [4]渊P1冤社会资本理论重新拾起了当今世界各国

在极力追求 GDP 的过程中所遗失掉的某些秩序建

构中的基本元素遥 因此袁社会资本理论与以往的秩

序解释范式相比袁 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超越维

度院
首先袁以均衡为视角来探求法律秩序的关系格

局遥 均衡是西方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袁指
经济体系中一个特定的经济变量在一系列经济力

量的相互制约下所呈现的一种稳定不变的状态遥
野秩序均衡与否袁并不单纯是个经济学问题袁而是有

经济学价值的社会问题遥冶[3]渊P81冤尤其是法治秩序的建

构袁必须体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袁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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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的权力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下袁权力与权利

就会进行有效博弈袁并在博弈过程中实现国家权力

的有效性和社会权力的自治性遥 社会资本理论通过

构建符合治理理念的社会网络系统尧 互惠规范尧信
任机制以及公民精神袁使社会公众通过非政府组织

等凝聚在一起袁 在自治空间内拥有一定的社会资

源袁并通过信任机制尧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等对

社会与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与支配力袁使国家与

社会在权力均衡互动中实现公平尧正义尧自由遥
其次袁从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法治建

设进程遥 效率与公平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不变主

题袁但对效率更为关注曰公平和效率同样也是法学

所关注的问题袁但法学往往对公平更加侧重遥 以社

会资本理论对法治秩序进行解读袁能够更加深入地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

研究袁 并将公平和效率体现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当

中遥 任何国家在法治秩序的建构中都需要投入大量

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袁但忽视一些非物质因素会

使法治建设的进程大打折扣袁无法实现公平与效率

的平衡发展袁并可能陷入法治成本高昂而社会公平

正义缺失的困境遥 而社会资本则是法治秩序生成的

内生变量袁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了作为非物质形式的

信任尧规范尧网络以及公民精神等在法治建设中的

重要价值袁社会资本的形式和存量情况与法治建设

存在正相关关系遥 因此袁对社会资本非物质因素的

关注能够更好地协调法治建设中的公平与效率问

题,从而更加有效的推动法治秩序的构建遥
再次袁运用多学科手段探求法治社会的动力机

制遥 社会资本理论糅合了多种学术资源和解释进

路袁具有学科交叉和学术综合的优势袁并为经济学尧
社会学和法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找到了共通

的语言遥 社会资本理论以信任尧合作尧规范尧网络等

为核心要素袁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对个体行为模式进

行分析袁同时采用博弈论等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规

范对信任与合作形成的关系袁突破了对个体主义和

个人自由的狭隘关注袁并把个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合

作与互惠动机等纳入社会结构网络中去考察袁揭示

社会系统对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与影响袁实现了个

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结合袁从而缓解

了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遥 与此同时袁社会资

本理论的包容性可以把法治中的公平尧正义等价值

要素融入到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之中袁以便从更深层

的角度探求法治秩序生成的动力机制遥 单独依靠国

家进行法治建设容易因过度迷信建构理性而导致

权力膨胀袁过分夸大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则容易出

现丛林法则而丧失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袁而社会资本

理论能够通过信任尧规范尧网络等要素实现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袁实现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的

耦合袁从而为法治建设寻求最佳的动力机制遥
三尧社会资本理论之于法治秩序的现实价值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网络中的一种资源袁对于法

律秩序的建构与生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功能遥
渊一冤减少法律运行的成本

为了实现法治袁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则并实施是

各个国家为法治秩序建构与生成提供支持的首要

举措袁但法律制度的完善并不意味着法治秩序的自

动生成袁法律的有效运行需要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

支撑遥 一直以来袁法律与伦理道德就是法哲学领域

重大的理论问题遥 社会资本以网络尧规范与信任为

基本要素袁其中大多数的社会规范是社会公众在长

期的重复博弈中形成的袁大多数非正式规范是基本

的伦理道德的体现遥 法律制度必须根植于基本的社

会伦理道德袁才能被广泛接受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

行动准则袁就像普特南所说院野民主并未要求公民成

为无私的圣人袁但在许多小地方上袁它的确认定大

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抗拒欺骗他人的诱惑遥 愈来

愈多的证据显示袁社会资本能加强我们更好尧更广

延的自我冶遥 [4]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丰富袁那么人们之

间就更容易达成信任与合作袁这一方面能使社会关

系通过非法律规范获得调整袁从而减少法律运行成

本袁另一方面也会减少法律运行的阻力袁因为即使

一些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袁 但基本的伦

理道德规范对社会公众的约束使其愿意在法律的

框架内解决矛盾和冲突遥 换言之袁社会资本存量与

法律运行阻力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袁社会资本存量越

高袁法律运行成本越低袁反之亦然遥
渊二冤增强社会自治的能力

在治理时代袁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无疑能为法

治秩序的构建提供重要的社会根基袁如果社会碎片

化袁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合作袁那么社

会自治能力就会非常低下袁 更无法形成集体行动袁
并最终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遥 这种社会自治能力既包

括整合社会进行横向权利平衡的能力袁也包括制衡

国家权力并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对国家权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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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纵向分解的能力遥 通过社会自治规范对横向权利

的平衡可解决社会的矛盾与纷争袁通过政治参与和

纵向的权力分解可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蚀袁并保证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遥 但社会对横向权利的平衡和对

纵向权力的分解能力完全取决于社会自治能力的

增强袁而社会资本所内含的互惠规范和信任合作无

疑能够增强社会的集体行动能力和自治能力袁从而

为法治秩序的建构提供社会根基和动力支撑遥
渊三冤推动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治理时代倡导多元主体的多元治理袁与治理理

论相适应的是协商民主的兴起袁协商民主是民主发

展的新的转向袁是对代议制民主的纠偏与完善遥 协

商民主理论认为袁只有通过协商袁才能缓解利益冲

突袁实现利益平衡袁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袁使权

利获得保护并使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遥 只有信任才

可能合作袁从而避免陷入野囚徒困境冶遥 野协商民主的

一个典型特征是袁因为协商引起反思性袁所以参与

民主过程的个体会自觉地改变其想法和偏好冶遥 [5]渊P24冤

但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合作袁只是

从私利目标出发进行测量选择的话袁协商民主就根

本无法实现遥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袁野经济人冶是工具

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袁并从效用最大化的立场出发来

决定其行为袁野在整个理性选择过程中袁 个人偏好尧
效用及目标不能随着社会政治互动的变化而改变袁
否则袁纯粹的策略选择模型就无法建立起来遥理性选

择理论假定个人偏好及目标恒定不变袁 这与协商民

主理论是冲突的袁因为协商民主理论的典型特征是

认为个人偏好会因协商而改变遥 冶[5]渊P23冤所以袁协商民

主所要求的公民所具有的包容尧合作的公民精神正

是在网络尧信任与规范中形成的袁是社会资本的基

本内核遥 也就是说袁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丰富袁那么社

会的公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会增强袁这对于在民主

协商中达成基本的共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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