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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从 “历史终结论” 到 “政治发展次序论” ：
如何理解现在的福山？

———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魏磊杰

［美］弗朗西斯·福山（２０１５）．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
全球化． 毛俊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共６１７页．

１９８９年春，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上，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发表了《历史终结了
吗？》（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一文，提出了后来被不断争论的自由民主是“历史
的终结”的口号。最初，它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那些经历过冷战中政治和
意识形态辩论的人都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历史，从宽泛的哲学意
义上来说，并没有像左派人士想象的那样继续发展下去。伴着紧随其后的诸多
事件戏剧性地展开，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在自由议题
上仿佛走到了顶峰。福山随即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删去了原标题的
那个问号，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争议延续至今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在西方世界凯歌高奏的２０世纪最后１０
年，福山的断言听起来既赏心悦目，又充满着先知般的色彩。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２５年后，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
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出版，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这本书中，
他明显克制了各种先知式的预言，这让许多人认为他可能收回了自己的判断，
不再是“福山主义者”了，正如“９·１１事件”以来人们对福山的不断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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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福山这种思想改变究竟喻示着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它是一种根本性的立
场转变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的主要观点为何？究竟是在对自己以往
思想的文过饰非，还是延伸发展？作为一个重点关照维度的中国经验，在福山
的思想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对于未来的中国政制建设，福山的最新研究又具有
哪些可堪鉴借的思路？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历史终结论”：福山的改变与坚持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的核心观点是：自由民主制度
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
成了“历史的终结”。以其罕见的知识能量与理论雄心，福山宣称自由民主制度
虽非完美并继续与不平等进行着斗争，但这本质上只是“不完全执行”问题，
而不像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对手那样存在内在缺陷与根本性矛盾。“这并
非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报道它
们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
可能不再进步了，而原因就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皆已获得解决。”鉴于这个时
代“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便终结了”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２：ｘｉｉ）。

然而，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这部论述工业革命以来政治变化的皇
皇巨著看来，自由进步的胜利远未确定，而且美国也不例外。其实，福山在三
年前出版其论述政治社会运作本质的两部制巨著的第一部时（福山，２０１２），就
没有对这个根本问题做出回答。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他所做的
努力，就是坚称民主制度是政治稳定的唯一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它也
可能是一个破坏稳定的力量。他的中心观点是：对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来说，
三个基本要素———有效国家（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和民主问责
制（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不可或缺，而且三者缺一不可。法国大革命之后
民主的到来开启了这种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民主能够保证一个秩序良好的
社会。同时，如果三者之间彼此因应不良，则会发生“政治衰败”，国家会因政
治制度失灵而失败。如果说“历史终结论”是福山１ ０版本，那么经过２５年沉
淀之后，上述观点则构成了福山关于人类政治命运思考的２ ０版本。笔者认为，
这种思想转变既是福山对苏联解体后世界不同地区实际政治变迁所作的一种回
应，又是承续其师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政治发展理论而对晚
近以来比较政治和国家学说所作的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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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层面来谈，诚如福山（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４ａ）明确承认的那样，他眼中
的终结态自由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２０１４年与１９８９年的感觉很是不同。现
在，俄罗斯是一个以石油美元支撑的险恶民选威权政府，对邻国咄咄逼人，正
试图收回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时丧失的领土。中国仍是个威权政体，如今更是世界
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高度关注。老式的地缘政治重又兴起，
全球稳定在欧亚两端都面临威胁。当然，问题不只是威权政府在发展，更包括
民主政府的疲软。一方面，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步上“良好治理”的坦途，
反而陷入恶质民主的困境动弹不得。《民主季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主编拉
里·戴蒙德（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０８年在《外交事务》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双月刊
发表文章，首度提出全球进入民主萧条期的警告（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０８）。他指出，
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民主政治正处于不进则退的状态，虽然大多还可能勉强
维持民主门面，但却系统性地取消了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其内涵早已侵蚀殆尽，
实际上已经重返威权体制。另一方面，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在遭遇困境。过去３０
多年，在“自由化”“市场化”与“私有化”的主导思想鞭策下，国家职能不
断被削减，逐渐失去增进经济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朱云汉，２０１５：
４４）。２００８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面临信用破
产，而一系列欧债危机的爆发，带来低迷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也让西方引
以为傲的代议制民主蒙上阴影。

从理论谱系上研判，福山的这种转变直接脱胎于其师塞缪尔·亨廷顿的政
治发展观。对此，他毫不讳言这种思想上的接力关系，“这个项目最初只是为了
重写和更新亨廷顿１９６８年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的
书和我的书，虽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各种差异，但做出了同样的基本结论”（第５
页）。战后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美好事物最终都会走到一起，政治现代化与经济
现代化会并行进步，发展中国家将复制欧洲的发展次序，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
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中，亨廷顿给这一理论泼上了冷水。
他认为，好事并不总是扎堆，绝对不能说，有了发展的某个方面，其他方面就
一定会随之跟进。事实上，亨廷顿这里的“政治秩序”，其实就是福山所说的
“国家建设”。他的发展策略，实质是鼓吹一种“威权式过渡”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主张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
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６：３２ － ９２）。虽然亨廷顿的关注点是
社会动员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张力，而福山则聚焦于有效政府与民主之间的潜在
冲突，但在推崇强大国家能力这一结论层面两者无疑殊途同归。如果说亨廷顿
的政治秩序观建基于广大第三世界这一“变化的社会”的历史实践，从而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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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欧美自由民主制度对外输入效果不彰之现实提供一种解读模式，那么福山
（２０１２：序言１）的理论抱负则显然更大： “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
世界。”

在两卷本的著作中，他从比较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维度考察了从史前直到
“阿拉伯之春”这一长时段的人类政治秩序及其衰败的结构性原因，从而意在为
理解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整体解释框架。在谈到这一宏大叙事的研究
缘起时，福山提到了两个层面的智识刺激。一方面，过去某个时期———大约３０
年前———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皆以为国家这个概念过时了，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
世界，并提出了各自的版本。接续共产主义与左派思想传统，反全球化的学者，
如迈克尔·哈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与安东尼奥·奈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建议
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而自由主义右派
更是鼓吹世界正经历所谓“主权的黄昏”，主张以市场主权取代民主制主权（福
山，２０１２：１０ － １１）。另一方面，伴随苏东剧变以及一系列“反恐”战争的打
响，诸多被“解放的”国家进入朝自由体制转变的“转型”阶段，国家建设与
民主转型的关系重新受到学界重视。身处此等斑驳的理论与现实情势之中，敏
锐的福山必须给出自己的判断。从２００４ 年以来，除却连续发表与国家性
（Ｓｔａｔｅｎｅｓｓ）、国家构建（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国家能力（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有关的诸多
成果外（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７，２０１３），福山在此期间撰／编写的两
部重要著作《国家构建：２１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与《国家构建：阿富
汗与伊拉克之外》（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５ｂ），目的就是意在引领政治学界，
重新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这些前期研究可以说在实质意义上为《政治
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调。

正是在此基础上，一份所谓的“福山的菜单”开始浮出水面（包刚升，
２０１５）。延续《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基本观点，福山指出，“构成政治秩序
的有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与问责制” （第１９页）。更明确地说，
“在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体系，对所有社会来说，既是可行
的，又是道德上必需的”（第３１页）。在福山的菜单中，第一项配置是国家。根
据福山的理解，有效的现代国家应当兼具迈克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所谓的专
制权力（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与基础权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第３２页），而且
整个系统必须能够超越家族制和庇护主义的制约，实现非人格化的一般性运作。
如果国家机器的自洽性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会出现像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那种
有国家而无卫生服务、导致伊波拉病毒泛滥的状况；而“伊斯兰国”（ＩＳＩＳ）之
所以能如此迅速壮大并蔓延，就是因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未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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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最基本的服务。
福山把法治视为第二个要素。“我把它定义为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的

普遍共识，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如果统治者能修改法律以利己，即使这
条法律对社会中其他人一视同仁，法治便已不复存在”（第１９至２０页）。法治
不同于“依法统治”（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法治中的法，指的是为领土上全部人群所
接受、且对其中权力最大者均有效力的一套约束性规则，国家领导人不能任意
制定规则、为所欲为。问责制则是第三个要素。福山认为，“问责制是指政府关
心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今日最典型的作法，就是把问责
制理解为程序性问责制，也就是自由和公平的周期性多党选举，让公民来选择
和约束统治者”（第２０页）。虽然福山也承认存在实质性问责制，即统治者没有
受制于程序性问责制，仍可对广泛的社会利益做出回应，但因不能保证永远如
此，所以将其一笔带过，而径直得出“我们使用‘问责制’一词，主要是指现
代的民主国家依靠程序来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第２０页）。这样一来，问
责制就几乎等同于民主问责制。

借助这一标准菜单———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一个社会就能实现两
个看似矛盾的目标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国家要拥有足够的权力与能力来确保
和平、执行法律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在法治和民主
问责制的制度框架内受到有效制约（第２０页）。在福山来看，国家意味着能够
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这
才是理想的政治秩序。那么，从《历史终结了吗？》到政治秩序的研究———２０１１
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２０１４年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福山的政治观
点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思想位移？在出版《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之前几个月，
福山再版了他２２年前的旧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并在新版序言《民主
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中对此做出了否定回答。在此文中（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２０１４ａ），福山承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主衰退”“自由退化”“激情退却”，
也认为自己此前对政治发展的实质问题尚有认知上的缺憾，但他仍坚持认为：
“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确的。”针对“阿拉伯之冬”那样的第三波民主退
潮现象，福山指出，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
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
现。接续亚历山大·科耶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对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诠
释，福山（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４ａ）最终得出结论：“纵然我们会质疑要过多久之后
全人类才能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

诚然，根据福山的新著、新文判断，福山正从一个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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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制度竞争力的超级乐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与此同时，
他开始摆脱欧美中心主义的思路限制，将研究重心从静态的现代制度价值的生
命力转向了动态的配套制度建设问题（晓岸，２０１４）。事实上，从福山１ ０版到
福山２ ０版，与其说是政治观点的转向，不如说只是政治观点的修正。尽管他
还是基本坚持原来的立场，但其论证仍然从意识形态出发，而非从经验证据出
发。为对诸多民主国家运转不良的现实进行周延回应，在２５年前历史终结论的
基础上，福山如今只是给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上了一个“有效国家”的理论补丁
（包刚升，２０１５）。可以说，福山这种纠结立场无疑彰显出西方学者在调和作为
意识形态认同的民主和作为政治实践的民主之间矛盾时遭遇的困难（郑永年，
２０１５）。而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始终隐含着一个充
满张力的论断：一方面，福山仍然相信，在相当长时期内，自由民主仍是应对
现代性挑战的最好体制，无论是伊斯兰的神权政治，还是中国模式，还不能满
足所有人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历史终结论当下面临的
最严重威胁，虽然在观念层面不在于出现一个更高级、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将取
代自由民主制度，但除非在执行层面自由民主国家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与体
制衰败斗争，否则历史将可能会在一片嘘声中终结。①

显然，福山忧虑的不是自由民主的未来，而是美国日益接近制度天花板，
面临政治失灵的危险。他的理论抱负最终仍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学识推动美国的
制度反思。因为“尽管美国经济仍是不可思议的创新之源，但美国政府很难再
说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第４９８页）。他似乎相信这种反思和由此开启的配
套建设将会确保美国在２１世纪国家间的制度竞争中最终获胜，由此“历史的终
结”进程不至于过于漫长曲折。在这种意义上，借用刘瑜评论《政治秩序的起
源》所做的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刘瑜，２０１４），可以说，与其认为《政治秩序
与政治衰败》是对《历史的终结》一书的“推翻”，毋宁说只是对它良苦用心
的“救赎”。

二、政治发展次序论：现代国家的头等重要性

福山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根支柱：强大的国家／政
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其实，这早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得到了深刻揭示，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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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观点其实在福山（２０１２：１１）关于政治秩序的第一部著作中已明确表明：“民主
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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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的主张是：民主，作为政治问责制的终极
表达，在达成之前需要其他两根支柱各就各位，特别是有效国家的优先性必须
置于民主制度之前。“所以先后次序大有讲究。试比较两类国家（Ｓｔａｔｅ），前者
的民主先于现代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建构，后者的现代国家继承自专制年代，那么
要想实现高质量的行政，前者就会比后者面临更大的难题”（第２５页）。在对亨
廷顿的政治秩序观进行回顾与总结后，福山更为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这种刻意凸
显强大国家／政府之优位的政治发展次序论，“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
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国家在受到法律或民主的限制之前，
必须先要存在。这意味着，首先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第
４５页）。

法国大革命后，自由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的成功与失败，是《政治秩序与政
治衰败》的基本内容。围绕这一宏大叙事，他提出并回答了一连串的问题，包
括：德国如何在１９世纪变成高效的单一制国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在２０
世纪下半叶至２１世纪达到繁荣？为什么希腊和意大利仍旧遭受依附式政治和严
重腐败的困扰，而未能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和日本那样，达到与其相同的
政治问责和官僚自主水平？是什么阻碍了阿根廷这个资源丰富、土地和气候皆
与北美相似的国家最终却没有沿着类似美国的路线发展？晚近以来美国政治运
作又为何到处遭受掣肘，进而无法有效管理和颁行立法？如果再加上中东的一
团混乱、俄罗斯和东欧的转向、中国的重新崛起等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现状，
这些皆非简单一句预言可以囊括。阿诺德·汤因比（Ａｒｎｏｌｄ Ｔｏｙｎｂｅｅ）曾说过，
历史是“一场不遵守规律的乱局”。所幸的是，福山没有理睬这一个论断。尽管
他谦虚谨慎的态度使其并未提出严格的发展规律，但他确实提出了大量动人的
理论，给汤因比所说的“乱局”带来了有序的外表。相比许多受追捧的理论学
家，他抵制了提出单一洞见的诱惑，而是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的复杂之所以
超乎他的想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质量。在一个缺乏能力的国家，无
论是民主还是市场，都不能正常地开花结果。然而在缺乏民主和法治作为依托
的情况下，具备强大能力的国家却也能带来现代性的诸多优点。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在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中，福山探讨的都是现代国家
的出现与缺席问题，只不过第一部分关注率先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与北美，那
里出现了第一批自由民主国家；而第二部分的分析对象，则基本上以受欧洲列
强殖民的非西方世界为主。首先，根据发展有效国家的表现，福山比较了可被
分为三个档次的五个案例：普鲁士／德国表现最佳，英国与美国表现次之，希腊
与意大利则表现不佳。福山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关键原因在于，改革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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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容忍更广泛的民主竞争，究竟哪个先哪个后（第５７页）。为弥补地缘政治上
的不利地位，普鲁士／德国早在民主之前就进行了国家建设并发展出了有效的官
僚制系统，它的现代国家发生在充分的民主参与之前，涌现出来的政党又以意
识形态和纲领性议程为基础，依附主义从来不是政治权力的来源；居于中间的
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先于国家构建，从而导致了基于恩惠的官僚制和基于依附主
义的政治系统，但随后两国对此进行了成功的改革；相比之下，希腊与意大利
在成为选举民主政体之前，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官僚体系，民主的来临早于现代
国家，从而也导致了基于恩惠的官僚制和基于依附主义的政治系统，意大利部
分克服了这种模式，而希腊却没有。结果是，它们长期无力控制公共部门的就
业和工资开销，直到今天因债务危机爆发而沦为“欧盟四猪”之列（第３３页、
第８５页）。

那么，为何民主先于有效国家的发展就容易造就依附主义？在本质上，这
直接导源于有效政府与民主参与之间总是存在的潜在张力。借鉴马丁·谢夫特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ｈｅｆｔｅｒ）的观点（Ｓｈｅｆｔｅｒ，１９９４），①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１３
章），福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如果民主的降临，是在现代国家巩固成拥有政治
联盟的自主制度之前，就会出现庇护政治与依附主义（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所谓的依
附主义就是以个人好处而非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第１８３页）。
这种政治倾向的原因就在于，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依附主义是政治
动员的有效形式，毕竟在投票与选举权皆为新鲜事物的环境中，与广泛的纲领
性议程相比，个人好处的承诺往往更能促成支持者的踊跃投票，由此，政客可
将公共官僚机构当作向依附者提供好处的源泉。鉴于韦伯式现代国家的一个主
要特征是官僚遴选以择优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非庇护主义，这种作法无疑对
国家能力带来可预见的灾难性影响（第１８３页）。就此，希腊便为典型。自
１９７４年民主化以来，两党激烈纷争，屡屡交换位置，每次上台，执政党就在文
官系统中塞满自己的支持者，这导致希腊每万人口中公务员的比例达到英国的
七倍。从未建立起真正的非人格化现代公共部门，使得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控
制自己的政府预算，而这也是债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第９２至９５页）。

其次，同样依循上述分级标准，在将其政治发展次序论应用于发展中世界
时，福山比较了分别对应强中弱三档的三个地区的历史演进：东亚无疑是当今
最耀眼的所在，拉丁美洲表现次之，充斥着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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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山承认，“当代对庇护主义和官僚质量的许多理解，以马丁·谢夫特的框架为基
础。他认为，庇护政治的供应比它的需求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当政客有机会获得可支配的
国家资源时，庇护政治才会存在”（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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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表现最差。秉持相同的论证逻辑，福
山认为，这种当代的制度成果，乃至当代的发展成果，不但受殖民主义遗产的
影响，而且受早前本土制度性质的影响（第２１９页）。特别是东亚近代的卓越表
现，原因在于许多东亚国家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
相比之下，在欧洲人征服之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半地区还是部落组织，
剩下的“国家”也非常原始。所以，缺乏强大的本土国家传统，可作为殖民列
强的发展基础，加之恶劣的热带气候，使得殖民者只愿意投入了最低限度的定
居者和资源，而并未植入能过渡到独立的现代国家（第４８８页）。“殖民时代留
下的可怕遗产，与其说是殖民列强的作为，倒不如说是它们的不作为”（第２７
页）。由此，“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是那些既缺乏强大的本土国家制度又
没有移民带来的外来国家制度的地区”（第２８页）。相较而言，拉美再一次介于
两个极端中间。尽管哥伦布到来之前已有大型帝国的存在，但当地却从未发展
出像东亚那样的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西班牙与葡萄牙成功消灭了此等外强中
干的本土政权，随心所欲地构建从旧大陆带来的封建等级制度，但在福山看来
这充其量只是一种“软弱的威权”（第２６５页），直到１９世纪也并未发展成强大
的威权或民主的国家，以至于在随后的历史中交替遭逢军事独裁、经济动荡与
民粹政治。

除了民主先于有效国家的发展容易造就依附主义这一原因外，特别针对非
西方世界诸多国家政治的失败，福山还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在他看来，这同样
源于有效政府与民主参与之间总是存在的潜在张力。他指出：“国家建设最终还
得依赖于民族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
以超越个人对家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像现代公共行政一样，强
烈的民族认同往往在威权统治条件下形成得最为成功。缺乏强烈民族认同的民
主社会，在议定民族的宏大叙事时常会遇上严重分歧”（第２５至２６页）。质言
之，在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民族建设与国家认同完成之前，便仓促引入民主竞争，
往往会适得其反。此时，民主会加剧而不是修正现存的问题。因为民主使政府
面临太多相互冲突的要求，从而侵蚀政府施展权威的能力。就此，在交待关于
政治秩序演变两卷本的写作缘起时，福山（２０１２：序言４）提供了一个生动的
例子：“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标志，像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
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
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

针对中东地区的糟糕现状，罗伯特·卡普兰（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在《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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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的崩溃》一文中给出了异曲同工的解释。在他（Ｋａｐｌａｎ，２０１５）看来，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关于自由的诞生的，而是关于中央权威的崩塌的。
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事后的民主输入，丝毫没有顾及这些国家是否为民主的严
苛做好了准备。事实上，鉴于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身份认同是欧洲
帝国主义者创造出来的，非常稀薄，因此必须要用强悍的极权主义才能克服诸
多宗派与族群认同，勉强维持这些由模糊的地理表述建立的人造国家。这是造
就卡扎菲、阿萨德和萨达姆政权极端性质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极权主义是
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在这些人造国家终结后所带来问题的唯一方法，而极权主义
的崩塌则是造成当前中东乱局的最本质原因。由此，中东现在的挑战与其说是
建立民主，毋宁说是重建秩序。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方式对法国大革命后人类三百多年的政治演进做跨越
时空的系统考量，福山得出了无疑具有深远方法论意义的两个彼此支撑的重要
结论。一方面，他指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关键区别就在于家族制及
其必然引发的依附主义与否，而理想状态中的现代国家必须能够超越这种家族
制和庇护主义的制约，实现非人格化的一般性运作（第１９页）。在家族制国家
中，统治者用物质上的好处收买政治上的忠诚，获得亲友网络的支持。然而，
这种形式的国家现在几乎不复存在，当前即便是最腐败的独裁者，也不会像早
期国王或苏丹那样，声称自己“拥有”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新家族制”（Ｎｅｏ －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国家：政治领袖采纳现代国家的外在形
式，但其实纯粹为了自肥，满足自己及一小部分人的私欲（第２２页）。由此，
作为一个水到渠成的结论（结论一），福山（２０１４）认为当前世界政治的最重
要分野，并非威权与民主二元对立的传统界分，而是新家族制国家同现代国家
的本质分野；而从新家族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比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变
艰难。① 民主确立的理所当然并不等同于政府提供服务的理所当然。“许多归罪
于民主的失败，其实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失败，因为它们无法兑现新当选民主政
客的承诺。选民所要的不只是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还有运作良好的政府”（第
３２页）。

另一方面，如果说早先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可被定位为一种“民主全能
论”，那么福山现在倡导的“政治发展次序论”不仅从外部对这一观点所潜在支
撑的威权与民主二元界分进行理论解构，而且更从内部来驳斥此等立场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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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文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福山为宣传其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而在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所作演讲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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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的限制国家权力之主张。２０世纪的疯狂历史，如斯大林的俄国、希特勒的
德国等，让世人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
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唯我独尊乃至暴虐的政府。人权界试图
以法律为机制，保护弱势个人免受国家的虐待。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领导玫瑰
革命和橙色革命的民运人士，以及阿拉伯之春初期的突尼斯和埃及示威者，都
希望借用民主选举来迫使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第４６页）。在美国，公民时刻警
惕政府权力在现实和想象中的滥用，不信任政府的传统根深蒂固，领头的便是
罗纳德·里根的观念：“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第３３
页）。然而，在福山看来，这些皆为民主原教旨主义意识造就的傲慢与偏见。通
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他得出了一个与我们通常直觉相悖的结论（结论二）：
政治秩序不只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滥权，而且意味着促使政府恪尽职守。“政府在
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必须能够施政”（第
４６页）。

在本质上，这本书中存在着福山从未完全解决的一种张力，即政府权力与
作为制衡制度的民主参与之间的张力。更具体的说，便是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
大卫·朗西曼（Ｄａｖｉｄ Ｒｕｎｃｉｍａｎ）所指出的“作为积极价值的民主”和“作为
消极价值的民主”之间的张力。在他（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２０１４）看来，民主的积极价
值是尊严（Ｄｉｇｎｉｔｙ）：自我统治的人民本身具有更强的自我价值感；而其消极价
值是约束（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自我统治的人民有更多机会抱怨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当
民主开始意味着尊严时，比如在埃及，约束力就捣乱，结果适得其反，陷入劣
质民主困局无法自拔；当约束力全面施展时，比如在美国，尊严就短缺，政治
的不满和抱怨取而代之，表现为深层次的党派不宽容，走向家族制复辟，引发
所谓的“政治衰败”。鉴此，“真正的政治稳定来自民主的积极面与消极面的黏
合：控制政府权力的人民也能珍视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此等切中肯綮之论断恰
为福山主张的“平衡论”的基本内容：“运作良好和合法的政权，需要在政府权
力与制衡制度之间获得平衡” （第３３页）。既然政治秩序不同组件之间存在张
力，国家、法治和问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引入不同制度的先后次
序便至关重要。这可谓“政治发展次序论”的逻辑起源。尽管如此，这种凸显
强政府重要性的理论绝不意味着福山钟情于威权政府，相反，其最终目的仍是
在三个组件之间谋求某种理想的平衡，也即一种立基于“平衡论”的“政治发
展次序论”：“在我看来，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问
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
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第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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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僚自主论：美国政治衰败与中国的崛起

假如人类社会存在“强政府—法治—民主问责”这个良好政治秩序的标准，
而且“强政府”被证明具有头等的重要性，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强政
府的建立？尤其是那些曾经十分强大且已经成功建立了民主与法治的西方国家，
为什么会因没能拥有强大政府而出现政治梗塞？在采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对何谓
良好的政治秩序进行论证之后，在此书的最后部分，在扩张使用亨廷顿这一术
语的理论内核基础之上，福山抛出了他所谓的“政治衰败”问题。在他看来，
“政治衰败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否意味着，在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中取得平衡
的政权，其整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致命缺陷？这绝对不是我的结论”（第４９７
页）；“随着时代的推移，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容易发生衰败。市场经济支持的现
代自由民主制度已得到‘巩固’，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将永远如此”（第３０
页）。

事实上，在福山看来，“达到丹麦”（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ｎｍａｒｋ）这种理想的政治
秩序，与其说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程，毋宁说只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任务
（Ｓｉｓｙｐｈｅａｎ Ｔａｓｋ）：通过努力可以成功地将石头搬到山顶，但却一直存在着向下
跌落的趋势。换言之，福山鼓吹的“平衡论”乃是一种动态意义上的平衡，一
种随着时间演进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与自我更新的平衡，因无法与时俱进而产生
的失衡，就会造成政治衰败。鉴于政治发展次序论的重心在于凸显“强政府”
的头等重要性，过强的法治和过强的民主进而造就的不强的政府之格局，便是
一种最具有代表性的失衡态，即是作为理想政治秩序之反题的福山意义上的
“政治衰败”。只有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我们才可顺理成章地将书名《政治秩
序与政治衰败》中的两个核心关键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有机贯穿起来。同样，这
套理论亦可被用来完满解释美国政治当下面临的困局。

在福山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也是最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政
治衰败问题对当今美国的折磨程度超出了对其他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折磨程度。
针对这个问题，在作为此书最后部分的简缩版而提前发表的《衰败的美利坚》
一文中，福山（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４ｂ）指出，让美国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民主国家
的政治制度正在走向衰败，而政治治理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力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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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体现。① 他的论述逻辑是：美国政治传统对政府的不信任，造就了相当复杂
的分权制衡系统，每一个制度皆可成为另一个的障碍。然而，权力的分散总在
为僵局创造可能。在２０世纪大部分时间中，这套制度总体运作良好，但在过去
２５年，两大变化已经让可能转化为现实。一是政党在政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两
极分化，二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遇到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时对于否决权的肆意行
使。当两极分化与利益绑缚遭遇麦迪逊主义的分权制衡体制时，其结果尤其具
有毁灭性。原因是，现在有太多的行为方可以否决掉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做的决
策，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由此破坏了必要集体行为的基础，形成
了所谓的“否决政治”（Ｖｅｔｏｃｒａｃｙ）。换言之，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于：既有实
力也有能力的政府与原本旨在约束政府的各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最
终引致政治衰败。

一方面，在福山看来，“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
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
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 （第４２８页）。根据福山的理解，
这是个美国特有的问题，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并不存在。美国从英国继承了深厚
的普通法传统，所以法治首先被建立起来，其次是民主，最后才在进步时代和
新政时期发展出现代国家（第４３０页）。这就意味着美国体制中的法官实际上具
有很大的权力。这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层方面。比如，堕胎合法化问题，
在其他民主国家是立法部门的事情，但在美国却是法院的决定。１９５４年的布朗
案为美国公共政策带来了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与几乎所有其他自由民主国
家不同，它的胜利不是由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投票而获得的，而是由个人通过
法院系统提出诉讼而最终改变了规则。从此以后，从环境保护到消费者权益保
障，到妇女权利，到同性恋婚姻等许多其他社会运动，都开始效仿这种通过法
院裁决推行社会新规则的模式（第４２９页）。当法官们越俎代庖渐趋扮演政治家
的角色时，所谓的“政治治理司法化”的局面也就风生水起了。

更重要的是，自建国以来，美国政治文化就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不信任的
基础之上，这段历史导致美国体制走向罗伯特·卡根（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所谓的
“对抗性法条主义”（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它集中彰显于日常行政层面。比如，
普通美国人有权通过起诉政府来确保执法，或阻止政府执法，而这种现象在其
他国家并不存在。在福山看来，美国体制如此笨重的原因，并非监管本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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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追求监管而采取的高度法条主义方式。国会授权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新联邦
机构，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但它不
愿意像欧洲与日本那样把决策权威和执行权力交给这些机构。相反，国会将监
督和执法的责任移交给法院，同时故意把诉讼权利的享受范围扩大到牵强的地
步，以此来鼓励诉讼（第４３１页）。相应的，在瑞典或日本可在官僚体系内部通
过和平协商解决的冲突，在美国都得在法院系统中通过正式诉讼来解决。这为
公共行政造成了诸多不幸的后果：“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由行政部门处理的功
能，在美国愈益变成司法功能，从而导致昂贵诉讼的激增、决策的缓慢和执法
的高度不一致。法院已不再是政府的制约，反而成了政府扩张的替代品” （第
４２８页）。面对如此众多的掣肘其政府效率自然远低于行政强势的其他民主国
家，更遑论所谓的“威权国家”。相比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日千里，美国首条
高铁孕育的坎坷历程便是典型例证。早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３年首次出任加州州长
期间，布朗就有建设高铁的构想，但从远景到动工，它却成为该州近代史上最
艰困和最具争议性的政治角力之一（全球资讯，２０１５）。正因个人有起诉政府的
权利，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开工，他宣称该项目已经接到了超过２００起诉
讼，由此导致开工日期不断拖延，当初承诺的２０２９年通车日期，迟迟无法兑
现。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最近对美国公路、桥梁、供水系统、学校和其他基础
设施的状况给出了Ｄ ＋的评级，根本原因也是如此（Ｂｏｉ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政治衰败的第二种机制是美国政治体制对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开
放性，这与法条主义的行政模式高度吻合。曼瑟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在
《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
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第４３８
页）。援用这种论断，福山将当前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俘获称
之为“家族制复辟”。在他看来，选票换好处的依附主义这个１９世纪的老问题，
已被转换成合法的礼物交换体系，个中的政客回应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的要求，
使它们的观点获得过度的表达（第３０页）。就此，法里德·扎卡利亚（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的观察更为深刻。在他看来，这是过去几十年间“政治民主化”的直
接后果：“制度变得越公开，金钱、游说团体和激进分子就越容易穿透制度，影
响运作。在华府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政客们封住耳朵，远离大众，不愿意听取
他们的要求。而是他们除了听取美国人民的声音之外，几乎不做其他事情”（扎
卡利亚，２０１４：１４８）。“过去国会由大约２０来位手握大权的委员会主席掌控，
现在演变成５３５位独立的政治个体户来运作整个体制。每一位都从个人利益出
发，以连任为第一优先考虑，以此衡量是否提出法案、修正法案、搁置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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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利亚，２０１４：１５４）。国会民主化的改革目的原本是通过更多制衡实现多数
统治，结果反倒适得其反。无怪乎福山认为，“虽然所有的民主国家倾向于累积
利益集团，但在美国它们却以一种具有极端毁灭性的方式与制衡体制发生作用”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年“联合公民案”的判决无疑增加了民主体制自行解套的难度。在此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因为言论自由在美国宪法中受到保证，而政治献金
也是言论，因此可在政治中不受限制（赵怡宁，２０１４：４８ － ４９）。在当今这个政
治无比昂贵的时代，候选人与赞助者间明显存在依存关系，没有后者真金白银
的赞助，前者就不可能在无穷尽的选战中杀出一条血路。一旦金钱逾越出市场
的边界，进入本不应参与的政治领域，谁控制了金钱，谁就能决定最终上台的
候选人。而成功上台的政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回馈自己的金主（Ｒｉｎｇｅｎ，
２０１４）。在这种投桃报李的互惠机制下，游说团体借助信息和渠道，不仅可以确
保法案和联邦预算充分照顾他们代表的利益团体，而且亦能阻遏不利于这些利
益团体的政策出笼，即便政策符合公众利益。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２０１０年
《平价医疗法》，因为不得不对包括医生、保险公司和制药业等形形色色的利益
集团作出妥协和让步，在立法过程中变得臃肿不堪，法案的最终文本竟多达九
百页，极少数国会成员能审查其细节（第４３７页）。在《魔鬼之国》（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ｉｌｓ）一书中，斯坦·林根（Ｓｔｅｉｎ Ｒｉ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ｅｎ，２０１３：１７４）曾以美国
“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它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
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此等对公共政策的扭
曲首推税法：美国税法法典的长度，已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０万个单词增加到２０１０
年的３８０万个单词。

总之，法治是保护个人免于暴政统治的一种基本保障。但现在法律的重心
不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了扩大政府功能范围的替代工具。官僚机构原本可
以有效执行的职能，却移交给法院、行政部门和个人的混合体。同样，作为人
民意志的代表，立法者应当确保各项政策反映公众诉求，但政党皆受制于强大
的利益集团，后者获取了与自身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公共管
理的质量，使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难以实现（第４４３页）。更严重的是，这两种
现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会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
任。这种不信任，能够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人民出于对行政机构的不信任，
便会要求行政部门接受更多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政府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同
时，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诱使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
（第４２９页）。这两个过程显然都降低了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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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僵化、墨守成规，缺乏创造力和连贯性。在本质上，这可谓汪晖所言的后
政党政治时代“代表性断裂”的典型体现（汪晖，２０１４）：普通公民感到民主
成为了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们暗中操纵，不再真实地反映大众的利益诉
求。然最吊诡的是，造成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竟是初衷本是使体制更民主的
改革。一言以蔽之，美国当今的问题其实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
能力却没跟上。

那么，改进民主体制低效的出路又在何方？在福山看来，首先应当理解有
效政府的两个基本特点：国家能力和自主性，即“民主国家委托人向官僚体系
代理人移交权力，需要授予与现存能力相匹配的自主性”（第４７６页）。而相较
于国家能力，政治质量最终却取决于政府享有的自主程度：“国家能力本身并不
是政府质量的适当标尺。贯穿本书的恒定主题之一是，如要政府正常运转，官
僚体系的自主性很重要” （第４６５页）。借鉴彼得·埃文斯（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的
“内嵌式自主”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观点（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福山认为，能让
政府发挥有效作用的国家，必须拥有此等自主性：官僚体系并不隔绝于公民，
而是“嵌入”社会，随时回应社会的要求，同时无须承受寻租政治群体的压力，
以促进为广泛公共利益服务的长远目标（第３０７页）。正是依托这种论断，福山
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模式”是当今世界范围内能够
挑战自由民主制的唯一模式，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一观念的最重要挑战。
迄今为止，作为一个威权制的、半资本主义的政体，中国成功地掌握了经济的
现代化，并且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而究其崛起之根源，
不仅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高度推崇“强国家、强政府和强领袖”的历史
传统，更重要的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享有一个巨大的（政治）优势：它由高
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第４９５页）。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早在耶稣诞生几个世纪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具
有中央集权政府，呈现出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所说的现代官僚体系的诸
多特性。在长期动荡时期，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都没有消
失，而是顽强地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我认为，１９７８年改革以来在中国出现
的国家，不像之前的毛式国家，也不像中国人试图复制的苏维埃国家，反而更
像上述的古典国家”（第３３７页）。换言之，尽管有２０世纪早期的巨大破坏，王
朝中国与今天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政治体，相互之间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在福山
看来，“文革”之后，中国领导人将恢复共产党的纪律和重建政府权威作为改革
的关键，并在这一过程中恢复中国传统政府的许多制度性遗产，使得这种连续
成为了可能，而正是这种“中国国家的再造”（第２５章标题）为２０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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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开辟了道路。“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政府性质的变化，至少可以与
经济政策的变化媲美。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政府性质的相应变化，从
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导向经济的巨变也不可能发生。现代中国的大多数评论家，
只注意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关心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治基础”（第３３７页）。

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根据福山的观点，官僚体系的政治化通常意味着，
政客攫取国家，以官僚体系中的职位来作庇护式分配，进而造就非人格化的公
共行政。然而，在中国，接管国家的不是庇护式政客，而是让国家服从于意识
形态目的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遵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这种政党由两
部分组成，一是精英的核心，其成员凭借思想忠诚而进入严格的等级机构，二
是群众基础，发挥对社会余众的渗透作用（第３３８页）。党的等级制度复制国家
的等级制度，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党—国”体制。在福山看来，这种
体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便是国家的自主程度。以此，“中国政府不是
强大社会利益集团的简单传动带，它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设定独立的政策议程”
（第３４１页）。这种自主性既体现于制定政策的共产党上层，又体现于有自由裁
量权来执行政策的下层干部。

首先，在自由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压力、游说者和正式程序的限制，既
阻止国家采取迅速行动，又降低最后决策的质量。而中国式的自主性，可让国
家避免许多这类麻烦。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领导，如有这种自主性，就能让
政府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比民主政体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行动。更重要的是，
中国在１９７８年后一直关注于广泛的共同目标与远大议程的实现，而非短期利益
的最大化，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自动产生对自身利益的长远认识，以及对
合法性的注重截然有别，因为领导者明白“共产党的生存取决于合法性，不再
靠意识形态，而必须靠自己的治国表现”（第３４７页）。其次，中国共产党允许
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享有高度自主，具体体现就是下放大量权力给省市，让
它们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而乡镇企业的成功便是典型例证。在福山看来，中
国改革前期的经济成功不是靠私营部门，而是靠乡镇企业，即摇身变为营利企
业的地方政府。而此等将市场化激励机制引入公共部门的作法无疑是对西方公
共行政原则的颠覆，若不具有高度的自主能力和对民众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
绝难实现（第３４２页）。

根据福山的政治发展次序论，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他认为
中国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法治和民主问责较弱，满足了三个条件的“一个
半”。福山对于中国的阐释便是基于这种逻辑来展开。在福山看来，中国在过去
几十年的表现，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到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超过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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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权和许多民主国家，但长远研判其所欠缺的“一个半”以及可能遭遇的
政治衰败则将使得中国的威权政府在体系的持续上面临挑战。首先，中国在毛
泽东之后实行的规则、法律和秩序，绝大多数是为了监管下级政府的行为，让
他们对上级政府作出更积极的回应。但如果政治体系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
责，则它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取决于高层领导的选择和意愿。换言之，这
种体系必然面临中国历史上一个始终悬而未解的经典难题：如何避免不好的领
导人造成的破坏的问题。在一个只有强国家而缺乏法治或民主的体制中，一位
卓越的领导人能够迅速地行动，比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更快地落实改革；而一个
不好的领导人在这种体制下，就会比在一个有各种监督和平衡机制的体制下造
成更大的破坏。福山认为，自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们都很好，所以中国
能够比民主国家更快速地改变经济体制基础，然而关键在于如何能够确保永远
都能遇上“卓越的领导人”？其次，鉴于“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
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第４９７页），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福
山看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的旧模式已完成历史使命，现在需要更加倚重国内消
费需求；粗放型的增长难以为继，人口福利也已开发殆尽。更紧要的是，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非常强大，即使没有立法部门和
游说团体，它们也能对共产党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
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三十五后，中国的政权现在正经受政治衰败，正在丧失
作为早期成功源泉的自主性”（第４９５页）。

如果说，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太多的民主与过于低效的政府，进而造成了
政治衰退，那么，在福山看来，中国的情况就正好相反，中国改革的方向就是
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增加对国家正式的程序约束。福山依据两国的不同国情，
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
政府权力。事实上，福山自己也承认，正是美国日渐衰败的民主政治和中国愈
发成功的国家治理，给了他的新理论最为坚实的两大经验事实支撑。虽然福山
笃信，对于所有社会，政治衰败皆不可避免，“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
化，最终自我修复”（第４９７页），但对于美国政治当下的功能障碍，他似乎并
非如此乐观：“美国的整个体制已经腐败，日益丧失合法性，但在现行体制的规
定范围内，还没看到简单易行的改革议程”（第３０页）。而对于中国未来法治或
民主问责制广为扩展的动态前景，福山寄希望于已然拥有数亿成员的庞大中产
阶级，“中国法治和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新社会群体能否改变国家与社会
之间经典的天平倾斜”（第３４９页）。但是，福山在此书中似乎刻意维持足够充
分的理论张力，以至于很难对其作出非此即彼的观点定位。在接受加藤嘉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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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福山转而明确指出，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这些现代化必然带来的压力，
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中国确实能够成为自由民主
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加藤嘉一，２０１５）。

四、结语：福山与当代中国

从“历史终结论”到现在的“政治发展次序论”，福山的注意力从“民主”
转到“国家能力”和“官僚自主”之上。尽管福山的这些论断主要是说给美国
社会听的，表达了他对美国政治制度失灵的失望，呼唤美国重建高效政府，但
他对强政府、法治、民主的最新排序却是对全球政治经验的总结。这也是他的
新书最具有冲击力的地方。福山作为“历史终结论”的阐释者，现在公开阐明
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并引起全球的注意，他的修正和突
破因此就具有了广泛的象征意义。他把民主放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让它回归
到社会的体系中；而同时主张一个国家的成功只能是综合成功，是相对好的选
择，甚至是对更坏选择的避免。所有这些无疑回答了很多人的长久困惑。而引
起中国读者特别兴趣的是，在福山教授对政治秩序的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涉
及中国，既包括对中国传统的评估，也包括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这使得他在美
国对相关议题———关于中国的前景、历史是否终结、有没有新的道路等等———所
做的讨论，同时也内在于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讨论。那么，最终如何评价福山
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呢？

首先，根据福山的分析，中国是存在不足的国家，强大政府是这个国家最
重要的优势，这些说法与当下中国的改革方向可谓不谋而合。但是中国的强大
政府不等于一切，更不能成为中国目前法治及民主建设节奏可以慢下来的理由。
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保持这一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建设法治，发展民主，
着力完善中国的现代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福山思想的精髓其实就在于：“政治
发展次序论”必须立基于“政治平衡论”才有意义，才可自我证成。换言之，
在国家、法治与问责制三要素之间取得良性平衡的政权，才是构建成功政治的
普遍条件。在对全球政治史做了广泛研究后，福山肯定了中国政治建设的顺序，
这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政治学发现。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演进路径，
只是基于自身历史构造、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得出的一种政治实践，但最终却与
最新的政治科学理论相遇并契合。这个事实本身就意义重大。它至少暂时表明，
中国这些年的成就不是违反规律的“撞大运”，而恰是对全球普遍性政治规律的
正面印证。当然，尽管中国的确行进在此等正确的方向与道路上，但我们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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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无疑仍在未知的远方。我们要有决心和信心把这条路走到底，前进的动力
自然来源于对我们自身优势的渐趋发掘、劣势的不断修正，以及对外部经验的
不懈借鉴。

其次，福山认为，政治体系的质量，不能只依据短期的表现来判断，而是
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
十年中，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显示出很强的自主能力。但
是，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上看，中国的发展到底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中国如何
能够确保永远都能遇上卓越的领导人？这应是福山著作带给我们的最大智识挑
战。在福山看来，包括限任制在内旨在避免差劲的领导人的诸多正式与非正式
作法，虽然有助于中国威权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但这种基于规则的政治体
制只反映了中共精英赞同集体领导的共识，还不算是对政治权力的真正宪法限
制，政权的可持续性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能否成为２１世纪政治发展的
主调。事实上，“中国模式”的问题不是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要害
在于支撑所有这些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历史上，好的经济政策从来不缺，但问
题总是出在缺乏使之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在这一点上，福山可谓提出了一个
真问题，指明了中国模式持久维续的关键所系。

最后，福山曾坦陈，他提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已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
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
变，因此，他的思考当然也有所更易。作为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应
从福山先生那里学习这种态度。我们至少应当“负责地思考政治”，应当以更加
开放的心态与更为理智的态度来观察中国、美国和世界；不可任性地听凭价值
理性压倒应有的认知理性；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还需要与时俱进，掩耳盗
铃式的僵化就会造成刻舟求剑式的问题。“如果说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发生在
政治上并不可行，甚至会导致政治的失败，不加选择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会
导向同样的结局。如果说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来的历
史会告诉人们，赢得最终胜利的，是那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的
社会” （郑永年，２０１５）。斯如此言，纵观古今中西，通向“自由王国”抑或
“大同社会”的道路无疑既远且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不同社会语境中
有着不同的注解。现今，中国和美国无疑都面临问题，并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
着如何实现“达到丹麦”这一人类理想政治秩序的探索。面对此等情形，根据
福山的判断，中国其实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则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而
这两种应然改革导向皆可被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这就是国家、法治、
问责制三要素之间的排序与平衡。那么，两者的未来走向究竟会如何呢？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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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地见证“历史的终结”，是殊途同归，还是良性竞争，或是一场你不吃掉
我我就吃掉你的“修昔底德之困”？虽然这些皆殊难预料，但是制度改革竞争的
大幕却早已拉开，中国和美国是舞台上的两大主角。这事关世界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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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２０１４）． 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开放时代，２：７０ － ７９．
晓岸（２０１４）． 我们真的读懂福山了吗？． 世界知识，２２：５０ － ５２ ．
赵怡宁（２０１４）． 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永年（２０１５）． 中国要有自己的民主选择． 联合早报，３月１７日．
朱云汉（２０１５）．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Ｂｏｉｋ，Ｊ．，Ｆｉｏｒａｍｏｎｔｉ，Ｌ． ＆ Ｍｉｌａｎｔｅ，Ｇ． （２０１５）． Ｒｅｂｏｏ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ｒｃｈ １６．
Ｄｉａｍｏｎｄ，Ｌ．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８７（２）：３６ － ４８．
Ｅｖａｎｓ，Ｐ． （１９９５）．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０４ａ）．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１５ （２）：
１７ － ３１．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０４ｂ）．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０５ａ）． Ｓｔａｔｅｎｅｓｓ Ｆｉｒ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１６（１）：８４ － ８８．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０５ｂ）．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０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１８（３）：１０ － １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１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２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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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１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４（４）：５ － １６．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１４ａ）．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ｉｌｌ Ｓｔａｎｄ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ｎｅ ６．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２０１４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Ｄｅｃａｙ：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９３（５）：３ － ２６．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 （２００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Ｈｅ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ａｐｌａｎ，Ｒ．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ｕｉｎ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ｙ ２５．
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Ｒｉｎｇｅｎ，Ｓ． （２０１３）．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ｉｌ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Ｈｅ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ｎｇｅｎ， Ｓ． （２０１４）． 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Ｈｅａｄ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８．

Ｓｈｅｆｔｅｒ，Ｍ． （１９９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０２

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发展次序论”：如何理解现在的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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