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研究中

的重要维度袁近年来袁国内外学者基于国家与社会

互动的理论视角袁从不同侧面出发对中国现代国家

构建问题作出阐释遥 有论者致力于在国家与社会尧
权力与权利之间如何进行价值排序袁进而指出现代

国家构建的理想形态曰[1][2]有论者在国家与社会的理

论视野下提出协调不同政治行为主体渊政府及其官

员袁社会及其群体冤利益关系的实践路径曰[3][4]有论者

将现代国家构建视为一个不断谋求国家与社会关

系走向合理化的持续性的历史发展进程袁认为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袁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主题或

主要面向遥 [5][6]但是袁尽管学者们在国家与社会的分

析框架下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论著颇丰袁但都

没有厘清以下问题袁即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背后遵循

怎样的逻辑钥 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路依照怎样

的规律钥 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不同阶段袁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互动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特征钥 鉴于此袁
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袁尝试对国内

外学者就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路进行梳理和归纳袁试

图总结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各个阶段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互动规律袁 进而提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可行

路径遥
二尧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院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研

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源于西方的公民

社会渊市民社会冤理论遥 公民社会理论着意于国家与

社会的分离袁寻求社会的独立性尧自主性和参与性袁
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衡遥 国家与

社会互动理论的分析框架似乎暗含着野自上而下冶和
野自下而上冶两种进路的观点对立袁但国家与社会之

间既有相互分离尧对立的一面袁更有相互结合尧互动

的一面遥国家与社会并非两个完全对抗的实体袁它们

在交换中互相赋权和变更行为边界遥 [7]应摒弃的是

那种单纯强调野自上而下冶或野自下而上冶的研究路

径袁在野国家与社会互动冶的框架中寻求野自上而下冶
与野自下而上冶双向互动的研究进路袁探究社会的国

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上

双向运动的过程遥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前提是承

认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对立的主体袁 两者之间的互动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1.017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6 年 1 月 第 14卷 第 1期

Vol.14 No.1 Jan. 2016

摘 要院现代国家构建包括民族国家构建与民主国家构建两方面遥 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呈现出两种进路袁即野权力

渗透冶与野社会回应冶遥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不同阶段袁野权力渗透冶与野社会回应冶的不同组合塑造着不同的国家与社会

互动模式遥 民族国家构建倾向于野对抗性冶的互动模式曰民主国家构建则倾向于野合作性冶的互动模式遥 野权力渗透冶与野社会

回应冶分别表达着国家的权威诉求与社会的民主诉求袁野合作性冶互动模式是实现政治权威与社会民主的当然选择遥
关键词院权力渗透曰社会回应曰国家构建曰野对抗性冶互动曰野合作性冶互动

中图分类号院D03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6冤01-0103-07

权力渗透与社会回应：中国现代国家
构建的两种进路

韩瑞波
渊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2冤

收稿日期院2015-11-09
作者简介院韩瑞波渊1992-冤袁男袁河北邢台人袁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袁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遥

103



2016年 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1期

具体表现为国家自上而下渗透尧影响社会袁社会自

下而上对渗尧影响国家遥 国家如何构建社会表现为

野权力渗透冶的过程袁社会如何应对国家的构建则表

现为野社会回应冶的过程遥 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是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当然内容遥 一方面袁国家政权通

过渗透的方式深入扩散到社会的细微空间进行权

力生产曰另一方面袁由于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公民社

会的成长制约着国家政权影响的空间遥 由此袁如何

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

式袁在野权力渗透冶与野社会回应冶之间找到平衡点袁
是构建现代国家必须应对的问题关切遥

在探究上述问题之前袁我们首先应当对中国现

代国家构建的概念作出界定遥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提出了不同的国家构建理论遥 徐勇提出民族国家构

建与民主国家构建的二维视角袁现代国家构建是民

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构建过程遥 [8]中国政治

自近代以来呈现出从民族国家构建到民主国家构

建的发展轨迹遥
就民族国家的构建轨迹而言袁国家机器的行政

控制领域与其主权和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来遥 正如

吉登斯渊Anthony Giddens冤所言袁民族国家是指一系

列制度范式袁它对已经划定边界渊国界冤的领土实施

行政垄断袁依靠法律以及对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来

维护其统治遥 [9]民族国家是以主权为核心特征的袁精
确划定边界的领土和非同质的人口是其核心要素遥
民族国家的构建着意于国家领土的完整尧国家主权

的维护尧国家机器的确立并有效展开运作袁从而保

证整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尧安全与利益遥 依据吉登

斯的理解袁在民族要国家渊Nation-State冤的现代语境

下袁 民族国家构建指的是对一国内部加以整合袁实
现民族一体化的过程遥 这意味着民族国家构建试图

通过国家权力的下渗而建构一体化的民族袁 然而袁
这无疑忽视了民族要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性遥 我们

不能否认袁一体化的民族可以有效减少国家统治和

治理的成本袁但它毕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袁即民

族绝不是国家构建的产物袁而是国家内部各个族群

渊Ethnic Group冤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融

合尧彼此渗透尧持续互动的产物遥 因此袁民族国家构

建必须以尊重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性为前提遥 张静

认为袁民族国家构建完成的标志是割据性的尧分散

的尧多中心的权威体制逐渐演化为一个以现代国家

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袁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

治单位袁 民族国家的建制就此成为全新的权威中

心遥 [10]可见袁民族国家构建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权建

设袁充分证明国家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合理性遥 国

家一体化是通过国家整合将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

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袁国家权力无限制地延

伸至领土边界范围内的每个角落袁表现出自上而下

的野权力渗透冶特征遥
就民主国家的构建轨迹而言袁它着意于依照人

民主权的原则构建国家制度袁集中反映的是公共权

力与个人权利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遥 民主

的实现是与公民社会的成长相依存的遥 从某种程度

上来讲袁民主即自主遥 对于一个正在历经民主化转

型的社会而言袁其民主化的政治实践必然要解决多

民族国家的内部多元性与其建立的民主体制如何

兼容的问题遥 随着现代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袁主
权国家内部各族群普遍培养起自己的民主意识袁他
们要求获得群体权利尧争取群体利益的呼声不断高

涨遥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袁民主国家构建尧政治共识与

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不断强化袁使主流的民主制度

范式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遥 这一现象在西方表现得

最为明显袁西方现代民主体制所倡导的的多数模式

没有有效解决西方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袁没有有效

地将少数族群的利益整合到多数民主制度之中袁甚
至导致了各个少数族群的不满和抵抗袁酿成族群冲

突的暴力局面遥 既然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构建设想遭

受了现实的重创袁尊重各族群的民主诉求与多元文

化已成为民族国家的生存现实遥
基于此袁政治哲学家们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关怀

并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尝试遥 如罗尔斯渊John Rawls冤
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袁哈贝马斯渊Jurgen
Hebermas冤建构了宪法爱国主义理论袁金里卡渊Will
Kymlicka冤 主张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来协调多族群社

会的政治共识问题遥 他们的理论虽然各异袁但无不

强调国家内部各族群的民主诉求袁为现代民主国家

构建提供了理论奠基遥 与国外学者集中关注族群问

题不同袁国内学者往往将民主国家构建的目标聚焦

于公民社会的成长遥 贺东航认为袁公民社会的发育

和成长使得私人领域从全能主义国家系统中剥离

开来袁并且建立起既防止国家权威膨胀袁又为社团

和个人提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场所的公共空间遥 [11]

一个自由尧自主尧自治的公民社会能够有效地制约

国家权力袁防止野权力渗透冶的无限扩张遥 徐勇指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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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是民主国家的构建理性袁强调的是国家构

成的个体性袁 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至高无上性遥 [12]因
此袁民主国家的构建是社会对国家的野权力渗透冶表
达权利诉求的过程袁侧重的是社会的回应遥

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袁 以提高国家控

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构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

主题袁直至 20 世纪末袁这一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

构建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构

建遥 [13]我们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分为两部分袁
一部分为建国之前的民族国家构建袁一部分为建国

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民族国家构建遥 改革开放之

后袁中国进入民主国家构建时期遥 我们发现袁中国的

现代国家构建呈现出两种面向院一是野权力渗透冶袁
一是野社会回应冶遥 在民族国家构建与民主国家构建

两个阶段袁野权力渗透冶与野社会回应冶的不同侧重尧
不同组合塑造了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遥

三尧从野对抗性互动冶到野合作性互动冶院中国现

代国家构建的嬗变逻辑

渊一冤国家与社会的野对抗性互动冶院民族国家的

构建逻辑

在蒂利渊Charles Tilly冤看来袁国家通过政权的官

僚化与合理化不断向乡村社会进行权力渗透是西

欧民族国家构建的主流范式遥 与之同时袁乡村社会

为反抗财政资源的榨取和政权的压制而不断抗争遥
在现代化进程中袁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资源总

是短缺的袁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把短缺的现代性资

源集中尧动员起来袁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遥 [14]蒂利

认为袁战争造成的紧迫和压力推动着现代国家的构

建遥 战争将欧洲民族国家编织成网袁而战时的准备

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遥 [15]赢得战争

必须有效地汲取资源袁构建强大的国家机器袁由此

致使国家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遥 集权化的国家政治

结构范式在民族国家构建阶段有其历史必然性与

合理性袁 它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模式遥
在这种模式之下袁 国家不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需

求遥 国家权力的单向集中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无法避免遥 蒂利提出 野抗争政治 冶 渊Contentious
Politics冤与野集体行动冶渊Collective Action冤的理论袁
集中关注税收尧罢工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对政治力量

特别是国家机构组织的制衡作用袁认为最高形式的

集体行动与抗争政治就是战争遥 可见袁在权力渗透

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下袁社会需求缺乏制度化的表

达渠道袁由于无法有效调解野权力渗透冶与野社会回

应冶之间的关系袁社会只能通过极端的暴力形式与

国家相抗衡袁两者之间的互动具有对抗性遥
蒂利的民主国家构建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的政

治实践同样具有适用性遥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肇始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袁但中华民

国的成立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与社会认同遥 国

家进入地方性军阀割据状态袁分裂为多个传统型权

力中心遥 国民政府时期袁国民党创构的政党国家建

立起庞大的国家暴力机构袁试图改造传统的中国社

会机构袁宣布野训政冶的治国方案遥 比如袁在城市实行

特务机构的监视袁 在农村确立保甲军事管理制度遥
在这种统治模式下袁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地下渗到社

会的各个领域袁自此袁中国的政治体制贴上了野全能

主义冶的标签遥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遵

循着全能主义的政治逻辑遥 邹谠先生界定了野全能

主义冶的概念袁即国家机构的政治权力可以随时地

无限制地控制和侵入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

域的指导思想遥 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此指导思想

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社会遥 [16]政治机构权力的无限性

则是全能主义运用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主要特点遥 自

民国政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袁国家政权不断向基层

社会渗透袁 形成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格

局遥 李强将全能主义国家的组织结构概括为以纵向

组织为中介的尧以单位制为细胞的尧高度中央集权

的体制遥 从单位到中央袁所有层次的组织在结构上

是同质的遥 单位是国家权力投射到小范围的缩影袁
它是一个集经济尧政治尧福利尧安全等所有职能为一

身的组织架构袁乡尧县尧地尧省在结构上亦具有相同

的特征遥 [17]因此袁全能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民族国家构

建借助于权力渗透模式袁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单位

化尧同质化的政权组织结构遥
孙立平指出袁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

是野总体性社会冶袁社会的经济中心尧政治中心尧意识

形态中心三重合一袁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且资源和

权力的高度集中赋予了国家超强的动员与组织能

力袁但结构较为僵硬尧凝滞遥 [18]在这种结构形态下袁社
会组织类型和方式简单划一袁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

权遥 国家与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是社会组织只

能从国家那里索求资源而无其他获取资源的渠道遥
国家统一调拨尧统一分配袁社会组织缺乏横向联系遥
各类组织高度依赖国家袁形成条块分割的单位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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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权力渗透的单位体制中袁单位成员面对同样的

国家尧迎合同样的政策袁逐渐在心理上尧利益上趋于

一致袁形成共同的利益追求与社会心理遥 政党组织

借助于单位化尧同质化的政权组织架构展开大量政

治运动袁社会成员的政治敏感度随之提高遥 在此状

态下袁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社会缺乏政治

参与的制度与空间形成巨大的张力袁他们只能借助

于国家主导下的政治动员这一平台袁采取全社会范

围内的革命或暴力方式参与政治袁而无其他任何路

径选择遥 随之导致的结果则是国家政策一旦发生明

显波动袁就容易爆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遥 正如冯仕

政所言袁 一个个单位尽管将社会个体从地域上尧社
会交往上隔离开来袁但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将社会个

体大规模地贯穿起来袁从而为爆发大规模的集体行

动准备了条件遥 [19]如野土地改革冶尧野社会主义改造运

动冶尧野大跃进冶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袁都是通过大规模

的社会动员实现社会整合的政治尝试遥 以土地改革

为例袁其在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表现为

通过梳理阶级关系尧建构群众组织尧遴选新的政治

精英袁根据党和国家的意志重塑了新的乡村社会结

构袁[20] 其价值在于将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直接

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之中袁建构了广泛的组织网络

且有效而全面地控制了乡村社会遥 [21]由此看来袁民族

国家的构建着重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袁而缺乏对

社会回应和社会诉求的尊重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

动具有对抗性遥
在意识形态方面袁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无疑受制

于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主导遥 无论是将民族主义的

基本原则简单总结为野普遍主权尧世俗化尧平等冶袁还
是野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尧一个人民冶袁其精神实质都

是着意于争取个体平等的个人与各族群作为民族

共同体中的某一特定民族的政治属性遥 民族共同体

之所以具有社会动员的高效性和权威性袁且被看作

个体或各族群效忠甚至牺牲的对象袁原因就在于民

族共同体赋予了个体或各族群从桎梏或压迫中获

得解放尧实现尊严尧保护利益的许诺袁并兑现了这一

许诺遥 民族主义强调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责任义务和

整体认同袁 主张民族国家应是个人的归属对象袁显
然其内在逻辑为野保护内部尧排斥外部冶遥 然而在多

民族国家内部或多族群社会中袁一体化的民族国家

构建往往会忽略各族群的多元性与异质性遥 它对民

族共同体进行无差别对待尧单一化处理袁只要属于

同一民族袁即应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遥 但是袁民族

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刺激和鼓动着各种类型的社会

基本单位渊个人尧族群尧社会组织等等冤的政治参与

激情遥 从个人自由推导出民族自由袁从个人自决推

导出民族和群体自决袁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袁这种

逻辑又与民族国家构建强调的同质化逻辑背道而

驰遥 笔者认为袁野对抗性冶互动模式的根源在于社会

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缺乏制度化尧法制化渠道以

及相应的公共政治空间袁只能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社

会反馈遥 由此可见袁无限制的野权力渗透冶与抗争性

的野社会反应冶相结合形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

建逻辑遥
渊二冤国家与社会的野合作性冶互动院民主国家的

构建逻辑

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主要组织与实现

方式遥 民主体现于现代国家能力的获得和贯彻两个

层面院一是源自国家权力机构内部自上而下的政治

民主袁以议会制度尧现代政党制度尧分权制衡制度为

支柱的宪政体制架构曰一是源自政治社会中的自下

而上谋取权力的社会民主袁要求国家提供畅通的意

见表达机制与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遥 前者是国家权力

体系自主性的表现和保障袁后者则是国家获取合法

性的基础和来源遥 [22]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实现必

须以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分化作为前提条件遥 这意味

着国家对社会的独立空间予以承诺袁并对社会的自

我管理给予法律保障与资源供给遥 社会必须拥有自

由尧自主尧自治的平台袁并实现社会自律遥 此外袁国家

应为社会自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遥 社会自治需要

资源维持袁国家必须通过治理功能的发挥为社会自

治供给所需的资源遥 因为国家无法提供所有的公共

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袁这时国家就不得不作出妥协

而让渡某些资源袁从而与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野合
作性冶互动遥 任剑涛指出袁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袁国家

应当尊重社会的存在与运行袁把公民自治的权利视

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袁并且政府的所有决策都

应当建立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遥 [23]因此袁在民

主国家构建阶段袁原有的全能主义国家下的权力渗

透范围需要进行收缩袁为社会回应让渡更多的公共

政治空间遥
中国现代民主国家构建致力于国家与社会的

野合作性冶互动袁其主要的政治实践包括院在农村袁人
民公社体制解体袁 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庭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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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袁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获得自由袁能够自主决定

农业生产方式袁还能自由进城务工袁极大地解放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曰在城市袁福利功能尧救助功能尧教
育功能尧保障功能等逐渐剥离于原来的单位制而独

立展开运作袁国有企业改革与私人企业成长同时进

行袁自由市场最终确立遥 经济领域中袁国家对资源垄

断逐步放开袁对生产的监控尧分配的干预和交易的

管制日益减弱曰政治领域中袁全能主义政治日渐消

退袁开始尊重宪政和法治袁政权运作趋于制度化尧法
制化袁公民权利得到更多关注袁民主政治长足发展曰
社会领域中袁经济自由和政治解压使社会迈向身份

平等袁出现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袁社会团体和

公民组织发展迅速袁 建立起网状型社会政治结构遥
总之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袁旨在构

建一个强大尧高效且有限的国家政权袁既保证中央

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和整合动员能力袁又让

地方政府尧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拥有更大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遥 [24]因此袁民主国家构建力图在权力渗透与

社会回应之间找到平衡点遥
中国现代民主国家构建始终面临的困境就在

于如何实现权力渗透与社会回应的平衡袁 换言之袁
国家权力的触角在哪里或社会自由的限度在哪里钥
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

契合点遥 现代国家构建旨在建立成熟的现代国家袁
而成熟的现代国家是现代国家的高级形态遥 刘伟认

为袁成熟的现代国家强调的是在统一与秩序的基础

上实现政治过程和治理过程两方面质的飞跃袁这集

中体现为理性国家与成熟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遥 [25]

那么国家的理性化与社会成熟化是国家与社会利

益相契合的基本前提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袁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转变普遍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释放出

社会空间袁 进而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袁社
会始终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中遥 一个理性化的国家需

要发挥社会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辅助功能袁与此

同时袁还需尽力削弱社会的抗争性以维护政治秩序

的稳定遥 康晓光尧韩恒指出袁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必然会依据各类社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

种类及其挑战能力对它们实施分类控制遥 [3]野分类控

制冶具有控制和功能替代两个面向袁控制是为了预

防民间组织威胁政府权威袁进而对政治权力进行持

续垄断曰功能替代则是借助于培育耶可控的爷民间组

织体系以迎合社会需求袁消除耶自治的爷民间组织存

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袁避免社会领域中出现独立于

政府的民间组织遥 [26]由此形成野行政吸纳社会冶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袁即政府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努力

使得市民社会反抗国家之类的社会结构无法出现遥
根据这一理论袁唐文玉提出野行政吸纳服务冶的新型

解释模式袁其核心意义在于政府通过扶持和培育民

间组织的发展袁整合和动员社会资源袁使民间组织

能够为政府所用袁充当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帮

手袁从而达到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袁提升合法

性与公共治理绩效的目的曰而民间组织在此过程中

也获取了生存与发展的当然资源袁有益于实现组织

的发展目标遥 [4]

与野行政吸纳社会冶模式强调国家政治整合不

同的是袁野行政吸纳服务冶侧重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是支持与配合袁侧重于两者间的合作袁并非控制与

功能替代曰 其价值取向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袁而
不是维护政府权威尧 垄断政治权力遥 野行政吸纳社

会冶与野行政吸纳服务冶的解释模式都是研究中国现

代民主国家构建积极的理论尝试遥 从野行政吸纳社

会冶到野行政吸纳服务冶的视角转换体现了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互动由对抗过渡为合作的发展趋向遥 前者

仍侧重于权力渗透与权力控制袁后者则侧重于公共

利益与社会回应遥 我们认为袁有限的野权力渗透冶与
合作性的野社会回应冶构成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构

建逻辑遥
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逻辑不同袁中国的现代

民主国家构建仍将国家主权尧政府权威视为核心要

素袁 它之所以没有太多地汲取自由主义的养分袁是
因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在多民族现

代国家构建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遥 从西方现代国家

构建的民主实践来看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忽视了族

群的多元性袁使得社会冲突尧矛盾的解决桎梏于同

一性的思维方式之中袁即通过种族主义尧民族自决尧
民族同化等激进方案去解决此类问题袁导致古典民

族国家理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普遍面临着

诸多挑战遥 由于无视多民族国家和多族群社会的历

史事实袁无视其文化多元与价值多元袁自由主义的

意识形态在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和群体冲突

时表现得束手无策遥 此外袁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形成

的西方特有的宪政民主的多数模式不足以应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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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遥 其原因在于自由主

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过分依赖主权国家袁过于恪守规

则与程序袁而对独立于国家与个人之外的社会组织

的关注太少遥 尽管现代民主国家构建强调以宪政体

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袁但一味地受困于宪政民主制

度的设计框架袁盲目痴迷于三权分立尧两党制或多

党制袁并将自由尧民主尧人权视为某种普世价值袁其
结果必定侵蚀国家权威和社会凝聚力遥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权力渗透与社会回应的不同组合在

民族国家构建与民主国家构建的不同阶段袁分别塑

造了野对抗性冶互动与野合作性冶互动两种国家与社

会互动关系遥 权力渗透表达着国家对权威的诉求袁
社会回应表达着社会对民主的诉求袁因此权力渗透

与社会回应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威与社

会民主之间的关系遥 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是通过不

同阶段国家构建的持续进程对国家权力和民主政

治进行协调和完善袁最终实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

衡遥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已然完成袁民主国家

构建仍在继续袁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野合作性冶互动

是整个民主国家构建历程中必须秉持的互动模式遥
野合作性冶 互动是兼顾国家权威与政治民主的理想

化模式袁 是国家理性化与社会成熟化的必然要求袁
国家理性化与社会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

未来方向遥
野合作性冶互动的实现需要国家通过制度化建

设主动调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遥 依照野合作性冶互动

的构建逻辑要求袁 国家应持续对权力进行收缩袁社
会回应需得到更多的尊重袁这必然涉及政治结构的

变革与政治权威的转型遥 政治变革往往导致传统合

法性危机袁进而导致社会的普遍失范遥 在社会失序

的状态下袁社会又可能回归到传统状态之中袁从而

形成转型期政治发展的恶性循环袁这也是民主国家

构建容易陷入的泥淖遥 因此袁在民主国家构建阶段

的政治转型期袁如何保持合法性的获取及国家整合

能力袁不至于导致社会失范而前功尽弃袁这是国家

与社会实现积极互动必须解决的问题遥 野合作性冶互
动则是一种积极良性的互动模式袁 在此状态下袁社
会能够自主尧自治尧自律袁国家能够以法治国曰国家

决策需要社会的介入和参与袁而社会自治需要国家

法律和政策的保障和照顾遥 由此袁民主国家构建具

备了理想化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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