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

会上袁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强调袁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
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

制度袁新形势下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袁不仅要毫

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袁 而且要与时俱进

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袁 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研

究中的一个显学遥 从既有文献来看袁相关研究基本

上围绕以下 3 个方面而展开院渊1冤从法理和法治中

国建设的层面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目的和功能

进行定位和定向袁研究目的在于兑现宪法的规定袁
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袁 展现宪法的

生命和宪法的权威袁 继而让静态的宪法变为活的

宪法曰渊2冤从史学的层面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

立和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袁 目的在于展现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形成尧发展和历史变迁袁进而试图识别

和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

现出来的角色和功能曰渊3冤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对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进行研究袁
目的在于寻找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地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用遥 虽然这些研究拓

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领域袁 但是也在一

定程度上轻视了需要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置于民

主实践的情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项民主制度安排袁

根本目的在于落实民主尧兑现民主遥 如果离开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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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视角袁 几乎难以识别和确认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价值和意义遥 从民主实践的视角对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进行研究袁 就是要展现代表实践的民

主图景遥 因为民主实践需要的是实践论上的代表袁
所以对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的研究袁 关键就不是

对野代表冶进行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上的阐释袁而
是如何对代表实践进行规训袁 才能使其满足民主

的要求和想象遥
基于这样的认识袁本文致力于阐释袁为了使对

野代表冶问题的相关研究能够融入到民主实践的历

史和趋势中去袁为什么更应该从野选择冶而不是野选
举冶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钥 为什么说代

表观念的成长袁 更多的是民主及民主实践的倒逼

和改造的结果袁 而非仅仅是代表之历史传统的延

续尧变更和演化的结果钥 为什么说在具体的民主实

践中袁与野由谁代表冶野谁是代表冶这样的问题相比袁
野代表意愿冶野代表能力冶和野代表质量冶的问题更为

重要钥

一尧从野选择冶而非野选举冶的视角
来理解民主实践中的代表

虽然民主理论各式各样袁 但民主实践一般都

同时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院渊1冤从纵向上看袁投票

和选举构成民主实践的基本方式遥 在日常政治中袁
现代国家一般都不需要采用直接民主袁 而主要采

用投票和选举的间接民主袁即代议制民主模式[2]来
落实和兑现民主曰渊2冤从横向上看袁协商是民主实

践的基本方式袁横向的民主实践野呈现出广泛的尧
平等的尧有保护的和相互制约的协商特点遥 民主化

意味着朝更广泛尧更平等尧更多保护和更多制约的

协商方向运动曰去民主化意味着朝范围更小的尧更
不平等尧 更少保护和更少制约的专断和独裁方向

运动冶[3]遥 这些横向的协商式的民主实践袁意在求得

人们共识性的尧 非威权性的公共判断和公共决策[4]遥
无论纵向的民主实践袁还是横向的民主实践袁代表

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袁承担着重要的职能遥 在这样

的现实境况中袁为了提升民主实践的质量袁与其在

直接民主方面努力袁 不如努力提高代表实践和代

表形式袁使之更加开放尧有效和公平[5]遥

在民主实践中常常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代

表袁一种是回应性代表袁一种是标示性代表院野在回

应性代表中袁我是什么想法袁我就有理由期待我的

代理人会有相同的想法袁 终归她要在适当的层面

了解我的想法遥 在标示性代表中袁情况恰好相反遥
我的替代者是什么想法袁 让人有理由期待我的想

法大致相同曰 她的作用是一个标示袁 而不是追踪

器遥 在第一种情境中袁忠诚的代表者将如实回应被

代表者曰在第二个情境中袁忠诚的代表者将是被代

表者的可靠标示冶[6]遥 与回应性的代表相比袁标示性

的代表也许并不是在选举中产生的袁但是袁他们在

很大程度上要受公民的控制[6]遥
这即是说袁在合理的民主实践中袁无论代表是

否经由选举产生袁人们事实上都能够选择代表尧控
制代表袁 并且能够淘汰不合格的代表遥 野选举冶和
野选择冶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表达袁在涉及政治领域

的人尧事尧物上袁野选择冶的内涵要比野选举冶丰富得

多遥 这主要体现在野举冶和野择冶的差别上袁野举冶有将

某物向上抬尧向上托之意袁野择冶常常意味着野去冶和
野取冶袁即所谓的去粗取精袁去劣存良遥 从现象学上

来看袁野选举冶 常常是一种一次性的尧 即时性的行

为袁而野选择冶则是一种动态的尧持续的尧不断博弈

的过程遥 从长远来看袁人们所择的东西更多的跟所

选对象的品质和绩效相关袁野择冶更多的需要理性尧
审慎的考量袁而野举冶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意味遥 常言

道袁野两利相权取其重袁两害相权取其轻冶袁可以在

一定意义上说明野择冶有着很浓厚的比较尧权衡色

彩遥 如果对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

在野选举冶的框架中袁那么就有改进的必要遥 对民主

实践中代表问题的研究袁更应该在野选择冶的框架

中进行遥 事实上袁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公

民能够自主地选择公共权力的主体袁即野公民不再

根据外在的标准和意志袁 而是根据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需要为尺度对公共权力主体所进行的自觉选

择冶[7]遥 在民主实践中袁代表的产生和成熟袁更是选

择的结果袁 而非仅仅一次或者几次简单的选举就

能定论遥 区分野选举冶和野选择冶袁对人们理解实践论

层面上的民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袁 尽管

这种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认识论的层面上遥
所谓野路遥知马力袁日久见人心冶袁在选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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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袁几乎难以对代表形成充沛的诠释袁此时的代表

仍然是未完成式的袁唯有在选择的视角中袁才能展

现出进行式的和完成式的代表袁 而民主实践恰恰

需要的就是进行式的和具有完成能力的代表遥
因此袁如果将代表产生的方式从野选举冶转向

野选择冶袁便会发现袁从长远来看袁合理的民主实践

能够促成代表的优胜劣汰遥 在民主实践中袁唯有那

些有质量的代表袁不仅更有生存的能力袁而且能够

经得起民主实践的检验遥 历史经验表明袁一方面袁
由于合理的民主实践具有自我定位尧 自我反思和

自我修复的能力袁那些对政治具有诚实的激情尧充
沛的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的人袁 从长远来

看袁在公民的选择中更容易胜出曰另一方面袁有质

量的代表又是提升民主实践质量的重要力量遥

二尧唯知识论取向的代表
研究及其局限

由于民主实践中的野代表冶是一个实践性的存

在袁与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冶这样的知识论层面的

问题相比袁代表意愿尧代表能力和代表质量这样的

实践性问题才更为重要遥 然而袁今日研究代表的文

献几乎都是对代表含义的判断和确认袁 对代表进

行知识论层面的分析袁 基本上采用的是语义分析

或者阐释学以及史学的研究方式袁 主要回答的是

野究竟什么是代表冶野如何理解和诠释代表冶野历史

中的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是什么样子冶 之类的问

题遥
从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的角度对代表及其相

关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研究者增

量知识的偏好袁并且野假定这些知识乃是值得知道

的冶[8]渊P34冤袁但是袁无论这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增量能

增到何种程度袁 不仅这种假定的是值得知道的往

往难以得到确证 [8]渊P34-35冤袁而且即使其能在知识

论的层面上得到确证袁也只是意识层面上的证明袁
远不是实践层面的检验遥 在知识论与实践论之间袁
还有很大的鸿沟需要实践论意义上的填平遥 更糟

糕的是袁 有些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进路的代表研

究袁较为虚悬袁即使不是空谈袁也偏于议论[9]渊P204冤遥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袁 学者们越来越不愿意再在语

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的角度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进

行研究院一方面袁对野代表的定义是什么冶这样的问

题的研究不能陷入一种语言游戏和智力游戏的境

况中要要要这种境况很大程度上是由语义分析或者

阐释学的研究进路造成的曰另一方面袁与其去研究

野代表的定义是什么冶袁 不如去从发生学和史学的

角度去研究代表观念的历史变迁和代表实践的具

体历史经验袁而这主要是由于代表的观念和实践不

仅是有历史的袁而且这些野耶历史爷基于事实袁并有其

由来冶[9]渊P204冤遥
此即代表研究的史学转向袁即野众多政治思想

家袁 为了理论建构的需要袁 要么亲自参与历史研

究袁要么借助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冶[10]遥虽然这些史

学进路的研究可能面临探究和呈现历史事实的困

难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袁因为史学进路的代表问题

研究基于的是对语义分析或者阐释学研究进路的

不满与反思袁 所以它们对提升代表及其相关问题

的研究水平以及丰富代表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然而不幸的是袁这些代表研究

的史学进路袁 表现出了非常严重的相对主义和虚

无主义倾向[11]遥 究其原因袁是这种史学的研究路径

常常陷入了多样性的历史经验泥潭袁 而难以为代

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具有当代性的定位和

定向遥 史学进路的代表问题研究越是深刻袁越是专

业袁 就越容易拘泥于细节尧 越容易陷入各种各样

的尧甚至相互对立的特殊历史案例之中袁进而表现

出了严重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遥 甚至有学

者言袁 这些史学进路的研究是在构建历史想象而

非确认历史事实袁 它们不仅取决于记忆而且取决

于人们如何记忆[12]渊P175冤遥 在这里袁野用耶历史想象爷
而不是耶历史事实爷袁不是说想象跟事实是两件对

立的东西袁 而是说想象可能是人认识事实的关键

方法袁 正如记忆是构建生活及其意义的重要方法

一样遥 这即是说袁构建记忆和构建历史都不是完整

的和公正的记录袁而是一种有选择的想象遥 之所以

想象是有选择的袁是因为在想象构建的过程中间袁
删减比积累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袁 你首先要把生活

中存在的各种繁杂的事情删去一大部分曰 然后在

你的记忆中保留的那一小部分中袁 你才能够建立

因果性和相关性曰围绕这个因果性和相关性冶[13]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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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识别和确认代表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表象和意

义遥 对这些史学进路的代表研究来说袁野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删除妨碍意义体系形成的多余的材料冶[13]遥 虽

然这些史学进路的研究不仅能为人们在知识论的

层面上展现出代表观念及代表实践的历史多样

性袁甚至矛盾性袁而且能丰富人们对代表及其相关

问题的认知袁但究其本质袁它们仍然只是在多种多

样的历史情境中对代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解读遥
对当今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研究来说袁这

些只注重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历史的研究倾向袁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今日所谈的代表问题更离不

开民主及民主实践的价值赋值遥 由于历史不仅是

面向过去的袁而且其情境非常丰富袁仅从历史的维

度去认识代表就难以表达出代表的民主性质遥 对

民主实践来说袁野代表冶是一个民主性的政治存在袁
对代表的诠释尧 定位和定向终究需要饱满地表达

出它的民主性质遥 虽然研究者们常常认为对代表

观念和代表实践的史学解读袁 不仅可以丰富我们

的历史知识袁 还可能影响我们当下的代表观念和

代表实践袁但是袁这种看法常常只是假定的产物遥
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虽然不难袁 但要影响当下的

生活与思想谈何容易袁况且袁今日的代表观念更多

是民主改造的结果袁而不是对某种代表之野统冶的
延续遥 民主实践中的代表并不会毫无理由地要求

人们所持的代表观念和开展的代表实践必须尊重

某个或者某些传统遥 虽然民主实践中的代表观念

及其实践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袁但是袁这并不要

求我们将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对代表的定位和定

向从对代表的讨论中排除出去遥 当我们在决定将

何种代表的历史传统在民主实践中保留下来时袁
我们事实上已经在以民主的视角对代表进行定位

和定向了遥
可以说袁这些代表研究的史学转向袁会诱导人

们将有限注意力集中在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的历

史上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无助于推进人们对民主观

念和民主实践支配下的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的研

究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

题遥 为了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实践中的代

表问题上来袁 就非常应该而且有必要去强调 野代
表冶的史学研究进路与野民主情境论冶研究进路的

不同袁尤其是在厚野代表冶史学研究进路袁轻 野民主

实践论冶研究进路的现状下袁更应该彰显后者的价

值和意义遥 需要强调的是袁在我国古语中袁传统由

野传冶和野统冶两个字组成袁意思是野传什么之统冶遥 反

观现在袁人们基本上把传统当一个词语来理解袁即
传统就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遥 用王汎森的话来

说袁野耶传统爷一词袁在过去指的是耶传某一特定东西

之统爷袁比如某人将王位传给某人袁就说是耶传某人

之统爷为耶传统爷遥 但现在不是袁好像是有一个过去尧
有一个整体袁 像河流一样流下来到我们今天的东

西叫做耶传统爷冶[14]渊P69冤遥
因为同一个词语袁在不同情境尧不同时期有着

不同的尧甚至相左的意谓袁所以过去的和民主实践

中的代表现象和代表观念就未必是相同或者相通

的遥 如果硬生生地说袁今人对民主实践中代表的理

解和规范袁 必须得参照古人的某个或者某些代表

实践袁很可能就是一种偏见遥 从古代到现代的代表

观念与代表实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袁代
表的野意义一层一层像黑板一样写了又擦掉尧擦了

又写袁英文叫做耶overwrite爷遥 在这个写和擦的过程

中袁最后写上的那一层袁跟历史上的一层又一层往

往是有出入的冶[14]渊P20冤遥 不幸的是袁野受现代学科观

念的影响下袁 我们在将古代学问转换成现代学科

的过程中袁不仅往往把价值尧生活尧带有现实意涵

的部分打散开来了袁而且赋予太多定律化尧规律化

的了解冶[14]渊P15-16冤遥 也许袁这就是代表研究语义分

析进路和史学进路之所以是显学的主要原因遥
然而袁无论是语义分析意义上的代表研究袁还

是观念史进路中的代表研究袁实际上都是在野以代

表解释代表冶遥 虽然这些进路有助于丰富人们关于

代表的知识袁但是袁人们似乎没有必要也更不应该

被这些进路所支配袁 否则就可能陷入视域的陷阱

而丧失面向民主及其未来思考代表及其问题的能

力遥 进一步的问题是袁仅仅野以代表解释代表冶是否

合适钥 是否有必要超越语义分析和观念史的角度

而采用实践论的角度来展开代表问题研究钥 值得

注意的是袁近些年来袁这个问题已经点燃了一些学

者重新理解和解释野代表冶的兴趣袁他们越来越意

识到袁 仅仅使用语义分析和代表史料来解释代表

是非常不够的袁需要把野代表冶融入到民主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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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进行研究遥 要在民主实践的情境中达致对

野代表冶的妥适理解袁就不能不改变长期以来以语义

分析和历史经验为尺度和背景来观察代表的习惯遥

三尧实践论取向的代表研究

民主实践需要的并不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

代表袁而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代表遥 如果不从实践论

的层面对代表进行分析袁 代表的图景就是非常不

完整的尧甚至是不健康的遥 完整地说袁当人们在说

X 代表 Y 的时候袁其实想表达袁在一定的情境中袁X
代表 Y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袁去
做什么事遥 因此袁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袁代表意愿尧
代表能力和代表责任才是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遥
关注代表意愿尧代表能力和代表责任的问题袁意在

寻求成熟的代表实践遥 一个成熟的政治观念袁并不

仅仅意味着理论上的成熟袁 还意味着实践上的成

熟遥 对野代表冶这一观念来说袁实践中的成熟比知识

和理论上的成熟更为根本遥 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袁
成熟的代表实践袁 实质上意味着它能持续有效地

适应和满足民主及民主实践的需要遥 所谓野听其言

必责其用袁观其行必求其功冶[15]渊P665冤袁对民主实践

中的代表问题来说更是如此遥 健康的尧成功的民主

实践经验表明袁要形塑充沛成熟的代表实践袁离不

开对代表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规训袁 离不

开问责制度的有效尧持续保障遥

渊一冤对代表的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规

训

为了给研究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提供一个

妥适支点袁 可以将代表权力分解为代表的专断性

权力和代表的基础性权力遥 代表的专断性权力袁指
的是代表进行专断的权力袁 代表在行使专断性权

力时袁无须与被代表者进行商议袁可以独断专行 [16]

渊P68冤遥虽然代表的专断性权力能够加快决策过程袁
但它野却存在两个问题院一是这种权力具有较高的

随意性袁权力执掌者甚至可能耶为所欲为爷袁这与现

代国家要求的科层制管理和稳定预期会发生冲

突曰 二是这种权力更有可能做出社会不欢迎的决

策袁这样就容易遭到社会的抵制甚至反抗冶[17]遥因为

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袁离开代表适用的情境袁判断

和确认代表专断性权力的范围和程度几乎不可

能袁 穷尽代表的所有可能的适用情境袁 同样不可

能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如何在一般的和抽象的

层面袁 为人们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衡量和判断代

表专断性权力的范围和程度的标准袁 便成为了一

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遥 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袁将问题

换个问法提出来也许会柳暗花明院 与其去思考民

主实践中代表自由裁量的范围和程度袁 不如去思

考在什么情况下袁或者基于什么理由袁人们可以说

代表的专断性权力是可以接受的遥 这即是说袁与其

去探求代表专断性权力的具体范围和程度袁 不如

去探讨被代表者可以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能够接受

代表行使专断性权力的行为和结果遥
在代表独断专行后袁如果他渊她冤做出的判断

和决策受到了公民的质疑和批评袁那么袁代表就有

义务对自己的专断行为加以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证

明袁 即需要与被代表者积极进行事后沟通遥 事实

上袁公民和代表之间虽然难免存在误解袁但是积极

的寻求沟通恐怕也是人之常情袁虽然充分的理解袁
正如充分的表达袁或者只是理想 [12]渊P256冤袁但是通

过事后沟通袁 有些专断行为和结果是有获得被代

表者的普遍满意的可能的[18]遥由于被代表者相互间

存在诸多的差异袁他渊她冤们常常持有不同的和对

立的意见袁 代表的专断行为和结果事实上也就很

难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同意遥 在这样的境况中袁为
了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满意袁 就需要同时满足多

数被代表者的认可和接受以及有效地保护少数这

两个条件遥 在这个问题上袁野获得多数认可的真谛

并不是保护多数袁因为多数永远是赢家袁因此无需

加以保护袁倒是输了的少数袁才是在获得多数认可

的情况下真正需要保护的对象袁不然赢者全赢尧输
者全输袁必然会导致权力约束的消失袁极端思想横

行袁稳定局面也难以为继袁这也正是政治博弈中的

大忌冶[19]渊P29冤遥 这即是说袁在事后判断代表专断行

为及其结果是否可被认可和接受的问题上袁 多数

认可之所以能获得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证明袁 决定

性的理由是它能满足最小伤害和最大兼容的原

则袁即野渊1冤少数在与多数的合作中的收益仍然明

显大过不合作的收益袁 因此能够有效地维护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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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政治稳定袁避免共同体的分裂曰渊2冤使多数对

少数的损害降到最低袁 从而使公共选择的利益分

配尽量接近和谐和公正 渊尽管永远不可能完全达

到和谐和公正冤袁这样就能够使多数决定的情况获

得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冶[20]遥 关于代表专断行为和结

果之所以可能在事后获得正当性的原因袁 改用罗

伯特窑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可概括如下院较成功的

专断行为及其结果均具有善良尧 公正和宽容等优

良品质袁 而不成功的专断行为及其结果是与人为

敌的袁 唯有成功的专断行为及其结果才能获得被

代表者的认可[21]遥
代表对其基础性权力的行使袁 指的是代表在

履行正常代表职责时袁需要积极地尧不断地与被代

表者进行互动和商议袁 以求得被代表者的同意和

支持[16]渊P69冤遥 虽然在代表行使基础性权力时袁需要

不断地与被代表者进行商议袁 但仍会有各种各样

的心存不满的被代表者存在遥 针对这些不满袁代表

者亦需要努力争取多数的认可和支持并有效地保

护少数袁以期重新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满意遥
这里之所以将重点放在对代表的专断性权力

和基础性权力之可接受性的讨论上袁意在表明袁代
表不是一个纯粹认知性的问题袁 它根本上是一个

实践性的问题遥 对代表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

可接受性的讨论袁 有助于对代表行为和结果的控

制袁 进而保证代表行为和结果符合民主价值的要

求遥 在现实过程中袁被代表者与代表者的事先商议

固然重要袁但事后问责亦非常必要遥 对于那些在事

后仍不能够获得被代表者认可和接受的专断性权

力和基础性权力行为和结果来说袁 对代表者的问

责就成了必要的选择遥

渊二冤民主问责和激励

在民主实践中袁 要使代表对他/她所代表的民

众负责袁离不开对代表的问责和激励遥 这不仅是民

主的内在要求袁更是政治文明的体现遥 虽然负责制

能以多种方式获得袁如道德教育袁但是代表如果只

是自称关心被代表者袁 又不受法治或选举程序上

的限制袁那么他渊她冤就很难被民主实践认可和接

受[22]渊P315冤遥 在民主价值不断深入人心尧民主实践

范围不断拓展尧民主实践程度不断深化的今天袁这

种道德层面上的负责制虽然仍有实际意义袁 但是

更为需要正式的负责制遥 在弗朗西斯窑福山看来袁
正式的负责制是程序上的袁 它意味着代表者愿意

屈服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袁 这些程序其实就是

民主问责制[22]渊P315-316冤遥
弗朗西斯窑福山还发现袁良好的社会一般都有

三大基石院强有力的政府尧法治和民主问责[23]袁如果

缺乏法治和负责制袁 强有力的政府便能对百姓实

施有效的暴政[22]渊P317冤遥 对民主实践来说袁虽然它

离不开代表袁 但是如果缺乏法治和对代表的问责

和激励袁代表的身份便可能失真袁代表便可能对被

代表者行暴政遥 因此袁法治环境的培养以及在法治

框架下的民主问责和激励袁是问责尧激励代表的构

成性要素院第一袁对代表的激励袁要有相关程序和

制度的支撑曰第二袁对民主实践中代表行为和结果

失当的问责袁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进行遥 这意味着袁
一方面要有法可依袁另一方面要有法必依曰第三袁
对民主实践中代表行为和结果失当的问责袁 理应

以民主的方式进行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虽然问责和激

励常常是实现被代表者参与和保证代表责任得到

履行的核心制度袁 但是民主问责和激励也可能失

效袁比如可能会出现院渊1冤民主问责和激励可能是

不正义的袁可能出现多数的暴政[24]曰渊2冤民主问责和

激励可能是无效率的袁随着人数的增多袁且不论全

体一致的同意袁即使形成绝对多数也不容易袁在这

样的情况下袁每一个少数派都可能拥有否决权袁他
们在无力决定决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力量来拖延决策袁 降低决策的效率 [19]

渊P28冤遥这样袁就需要法治来治理民主问责和激励的

失效袁民主问责和激励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运行袁
才能稳定和可持续[24]遥法治之所以能够治理民主问

责和激励的失效袁根本上是由于野法治有足够的政

治力量的支持袁没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力量袁法治就

不可能真正实现对民主权力的约束遥 这些所谓足

够的政治支持力量就是法治治理民主失效的政治

基础冶[24]遥
因此袁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袁虽然代表的理想

类型固然重要袁 但对代表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

力的民主化问责和激励更为根本院渊1冤代表的理想

不能界定代表的现实袁反过来说袁现实民主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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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不是理想的代表袁 也不可能同它一样曰渊2冤
代表是从它的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袁 从应然

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

成的[25]遥 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袁对代表专断性权力

和基础性权力的民主化问责和激励袁 不仅可以帮

助人们解决民主实践中代表的 野衡量尺度和定向

问题冶[19]渊P28冤袁而且能有效遏制代表身份失真的问

题遥 有重要的理由相信袁有代表问责制和激励制的

民主制度和实践将会胜过没有问责和激励制的民

主制度和实践袁 它们能给代表实践和代表制度的

适应性变迁提供一个和平的路径[22]渊P473冤遥 通过民

主问责和激励袁代表才会野始终感受到民主价值的

压力袁 才会常常在民主的价值和理想允许的范围

内存在冶[19]渊P28冤遥 具体的尧丰富的民主问责和激励袁
不仅能够检验代表实践的能力袁 而且可以促成代

表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19]渊P28冤遥
于是袁 如果放弃从语义分析和史学的角度去

阐释代表及其实践袁转而从实践论的视角袁也即从

民主实践的情境中去理解代表的存在和代表的实

践袁就会发现袁代表的存在是为了做事袁正是在不

断的行代表之事的过程中袁代表的野名冶与野实冶才
能在存在论和实践论的层面上不断地匹配起来遥
这即是说袁与其将代表视为野名词冶渊如将其视为一

种身份尧职位袁或者符号冤袁不如将其视为野动词冶袁
即将其视为一种融入进民主的实践遥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说袁具体的尧丰富的民主实践袁定义了代表

的观念和代表的实践遥 代表实践的有效性会促进

代表实践的合理性袁 合理的代表实践不是基于代

表的语义学定义和历史上的代表观念和代表经

验袁而是基于代表与民主实践的长期互动袁在这种

互动中袁代表实践与民主实践形成了协调与统一遥

四尧余 论

对我国来说袁虽然在人大代表中袁不仅野官员

代表冶占很大的比例尧名流富商争当代表的现象很

普遍袁 而且存在人大代表与选民疏离的普遍现象

和罢免人大代表条件的不明确等问题[26]袁但是无论

对代表进行什么样的解释和构造袁 民主实践论层

面上的代表始终意味的是要代表某人尧 某个群体

在不违背他渊她冤们意愿的情况下去做事遥
在代表的民主实践中袁 代表至少应该满足不

能伤害被代表者的底线要求遥 借用本杰明窑巴伯的

强势民主与弱势民主之分袁可以发现袁在近些年的

代表问题研究中袁 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代表

观念袁即强势的代表观念与弱势的代表观念遥
强的代表观念非常强调代表者与被代表者身

体体验尧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上的共同性袁或者他

们的身体体验尧 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至少要具有

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袁比如袁艾利斯窑扬对代表的构

想就非常强调这一点袁她对代表的这种看法袁在她

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遥 在这种强势的代

表观念看来袁唯有具有共同的尧大致相似的身体体

验尧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袁代表者和被代表者才能

分享共同的尧大致相似的意愿遥 共同的尧相似的身

体体验尧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袁是在代表者与被代

表者之间建立同一性的必要条件袁没有共同的尧相
似的身体体验尧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袁就不可能拥

有和分享共同的意愿袁而这对代表质量来说袁无疑

是致命的遥
弱的代表观念则认为强的代表观念不仅对代

表的要求过高袁而且夸大了共同的尧相似的身体体

验尧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对代表意愿尧代表能力和

代表质量的影响程度遥 弱的代表观念对代表并没

有这方面的要求袁 它们认为代表者和被代表者在

生活经历上是否具有共同性袁 并不是一个致命的

问题袁没有共同生活经历的人袁亦能够成功代表某

人尧 或者某些人去做事遥 在这种弱的代表观念看

来袁 代表的意愿和代表的能力才是决定代表质量

的核心因素袁即使代表者与被代表者具有共同的尧
相似的身体体验尧生活境况和生活经历袁代表者仍

然可能是没有代表意愿和代表能力的袁 仍然有着

伤害被代表者的可能遥 真实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袁
即使那些有教养尧 有智慧的人也难逃滥用权力的

诱惑遥
强势的代表观念也许过于夸大了人与人之间

的透明性袁然而袁不能假设人与人之间一定有一扇

总是打开着的窗户袁 应该充分体认到代表实践的

不透明性和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性袁事实上袁人与人

之间不是全然透明的袁 如果误以为人与人之间完

窑94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8 年 第 35 卷



全透明袁就可能产生许多严重的错误[15]渊P53-54冤遥这
就意味着袁弱的代表理论更为务实一些遥 为审慎起

见袁 将代表假设为总是有可能违背被代表者的意

愿来行事袁 或者总是有可能做出伤害被代表者的

事情袁不仅很有可能更符合事实袁而且更智慧院渊1冤
如果代表总是严格依照被代表者的意愿来行事袁
那么就不会存在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袁 这显然

与事实不符曰渊2冤如果代表一有机会就有可能做出

违背被代表者意愿的事情袁 或者做出伤害被代表

者的事情袁那么袁将代表假设为无赖袁或者是滥用

权力之人的前提假设袁 显然更有利于被代表者对

代表的控制袁 以使代表不会违背被代表者的公共

意愿行事袁做出伤害被代表者的事情遥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说袁对代表意愿和代表能力问题的关注袁才
比关注 野代表自什么样的人中产生冶野代表是否与

被代表者拥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身体体验尧 生活

境况和生活经历冶这类问题更为根本和务实遥
总之袁为了有效反映时代的民主精神尧积极回

应时代的民主要求袁 更有必要从民主实践论的角

度尧 以求治为目的来对代表问题进行研究遥 可以

说袁 民主实践自身的需求以及民主观念的规范性

要求袁是塑造代表理论与代表实践的根本力量袁离
开民主实践的需求和民主观念的规范性要求袁就
无法为人们呈现出一个理想的代表图景遥 从存在

论的层面说袁 作为现代政治正当性基础的人民主

权学说以及基于此学说而建构的民主观念袁 提供

了描述尧解释尧规范和反思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的

基本前提和基本论域曰从实践论的层面来说袁代表

观念和代表实践是为了兑现和深化民主袁 这意味

着袁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袁任何偏离尧违背民主意

图和民主实践需要的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均很难

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满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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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pistemology-oriented to Practice-oriented: Transi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of Representation Issue in Democracy

FAN F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represent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is mainly carried out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representation, explaining "representation" with "
representatives". The other is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whose main concern is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diversity of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On the whole, these studies are generally
epistemology-oriented with the purpose of knowledge quest. Howev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democratic spirit
and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democratic demands of the times, it is even more necessary to study the representa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cracy theory with the purpose of seeking governance. This first means that representation in
democracy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野selection冶 rather than 野election冶. In addition, it also means, on
one hand, compared with the epistemological issues such as 野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representation冶 and 野what are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representation practice冶,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野distortion of representative identity冶
and 野the quality of representation practice冶 in democracy are more urgent and important, on the other hand, reasonable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is no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epresentation and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experience,
but on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in which the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rationality of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but also enable the coordination and unity of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and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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