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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讲求个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具有平等性袁由此试图将公民身份打造成能够通
约个体自由的公分母遥 但无论是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还是在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的指导下袁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身
份的发展都不可能实现通约自由的目标遥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袁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
视市民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分野袁因而只能沦为空想遥 由于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近年来在我国颇为热门袁因此更需要
站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对其展开批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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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遥 虽然这并不是说对西方政治理

所谓公民身份渊Citizenship冤袁是指个体作为政

论要一概否定袁 但必须通过批判来分辨西方政治理

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袁这种身份一般通过权利的享

论中何为精华尧何为糟粕袁而批判的工具就是马克思

有以及责任的履行予以确证遥20 世纪 80 年代袁沉寂

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遥当前袁在中国学术界对

多时的关于公民身份的政治哲学讨论在西方复兴袁

于西方公民理论的引介中所欠缺的就是理论批判环

国内部分学者对此也抱以满腔热情遥 这些学者认

节袁这也正是本文希望完成的工作遥

为袁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袁臣民意识根深蒂固袁

由于西方公民身份理论被认为包含两大范式袁

公民意识作为舶来品要想扎根面临重重阻碍袁因为

其一是自由主义袁其二是共和主义袁因此本文将以历

虽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袁野臣民冶日渐式微袁但取而

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武器袁 分别对上述两大理

代之的却不是野公民冶而是野人民冶袁臣民与人民象征

论范式展开批判遥

着政治身份的两个极端袁相比弱势的野臣民冶与强势

二尧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

的 野人民冶袁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不亢不卑的

观批判

的发展袁相关学者积极引介西方公民理论遥 在他们

自由权利的组合袁 并强调这些自由权利对于不同公

看来袁西方公民理论是野批判的武器冶袁应当用其来

民的平等性遥按照英国学者马歇尔的观点袁公民的自

批判中国公民身份发展的现实遥 然而袁如果谈到现

由权利包含三个基本组成部分院 民事权利渊Civil

耶公民爷冶遥 正是为了推动中国公民身份理论与实践
[1]

实就不能忘记袁在中国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将公民身份理解为一系列

Right冤尧 政治权利 渊Political Right冤 以及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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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Social Right冤遥 不过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袁

地位上有任何提升袁不通过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遥 当

首先来看民事权利遥 民事权利说到底是个体在

相较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实行的赤裸裸的专

市民社会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或自由遥 在自由主

制袁在法律条款上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确实是资本

义政治哲学中袁 民事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袁既

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进步袁只不过这种进步并不可

不容其他个体侵犯袁也不容政治国家侵犯遥 然而袁自

能阻止阶级统治遥 在美国袁那些大公司大财团之所

由主义者忽略了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存

以能够在政治领域呼风唤雨袁正是利用了公民身份

在经济平等袁而是存在着阶级分野遥 在资本主义世

的平等性遥 美国的垄断寡头极力推动将公民身份由

界袁市民社会运转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袁资本的

自然人延伸至企业法人袁并以维护企业公民政治言

存在必然导致市民社会分裂为不同阶级遥 之所以会

论自由为借口袁通过司法途径来捍卫金钱政治的游

产生贫富差异袁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凭借自身对

戏规则遥 虽然公司法人直接提供政治献金在美国是

上述公民权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平等遥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无偿占有着雇佣劳动阶级的
劳动遥 换言之袁在市民社会中袁资产阶级是以侵害雇

然袁不管是不是阶级斗争野倒逼冶之下的无奈之举袁

为法律所禁止的袁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大公

司开始采用向并不隶属任何政党但拥有明确政治

佣劳动阶级的自由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自由袁个体

取向的野政治行动委员会冶注资的方式来影响选举袁

自由之间处于冲突之中遥 公民身份在这里并没有能

并花钱雇佣专业的政治游说公司袁通过开展院外游说

够将这种经济不平等给通约掉袁相反拥有私有财产

来进一步干预政策输出遥 当有人对金钱政治的游戏

的权利恰恰是民事权利的核心要素遥 也就是说袁公

规则提出挑战时袁美国的大公司就通过司法诉讼的

民身份不仅没有摒弃不平等袁反而在保护着制造不
平等的根源遥

途径来寻求宪法保护遥 1978 年袁在野波士顿第一国民
银行诉贝罗蒂冶案的判决中袁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公

其次来看政治权利遥 政治权利是个体参与政治
生活的权利遥 通常认为袁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中袁
政治权利的平等突出表现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

司法人花钱去影响选举舆论是在践行公民的言论

自由权袁因此受到宪法的保护遥 2010 年袁在野联合公
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冶案的判决中袁美国最高法院

上遥 只要具备公民身份就有资格参与投票选举袁无

再次以同样的理由推翻了选举改革法案中关于竞

论自身财富的多寡似乎都可以发挥平等的影响力院

选最后阶段限制各种企业或组织以赢利或非赢利

家财万贯者可以投出一票袁贫困潦倒者也能投出一

目的资助候选人的规定袁这进一步为大公司利用自

票遥 然而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袁平等政治权利的普及

己的经济资源掌控政治生活敞开了大门遥 总体来看袁

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曳袁但直到 19 世纪初袁大约 3000

及其政治后果突出地揭示出公民身份在资本主义

之路其实充满曲折遥 尽管法国早在 1789 年就颁布了

万的人口中却只有 9 万人拥有选举资格遥 在英国袁
[2]

法人公民身份渊Corporate Citizenship冤在美国的发展
社会作为维护政治不平等之工具的本质遥

正是由于公民政治权利长期局限在精英阶层袁才有

最后来看社会权利遥 社会权利是个体享有一定

了后来劳动群众为争取普选权而爆发的宪章运动遥

物质生活标准的权利遥 从逻辑上说袁社会权利与古

在美国袁虽然内战后的权利法案赋予了黑人以平等

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野最底限度国家冶是背道而驰

的公民身份袁 但行使政治权利却面临种种限制袁直

的袁因为其只有通过政治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

到一个世纪以后作为野民权运动冶的战果袁美国参议
院通过的叶投票权法曳才真正打破了黑人行使选举
权的枷锁遥 这些历史事实都表明袁平等的政治权利

预才能实现遥 进入 20 世纪之后袁以富兰克林窑罗斯
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将 野免于匮乏的自由冶加
入了个体基本自由的行列袁 推动福利国家的建设遥

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公民身份的固有成份袁而是社

马歇尔在叶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曳一书中对通过发

会冲突与斗争的产物遥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展社会权利来缓和阶级冲突报以厚望遥 他认为社会

的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遥 掌控经济权力的阶级

权利会给那些市场中的失败者以安慰袁由国家通过

必将掌控政治权力袁国家政权将沦为其实施政治统

政治手段来主持资源的分配来降低市场的作用袁从

治的工具遥 在经济上受到压迫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必

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遥 [3]不过袁社会

将处于受压迫的地位遥 所以袁被统治阶级要想在政治

权利的出现使得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陷入了混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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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者那里袁这种混乱被认为是社会权利与民

主义公民身份观主张一种更为积极的社会生活袁倡

事权利之间的冲突遥 因为民事权利捍卫着自由市

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袁希望通过共同治理来使

场袁而社会权利却试图抵消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

人与人之间萌生出更为密切的情感以及培育出所

发挥的作用遥 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袁当社会权利的

谓的美德遥 为了使得人人参与的主张在现代民族国

实现是通过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方式时袁这完

家中变得可行袁复兴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倡导积

全是对后者民事权利的侵犯遥 总之袁关于社会权利

极的公共参与应当着眼于社区层面遥 尽管共和主义

的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一直处于争议之中袁古典

公民身份观从来没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据主导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权利的发展是自由市场社会
的毒瘤袁而马歇尔也认为社会权利的加入使得公民

地位袁 但是其在最近 30 年间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力却不容忽视遥 不过袁虽然共和主义者对自由主义

身份与资本主义处在战争中遥 可事实上袁由于社会

公民身份观持批判态度袁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共和

权利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袁因此社

主义的理论范式能够创造出更具有通约性的公民

会权利虽然对所谓的自由市场造成了影响袁但却并

身份遥

非如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彻底站在

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扎根市民社会相比袁共

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遥 恰恰相反袁社会权利的出现保

和主义公民身份观更倾向于寄居在好似空中楼阁

护了资本主义袁正是因为有了社会权利这根野胡萝

的政治国家遥 这使得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执迷于将

卜冶袁才使得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变得更加温和遥 用

政治国家打造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袁通过让个体放

恩格斯的话来说袁社会权利的发展在本质上只是资

弃对自身利益的执着而融入到共同体事业之中从

产阶级玩弄野以牺牲香肠来换取火腿冶的小伎俩遥 社

而实现自由的通约遥 但是袁共和主义者忘记了袁社会

会权利是阶级冲突的产物袁是阶级冲突导致资本主

的分裂是基于阶级的分野袁阶级的分野又是基于不

义社会形态发生的量变遥 不过袁社会权利并不是资

同社会群体在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遥 共和主义

本主义的野免死金牌冶袁社会权利的加入也不能令公

者将实现公民美德的期望寄托于政治国家袁希望国

民身份真正成为通约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分母遥 相

家和政府能够由管理者转变为教育者遥 但政治国家

反袁西方世界围绕着社会权利的争论都在暴露着社

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

会中存在阶级冲突这样一个事实袁社会权利的发展

里袁而是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遥 资本主义国家的确

一方面的确抑制着阶级冲突袁另一方面也是孕育新

履行了许多公共职能袁但是这些公共职能的履行只

的阶级冲突的导火索遥 社会权利的实际执行仍旧告

是为稳固阶级统治而不得不进行的伪装遥 因此袁共

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自由

和主义公民身份观在理论主张上往往显得无比美

是无法通约的袁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袁那么野每

好袁但是到了要与现实接轨时却常常束手无策遥 美

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袁而是看作自

国学者博克斯希望在社区公共治理中复兴共和主

己自由的限制冶遥

[4]

三尧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
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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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想袁实现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更大程度的社区民
主自治袁他就主张政府与专家应该为这一目标服务
而不是为了独揽大权而排斥民主参与遥

[5]

但是袁博克

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相比袁共和主义公民身

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唯独没有提出应该如何让政府

份观拥有更为悠久的历史袁所持有的观点也有所差

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袁不仅要放弃权力袁还要将已

异遥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

经掌控的权力返还给社区自行控制袁并以此为荣遥

前的古希腊城邦袁当时人们认为袁作为公民应当将

事实上袁仅仅就包括博克斯等人基于共和主义

追求城邦的公共之善置于自身私人利益之上袁也就

公民身份观提出的参与式民主理想而言袁其与科学

是说应当具备所谓的美德遥 通俗一点说袁古典共和

社会主义确有重合之处遥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主义公民身份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袁这与

告诉我们袁国家产生自社会袁国家最终也必将回归

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截然不同遥 古

社会袁政治民主必将为社会民主所取代遥 但是国家

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在当代的复兴就是为了修

回归社会必须以社会能够抛开国家自行承担公共

正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带来的社会分裂遥 新的共和

事务管理的职能为前提遥 因此袁列宁指出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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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共治理的

台的广泛转载并引发争议遥 事实上袁在社会主义初

广泛参与袁通过参与来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袁为政

级阶段这个过渡时期袁由于存在旧的生产关系而导

[6]

治国家的最终消亡打通道路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社会

致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不足为奇遥 改革开放

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本质就是对人民群众实行思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从来没有说过阶级斗争在我

想政治教育遥 在这场思想政治教育中袁社会主义国

国业已消失袁只是说阶级斗争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

家及其执政党居于教育者的角色遥 由此来看袁一些

主要矛盾袁并告诫我们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还是

国内学者对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颇有好感并不令

有可能加剧的遥 诚然袁阶级分野最终是要走向消亡

人意外袁比如有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公民身份发展之

的袁但绝不是现在遥 在阶级社会中袁如果撇开历史唯

路应以新共和主义为目标遥 [7]然而袁马克思主义并不

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尧基本观点以及基本方法袁尤其

等同于共和主义遥 共和主义者建立了美好的政治蓝

是撇开野阶级冶概念袁那就谈不上对社会矛盾和社会

图却找不到实现路径袁这一点与一百多年前的空想

发展的科学认识了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袁野超阶

社会主义相似袁只有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论的角

级冶的西方公民身份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理应

度出发才对此给予了科学的解答遥 只要不从变革资

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和警惕遥 事实

本主义社会既有的经济基础着眼袁那么任何以民主

上袁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公民身份理论在目标上是一

和广泛参与为取向的单纯的政治社会变革都难以
取得理想的效果遥
四尧结语
如果说现代公民身份的发展是为了走出野每个
人与每个人的战争冶的困境袁寻求个体自由之间的
最大公约数袁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还是共
和主义公民身份都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袁建立起

野每个人自由的实现是其他人自由实现之条件冶的
和谐社会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共和主义者在描绘公民
社会理想时往往以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公民身份实
践为蓝本袁但是回顾历史袁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公民
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阶级的同义语遥 因为那时基
本上只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才可能拥有公民身份袁非
公民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则为奴隶遥 相较于古希腊城
邦袁现代公民身份的普及撩起了人们对于野平等的
自由社会冶的向往袁但是最终公民身份不仅没有实
现个体自由的通约袁反而为不平等的现实提供着掩
护遥 追根究底袁无论哪一种公民身份理论都解决不
了个体自由之间的对立袁因为公民身份掩盖不了阶
级冲突袁更不会消除阶级冲突遥

2014 年 9 月袁中国社科院的王伟光教授在叶红

旗文稿曳上发表了名为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袁并不输
理曳的文章袁强调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袁阶级斗

争仍将长期存在遥 [8]此观点一出袁立刻获得各媒体平

致的袁都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袁但是相较而言袁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袁而西方公民身份理论却是无法兑
现的空想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征途
中袁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指
南的主导地位袁对西方政治理论采取批判借鉴的正
确态度袁而不要舍本逐末遥
参考文献院
[1] 郭忠华援 个体窑公民窑政治要要
要现代政治的思想理路与悖
谬趋势[J]援浙江学刊袁2007袁渊11冤院128-133.

[2] [英]德里克窑希特援公民身份要要
要世界史尧政治学与教育学
中的公民理想[M]援郭台辉袁余慧元袁译援长春院吉林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袁2010.102.
[3] 郭忠华袁刘训练援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援南京院江苏人民
出版社袁2007.24.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援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渊第三卷冤[M]援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2002.184.

[5] [美]理查德窑C窑博克斯援公民治理院引领 21 世纪的美国社
区[M]援孙柏瑛袁等袁译援北京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袁2005.138.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援 列宁选
集渊第三卷冤[M]援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72.524.

[7] 周金华援 新公民论要要
要当代中国个体社会政治身份建构
引论[M].北京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10.254.

[8] 王伟光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袁并不输理[J].红旗文稿袁2014袁
渊18冤院4-8.

渊责任编辑院卢圣泉冤

101

2016 年 1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 卷 第 1 期

Wake up the Pipe Dream of Free Commensurability
要要
要Criticizing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of Citizenship by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N Dong袁LANG Wan-zhen

渊School of Marxism,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China冤
Abstract: Modern western theory of citizenship pays attention to the equality of each citizen, and tries to realize the com鄄
munion of individual liberal by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However, no matter citizenship theory of liberalism but citizenship
theory of republicanism cannot realize the communion of individual liberal.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dern
western theory of citizenship will become daydream, because of ignoring classes division in civil society. Because modern
western theory of citizenship has become much more popular in China during recent years, we should criticize it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irmedl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beralism; republicanism;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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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lf-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China
REN Yan-ling1,2

渊1.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China; 2.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Shaanxi
710121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is influenced b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A鄄
mong them,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government regulation, financial and risk management market, supply chain partici鄄
pants,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personnel and human capital market, in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corporate culture, or鄄
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competitive advantage, etc.. Taking influ鄄
ence factor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we found that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mainly include the lack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een consumption market is still immature, the market is weak,
the lack of power of enterprise internal system.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t i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macro environment, it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Key words: enterpri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elf-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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