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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与言说方式

———评《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
高景柱

谭安奎（２０１４）． 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共３５０页．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柏拉图、霍布斯和康德
等人对政治哲学的洞见至今仍然发人深省。然而，自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长于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辨的政治哲学在科学主义及其价值中立原则的
冲击下出现了危机。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就有人发出“政治哲学已死”这样
的感叹，正如以赛亚·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曾言，“无论政治哲学在过去的发展
状况如何，它在今天已经死亡或正在趋于死亡。支持这种论断的主要依据在于
在２０世纪并未出现一本有关政治哲学的权威性著作（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８：１４３）。”
１９７１年，约翰·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终结了伯林所言说的政治哲学的衰落状
况，他在这一年发表的《正义论》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兴趣，扭转了
政治哲学的颓废态势。可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兴盛状况与其长达一个多世
纪的萎靡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把握政治哲学的整体脉络，导论性著作
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已经有不少政治哲学的导论性作品问世。然而，很多作品
要么是以人物或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来撰写的，要么是以政治思想史的面貌来
呈现的，鲜有以政治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论题为主轴展开的，谭安奎博士的《政
治哲学：问题与争论》（以下简称《政治哲学》，引用只注页码）一书在这方面
做了有益的探索。

《政治哲学》是一部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开放式的且带有个人研究性判断
的、政治哲学的导论性作品，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是一部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
哲学作品。它既不是政治思想史的纵向叙述，也不是种种意识形态理论（也就
是种种‘主义’）的平行再现。它试图呈现政治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以及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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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所展开的争论。”（第４页）从总体上而言，该书主要有以下特点：一
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导论性作品，既反映了有关这个古老领域的一些基本论
题（如政治义务、公民美德），又关涉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重要议题（如运气
平等主义、全球正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中一种重要的观点就是
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作者正是依照这种观点，研究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三个
重要议题，即“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国家”“公民对国家有何种权利与责任”和
“国家应该如何组织起来”；二是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有关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议题
的一些基本争论，并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争论进行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有着开
放式的论证方式和说理风格，认为实践理性在政治辩护中拥有一种基础性的地
位。该书由三个板块组成：第一个板块关注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探寻国家
存在的道德理由，即关注围绕“政治义务”问题所产生的一些纷争。具体说来，
关注有关政治义务的自愿主义理论、感恩理论和公平游戏规则等等。第二个板
块关注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构成一端，公民美德构成另
一端，即探讨围绕“权利与美德”所产生的诸多纷争，重点探讨了众多思想家
围绕公民美德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并展示了其内在困境。第三个板块关注国家
应当如何被组织起来，其中的核心是“分配正义”问题，讨论了分配正义要面
对的一般性的哲学和道德难题，通过对福利平等的批判，把平等主义的分配正
义理论所要处理的一些复杂问题呈现出来，然后审视一些分配正义理论究竟解
决了什么问题、留下了什么问题。当然，上述三个板块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在展现各种观点之间的纷争时，并不是简单地呈现这些
争论，而是澄清了这些争论的要点以及可能的误会；三是一部开放性的，带有
个人研究性质的作品，尤其在第二和第三个板块中呈现出自己对一些重要议题
的深刻见解。

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国家？

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国家？这是政治哲学自产生伊始就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
题，比如苏格拉底就曾经反思过人是否有服从国家或者统治者的道德义务。人
们服从国家及其法律的道德义务就是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义务”，是否存在这种
道德义务，一直是政治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与政治义务密切相关的概念
是政治权威，作者在具体论述政治义务之前，首先论述了政治权威。与社会权
威不同，政治权威是以强制性的权力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除此之外，它还需
要表明人们在道德上应当服从它，易言之，“政治权威的概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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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一是主体，即统治者或政府，二是统治者或政府享有的实行统治的道
德权利。”（第２４页）然而，倘若政治权威的组成部分仅仅包括上述两方面，它
还不足以凸显权威概念中的“有威信”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治权威还
包括“威信”，言下之意，当统治者发布某种命令之后，人们在不假思索的情况
下就予以服从。作者随后论述了有关政治义务的几种代表性理论，比如感恩理
论、自愿主义理论、公平游戏原则、自然责任理论和成员身份理论，明晰了每
种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优势何在，最后评析了以罗伯特·沃尔夫（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ｕｌ
Ｗｏｌｆｆ）和约翰·西蒙斯（Ａ Ｊｏｈｎ Ｓｉｍｍｏｎｓ）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沃
尔夫，２００６；西蒙斯，２００９）以及以梭罗和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公民不服从理
论。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像政治无政府主义那样拒斥国家，而只是不赞成“从
道德上来说个人必须支持国家”这一观点，强调国家统治缺乏道德正当性。

在论及政治义务的过程中，作者对政治义务的自愿主义理论———契约理论和
同意理论———着墨最多，而且还涉及到了人们通常所忽视的圣约、信托和授权
等概念。就有关政治义务的诸理论而言，契约理论和同意理论的历史最为悠久，
而且有着不同的体现形式。近代的契约论往往设想了一种前政治的状态，即自
然状态，只不过很多契约论者对自然状态的设计是不同的，比如霍布斯、洛克
和卢梭等人对自然状态就有着不同的设计。近代的契约论为政治义务提供了一
种自愿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人们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契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
的同意，然后进入一种政治状态，这种解释会引发一种对契约论的常见批判，
即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的、非历史的状态，从中所得出的同意是反事实的，反
事实的同意无法为政治义务通过一种有效的解释，作者认为“事实上，这种观
点是对契约论过于简单化的理解。……理论家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没有
政治社会，如果没有国家权力，人们本来会生活在一种什么状态，他们在其中
又将如何行动？这些问题本质上更多的是逻辑设想，而非历史想象。” （第４３
页）

为了明晰契约论是否为政治义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作者区分了同意
在契约论中所体现出来的三种不同含义，这揭示了各种契约论之间的内在差异，
丰富了人们对契约论的理解。契约论中的第一种同意是以霍布斯的观点为代表
的“基于理性的必然性的同意。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这
种理性是工具性的，也就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考虑），就必然会同意进入政治社
会。”（第４３页）。契约论中的第二种同意是以洛克的观点为代表的“基于自然
权利基础上的理性考虑的同意”（第４５页）。以上两种同意虽然都具有假定性的
特征，但是霍布斯和洛克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试图为其提供经验性的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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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证据，比如洛克曾以罗马、威尼斯的创建和初民时代的美洲为例，来说
明其对自然状态的设想具有历史的可验证性。以上述同意论为基础的契约论很
难抵挡人们的批判，比如人们可以以洛克所列举的例子过于罕见为由，从而认
为洛克并未为其契约论提供一种有效的证明。然而，还有一种同意观可以免于
上述批判，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以卢梭、康德和罗尔斯的观点为代表的“基于假
定性契约的应然同意”（第４９页）。卢梭、康德和罗尔斯并不像霍布斯和洛克那
样试图为其同意观提供某种经验性的和历史性的证据，而是认为他们的同意是
一种应然的同意，他们所设想的自然状态（在罗尔斯那里则是原初状态）是一
种纯粹用于思想实验的思维工具。比如，罗尔斯（Ｒａｗｌｓ，１９７１：１２０）认为
“显而易见，原初状态是一种纯粹的假设状态。它并不需要与其相似的状况曾经
出现，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有仔细地遵循它表示的限制条件来模拟其中各方的思
考。”事实上，基于应然同意基础之上的契约论的目的并不像霍布斯和洛克的契
约论那样试图解释政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而是致力于解释政治社会应当如何
被组织起来，并为对现实政治社会的评判提供一种规范性的标准，这也是《政
治哲学》的第三篇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作者在澄清了三种不同的契约论之后，
还对为人们经常所忽视的一些与契约论有关的概念进行了诠释，比如霍布斯的
“代表”概念和洛克的“信托”概念。作者认为在霍布斯那里，“信约或契约只
能解决订约者之间的义务，而不足以解释订约各方对于非订约方的义务，而后
者恰恰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重点所在。在霍布斯那里，主权者并不是订约方，
而是各立约方立约的一个产物，但服从的义务却是指向主权者的。”（第５３页）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霍布斯采用了其以前的政治哲学著作所不曾采用的“代表”
概念。洛克非常重视信托概念，体现出其契约论包含着比霍布斯的契约论更为
厚重的道德内涵。

二、公民对国家有何种权利与责任？

政治义务是否存在？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政治义务不
存在，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服从国家或政府。国家与政府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东西，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公民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而言，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公民拥有何种权利与自由？同时，一个公民
对其同胞以及整个共同体是否负有责任？倘若负有责任，他负有何种责任？这
些问题就是政治哲学自古以来就在关注的公民权利与公民美德问题，《政治哲
学》的第二篇深入探讨了该问题。伦理学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应当如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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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政治哲学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虽然政治哲学思考该问题的方式和视角不
同于伦理学。我们在反思“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问题时，就需要回答什么样
的生活是良善的生活或幸福的生活？该篇的开端分析了幸福、完善论、宽容与
政治中立问题，然后重点论述了公民的权利与美德问题。就公民权利而言，作
者论及了自由、自然法、自然权利和人权等理念。自由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
要概念，贡斯当、康德和伯林等人都曾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了类型学的划
分，比如贡斯当将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康德对自
由进行的积极阐释和消极阐释，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当然，这些自由的区分并不是完全平行的。作者除了论及这些问题以外，还论
述了由自由概念所引发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派生概念：自由权项和自由的价值。
自从英国社会学家Ｔ Ｈ 马歇尔（Ｔ Ｈ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构建了一种以“公民权利、政
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内核的“三位一体”的权利体系以来（马歇尔，２００７），
社会权利就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观念，作者也曾指出了其中的三个基本难
题：社会权利主要是通过分析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并不适于
分析其他国家的情况；在论证福利权时存在很多疑问；社会权利也面临着再分
配的难题（第１６２ － １６４页）。社会权利所存在的这些难题也是福利平等等当代
分配正义理论所要面对的难题。

公民美德是第二篇的重点，也是非常有创见的地方，值得我们在此着重强
调。作者对公民美德的论述采取了史论结合的方式，质疑了自由主义漠视公民
美德这一传统观念，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几种主要的公民美德观念及其内在理路。
在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权利与责任并未达致平衡状态，这也引发了共同体主
义者的不满，迈克尔·沃尔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等共同体主义者就认为权利固
然重要，但是责任或者美德对于塑造一个完整的公民身份来说，也同样是必不
可少的。作者认为公民美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政治哲学取向中有着不同的意
义，其“主题可以用‘公民性’来概括。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公民性被认为是
一种与现代公民身份相关联的美德，是一个现代‘好公民’所必备的品质。”
（第１７７页）由于公民性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有着不同的意涵，作者就着力探讨
了公民性的几种道德内涵。自由主义民主的公民性主要是一种私人性的美德，
侧重于维护公民的私人性利益，并不重视共同利益的维护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培
养，可以说从根本上背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这也使得自由
主义民主的公民性存在很多有待克服的问题。这促使了理论界开始关注有关公
民性的另一种解释，即聚焦于政治商议的公民性。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和布鲁斯·阿克曼（Ｂｒｕｃｅ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等人的商议民主理论认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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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民主模式使得政治丧失了公共性，他们重申了政治的公共性之维（第１８７
－ １８８页）。聚焦于政治商议的公民性主张公民们在思考问题时不能仅仅从自己
的欲望和偏好出发，必须要进行公共推理和公共辩护，然而，这对公民的商议
能力尤其道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可能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一样具有
排斥性，即将那些拥有较低能力或者能力缺陷的公民排除在外。

鉴于上述两种公民性理论的缺陷，作者还探讨了以罗尔斯的观点为代表的
作为公民性责任的公共理性，并指出了其不足之处。作者认为无论在《正义论》
中，还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由与权利之优先
性，这可能“妨碍了人们对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的理解，那就是对公民责任和
美德强调。……而正是在其契约论的方法方面，尤其是在原初状态的设计当中，
蕴含着罗尔斯对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公民美德问题的特殊理论贡献。”（第１９５页）
其实，这是在为罗尔斯的立场进行辩护。因为作者在第九章的开篇曾说“公民
美德与责任之维的欠缺一直被当作自由主义所固有的缺陷。这个问题在‘新政’
以来的新自由主义（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包括以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以
平等主义为取向的新自由主义那里仍然没有改观，它依然被批评为对权利之言
甚多，而对责任言之甚少。”（第１７３页）实际上，这种批评意见可能适用于罗
尔斯以及早期的德沃金的立场，并不适用于德沃金的晚期立场。德沃金
（Ｄｗｏｒｋｉｎ，１９７７：ｘｉ）早期确实比较重视权利，比如他在其成名作《认真对待权
利》中就强调了“作为王牌的权利”：“个人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政治的王牌。当
基于某种理由，一个集体目标不能充分证明可以否认个人希望获得什么、享有
什么和做什么时，或不足以证明可以强加于个人某些损失或损害时，个人便拥
有权利。”然而，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德沃金开始强调责任在其自由平等
主义中的重要性。譬如，在他所构建的名曰“资源平等”的分配正义理念中，
无论是作为资源平等之伦理基础的“伦理个人主义”，还是作为资源平等之理论
目标的“敏于抱负”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和“钝于禀赋”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都明确强调责任之重要性。伦理个人主义由“本身的价值原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以及“个人责任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组成。本身的价值原则意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的客观价
值，任何生命的成功与失败本身都是重要的；个人责任原则意为每个人都有使
其人生成功的特别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好管理自己生命的个人责任。这两
个原则在一起构成了人类尊严的基础与条件（Ｄｗｏｒｋｉｎ，２００６）。在德沃金那里，
人应该拥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之后果承担责任，这一点在其资源平等
的理论目标“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那里体现的尤为明显，该理论目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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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抱负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个人应当为之承担责
任，而由禀赋这一运气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国家应当承担集体责任，不应当
由个人承担责任（Ｄｗｏｒｋｉｎ，２０００）。德沃金将责任分为“个人责任”与“集体
责任”，并试图将平等与责任相调和，这既可以弥补福利平等以及罗尔斯的差别
原则的责任之维的不足，又可以抵挡保守主义者对当代平等观的诘难，Ｇ Ａ
柯恩（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９：９３３）曾高度评价了德沃金的这一努力：“实际上，德沃金
为平等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把反平等主义的权利武器库中最强有力的观
念纳入到了平等主义理论之中，那就是选择与责任的观念。”可见，本段开端所
提到的反对意见并不适用于德沃金晚期的立场。

三、国家应该如何组织起来？

国家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这主要是对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的探讨，当然，
有不少标准可以用于评判某政治社会是否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其中一种常
见的标准是“正义”，可以说，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
今天，人们在论及正义时，往往指向的是“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因此，
《政治哲学》的第三篇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分配正义理论。作者首先分析了分配
正义所面临的一般性的哲学和道德难题，然后重点分析了福利平等、运气平等
主义（Ｌｕｃｋ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全球正义等具体的分配正义理
论。这样的写作方式既对分配正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解释，又从微观层面
上关注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几种重要的分配正义理论，关注了每种分配正义
理论解决了何种问题，并留下了什么问题。作者主要论述了自由至上主义从自
我所有权和自由市场出发对分配正义的诘难。作者对自我所有权的分析较有启
发意义，认为自由至上主义者依照自我所有权的观点对分配正义进行的批判，
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洛克在讨论自我所有权和占用问题时的语境是非常特殊
的；洛克并没有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而是认为劳动带给事物以价值上的差别；
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有着神学背景。（第２３９ － ２４１页）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
重新认识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与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倘
若作者的分析是可行的，对现实社会中的财产分配问题而言，洛克并不会支持
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罗伯特·诺齐克（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从自我
所有权立场出发对分配正义进行的批判就是值得商榷的。

就具体的分配正义理论而言，笔者较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运气平等主义和
全球正义的分析。平等理论应该如何处理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这是近３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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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政治哲学界关于平等理论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伊丽莎白·安德森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在１９９９年将这种理论倾向称为“运气平等主义”。运气
平等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于人们应对自身的选择承担责任，而调节由环境因素带
来的不平等是平等理论的份内之事。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运气平等主义的内部
聚讼纷纭，我们可以借用阿玛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的观点将运气平等主义
的“内部之争”概括为“什么的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ａｔ？）之争。德沃金、阿
尼森和科恩的平等之争就属于在认可运气平等主义之基本信条的情况下的“内
部之争”。运气平等主义除了有“内部之争”，还有“外部之争”，即主要关注
运气平等主义理论“能否证成”的问题。作者探讨了运气平等主义所面临的一
些质疑，譬如，运气平等主义对选择与环境进行的区分是否合理；分配正义理
论是否像运气平等主义那样将关注的重心放在运气因素上，而忽视由一些人为
的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第２６５ － ２６９页）上述观点既指出了运气平等主义所
面临的一种根本性的批判，又指出了运气平等主义忽视了平等的社会之纬。选
择与环境／运气之间的区分是运气平等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分，倘若这一区分并不
合理，那也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运气平等主义。同时，运气平等主义将根本的不
正义视为运气分配的自然不平等，这有悖于人们对平等理念的直觉性理解。譬如，
即使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强壮，你的收入是我的收入的两倍，我也不会像运气平
等主义者那样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根本的不正义并
不是运气分配的自然不平等，而是由等级制和父权制等人为因素带来的社会压迫。

作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能够超越运气平等主义，虽然罗尔斯的理论也
关注运气因素，但是罗尔斯的理论并不是一种运气平等主义理论：“罗尔斯为什
么认为在确定分配正义的原则时应当排除运气因素的影响呢？其原因并不是像
运气平等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应当对运气与选择进行道德上的区分，而是因
为这些运气因素与公民身份以及公民们参与社会合作没有关系。” （第２８４页）
笔者赞同作者的这种判断，作者的观点有益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运气平等主义的
理论渊源及其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之间的关联性。鉴于罗尔斯的理论在运气平
等主义生发的过程中的重要影响，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罗尔斯是一个运气平等
主义者，甚至认为罗尔斯是运气平等主义的始作俑者。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站
不住脚的，譬如，运气平等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于主张中立化运气因素
对分配的影响，罗尔斯认可该观点吗？罗尔斯对补偿原则与差别原则进行的区
分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在罗尔斯那里，差别原则并不像补偿原则那样要
求社会去努力抹平自然禀赋等方面的障碍，人们的自然禀赋的分配以及生而拥
有的社会地位无所谓正义与否，这些都是人们不得不承受的自然事实，正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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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于制度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Ｒａｗｌｓ，１９７１）。可见，罗尔斯的理论与运气
平等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密切。

作者除了探讨了上述适用于一国范围之内的国内正义理论，还评析了全球
正义理论，比如论及了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非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以及全球
正义所面临的批判。然而，作者在探讨全球正义面临的批判时提出了一种值得
商榷的观点：“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最终只能落实为公民式的义务。在全球范
围内，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甚至这种要求或机会都不会出现。” （第３２０
页）我们在研究全球正义理论时，不得不关注世界主义，这是研究全球正义理
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且日益具有影响力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世界主
义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查尔斯·贝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 Ｂｅｉｔｚ）曾将世界主义分为“制
度世界主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与“道德世界主义”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前者主张建构一个世界政治组织，认为应该重新塑造世界的
政治结构，以至于国家和其他政治单位应该处于一种类似于“世界政府”这样
的超国家组织的权威之下；然而，道德世界主义并未提出必要的制度性的建议
或要求，而是关注这些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用托马斯·博格（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ｇｇｅ）的
话来说，道德世界主义主张所有人在全球层面上，都是道德关怀的终极单位
（Ｂｅｉｔｚ，１９９９）。换言之，不管一个人生在哪个国家，拥有何种公民身份，道德
世界主义要求不偏不倚地去考虑其利益。现在我们回到作者的观点上来，作者
的意思可能是说，全球正义的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于世界政府的存在。
事实上，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众多全球正义理论的根本诉求并不是一致的，其
理论目标有“激进的”和“温和的”之分，有的可能倡导建立一种类似于在当
今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激进的全
球正义”），有的可能只是侧重于呼吁关注全球的不平等、全球贫困以及满足世
界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等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温和的全球正义”）。我们不
能否认，激进的全球正义理论的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世界政府的存在，这种全球
正义理论往往是从制度世界主义出发进行言说的。然而，温和的全球正义理论
往往是从道德世界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的，该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认为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和尊严，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关注，其诉
求的实现并不需要以世界政府的存在为必要条件。另外，虽然作者在“后记”
中说“努力勾勒一幅开放的理论图景，而不是单向地表达自己的理论偏见”，但
是该书有着明显的“理论偏好”，比如作者对分配正义理论的分析有着鲜明的罗
尔斯的色彩。鉴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所面临的诸多激烈批判，
在为其进行辩护时，无疑要面临着很强的证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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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哲学》是一部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有
着开放式的论证、说理的风格且带有个人研究性判断的、政治哲学的导论性作
品，对契约理论、同意理论、公民美德和分配正义等内容着墨较多，提出了不
少有益的见解。可以说，该书不但在知识系统上较为完备，而且恰当地把握了
政治哲学中各个重要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可能因篇幅所限，作者对权
利、为何要平等（即平等的基础）、功利主义和全球正义的分析并未展开。譬
如，就对全球正义的批判来说，作者除了谈到戴维·米勒（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ｌｅｒ）等人
从民族主义立场进行的批判以外，并未论及不少学者从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等
视角出发对全球正义进行的重要批判。虽然如此，相较于当下已有的政治哲学
的导论性作品而言，谭安奎博士的《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有着明确的问题
意识，开放性的言说风格，严密的论证结构，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政
治哲学“图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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