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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
经验主义合法性的理论反思

【内容摘要】　合法性概念和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各类经验研究。然而，经验主义合法

性理论存在着技术路径的“模糊性”与“操作化”要求之间的张力，需要在挖掘合法性的制度

内涵基础上讨论合法性建构的技术路径。历史制度主义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为“合

法性建构”提供了中观层次的分析对象、合法性存续的制度解释、基础转换的动因以及正义价

值的规范性意义，并拓宽其历史维度。通过这一视角的检视，可以提出“合法性类型塑成—制

度变迁场域—重构边界激活”的制度分析框架，用于解释“合法性基础”与“制度变迁”之间

的因果关联，从而揭示如何在制度层面构建合法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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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国家作为一个自主行动者，具备意图塑造

自身存续之正当理由的本质属性。从经验中考察国家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证及公众对权威认同的事

实性问题，摒弃“终极价值”对合法性的永恒证成就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坚守，

也是其区别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内在规定。一直以来，以韦伯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从概念厘

清、历史渊薮、经验考察等方面逐步构筑起经验主义合法性的理论大厦，为分析现实国家的合法

性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类型划分。但在细细梳理琢磨这些贡献的同时，我

们却发现一个理论疑义 ：技术路径的模糊性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之间为什么不一致？换言之，经

——一个“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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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者对可观察的事实根据、实证材料以及概念的操作化要求的强调，没有在“如何建构合法性”

这一技术问题的讨论中体现出来，出现研究逻辑的不连续和理论薄弱环节。

本文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缘由在于，经验主义者未能进一步挖掘合法性的“制度”内涵，

尤其是合法性建构与制度变迁的密切关系，进而没有从中推导出相应的制度命题来讨论制度如何

增进／减损合法性。换言之，解答疑义的关键是从制度层面讨论合法性建构的技术路径。由此，

本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检视、拆解并重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与

制度路径以一种内在连续的逻辑思路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用以

在经验层面刻画现实国家的合法性建构与制度变迁历程，在规范层面提出应然的建构方向，以期更

好地理解国家治理逻辑。

经验主义合法性的理论释义、疑义与制度命题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概念，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划分为

相互对立的两种研究进路①，一种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继承了政治哲学的终极价值之维，把

某种永恒的道德、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②关注国家（或广义上的任何政治秩序）的“道德证成”

（moral justification），且这种“道德证成”不依赖于被统治者在经验意义上的服从或者同意 ；③另

一种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将合法性理解为公众对国家或政治权威的认可和支持，从实证经验

中考察国家对自身的论证及公众认同的事实性问题。该理论自韦伯及其门徒提出后得到更迅速发

展，成为合法性理论的文献体系中相当庞大且相对完善的一脉，其观点也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

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 ：“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

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当性和适宜性，相信官

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道德上的良好品质，并且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④

具体而言，经验主义学者聚焦于概念、类型以及技术路径三个层面，分别解释“合法性是什么、

为什么获得合法性以及如何建构合法性”的问题。

（一）理论释义 ：合法性的概念与类型

在韦伯看来，“合法性”存在于一切“支配 - 服从”关系中，由支配者统治的“正当性”以

及服从者对统治的“认同”两个方面组成。“合法性”的获得就构成了一对“支配 - 服从”关系，

所谓“支配”即“权威”，用以指称合法性领域中的“命令权力”，而“究其实，任何支配的持续

运作，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这种正当性就构成支配者

对服从者施加意志的终极依据。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正当性基础的认知并不是一个理论性与哲学

性的思辨问题，而是一个经验性的支配结构且具有实际差异的基础。⑤韦伯这种经验取向遂成为

合法性研究的重要范式。帕森斯是韦伯的积极拥护者，他坚信决定合法性功能程度的因素“在具

体情况下始终是个经验问题，绝不能先验地假定”⑥，但他也试图弥补韦伯理论的不足，揭示合

法性实际源自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更为激进，强调“规范性的价值标准”

是合法性经验动机的根本依据，只有当政治统治包含被认可的价值时，才是合法性最好的证明，⑦因此，

他将合法性定义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⑧。

利 普 赛 特 开 启 了 当 代 政 治 学 对 合 法 性 问 题 的 讨 论， 并 最 早 阐 述 了 合 法 性 与 有 效 性

（effectiveness）的关系。他认为合法性是现存政治体制产生并维系既有政治制度是最符合社会需

微信公众号



145May.   2019

政　　治   二 O 一九年  第五期

要的信念的能力，有效性则是政治制度的实际绩效，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有效性意味着经济发展。

长期有效性累积能够给予一个政治体制合法性。⑨亨廷顿的观点与该看法相左，他指出这种策略只

能在短期减少人们反抗政权的集体行动，长期看则会产生颠覆合法性的新力量，生成“政绩困局”⑩。

从上述概念的厘定中可以得出，合法性是国家或政治权威为自身统治所做出的论证，由此获

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这种论证与认同是通过经验事实得以考察和认识的。那么，政治权威为什

么得到服从？或者说一个国家依据什么正当理由而获得合法性？这涉及合法性的基础问题或曰类

型划分。按照韦伯的经验分析，合理规则的制度、奠基在传统神圣性以及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是

构成合法支配结构的三种纯粹的正当性类型，而“见之于真实历史中的支配形态，乃是这些纯粹

类型的结合、混合、同化或变形”⑪。建立在理性规则基础之上的支配形态是最牢固也是最持久的，

国家得以开展理性化、组织化的共同体行为的方式就是“官僚制”这一组织形式。戴维·伊斯顿

也做过相应的分类工作，他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三种来源讨论由其构成的支持制度规则和特

定权威当局者的合法性基础，其中成员对“制度规则”的认同比对权威当局的“积极情感”更具

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批学者基于“韦伯式”分类结合本土实践对合法性的基础进行“中

国化”诠释和再分类，如“意识形态基础、制度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理念合法性、绩效合法性、

程序合法性”，“法律 - 选举型、意识形态型和绩效型”等⑫，为经验主义合法性研究提供了一个

更开阔的理论视野。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对现代国家在合法性类型的选择上均以法理型基

础为应然归宿，这种倾向也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的稳定应建立在非人格化的、依据法律建立的政

治秩序之上的观点，换言之，国家需要通过完备法律程序来实现合法性。

（二）理论疑义 ：模糊性与操作化要求的张力

在考察完毕合法性的经验基础之后，经验主义者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建构合法性”，然而其

在“如何做”这一技术路径层面上的思想并不十分清晰。如戴维·伊斯顿认为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结构和个人来源能够为政治系统提供一种“散布性支持”，诱发成员牢固的政治情感，构成一个

“善意的蓄积池”，使之“以为自己是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为完全认同的长远利

益而约束眼前要求”。与之相对的“特定支持”主要源于政策绩效，功利性较强，一旦绩效不佳，

成员对系统的合法性评价就会降低。因此，一个政治体系必须培养“散布性支持”，以补偿其在

政策绩效不足时带来的特定支持虚空问题。伊斯顿提供了三种路径用以“努力积累这种高水准的

政治善良意志”⑬ ：在成员中灌输系统的合法感、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征物以及助长成员与共同体

的认同。阿尔蒙德将合法性的维系与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即“政治社会化”⑭相结合，

通过学校、工作场所、利益集团等组织来影响公众和精英人物的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

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主要包括明示和暗示两种。

不难发现，上述“如何做”很大程度上为国家建构合法性提示了大致的方向和原则上的指引，

但无论是“散布性支持”还是“政治社会化”的观点都未进一步被讨论落实在可操作层面的技术

路径，因此呈现出一种“模糊性”。然而，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立足于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式与思

维模式，对政治现象的认知和解释基于科学基础假设⑮，这要求经验主义者在进行理论构建时需

要遵循可观察的事实根据、实证材料以及概念的操作化要求，由此得出合法性理论的一个理论疑

义 ：技术路径的模糊性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对其可操作化要求之间为什么存在不一致？换言之，

经验主义者为什么在理论层面没有清楚回答如何建构合法性的问题？本文认为，出现上述研究逻

辑的不连续和理论薄弱环节的原因在于，经验主义者未进一步探讨合法性的“制度”内涵以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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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建构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因而“遗失”了从制度层面讨论“如何建构合法性”的技术路径的

理论可能性。

（三）合法性的制度内涵与命题

合法性本身具有深刻的制度内涵，具体体现在合法性的载体是政治体制、实现合法性的手段

是制度以及合法性和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

1. 合法性的制度内涵

首先，意图回答如何建构合法性，必须明确的前提是“谁之合法性”或者说“谁来建构合法性”。

经验主义者对合法性载体的界定多表述为“国家”“政治共同体”“政治秩序”“政治权威”和“政

治体制”等，而它们都实质指向作为一国政权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

被大多数公众所信任和支持，它才能继续实现最基本的存续，继而聚合多元利益、分配政治和社

会资源用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促进社会发展。如果从合法性危机的后果这一角度来看，一个国家

不具备合法性后，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表现是其政治体制的崩塌，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苏联解体。

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会促使人们寻求更有效率的制度而不愿遵循现有制度⑯。其次，一个国家或

政治体制的合法化过程必须寻求一种中介或制度作为其实现的手段和保证，不能仅仅依靠象征性

符号或者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⑰。诚如皮尔森所言，权威的行使，通常是与用来

约束并使该权威合法化所设计的一系列复杂的互补性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⑱。因此，创制令公众认

同的制度模式是建构合法性的基本技术路径。最后，从合法性建构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让·马

克·夸克的理论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让·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立基于政治共同体内部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而这套价值观能够

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的行动方式及更广泛的组织方式”，即一个国家的“原则、规范、法律和制

度”等。他进而指出，合法性不是一致的，也不是静止的，存在多种范式⑲，并伴随时空发生转

变，从一种政治秩序转变到另一种政治秩序，转变的程度与主流价值观、价值和目标演化及其实

现程度密不可分。所以，“为维持合法性，政治家要从公共利益出发，在恪守原则的基础上为社

会大众牟取福利，这是政治正义性的来源”⑳。由此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合法性尽管在本质

上是一种价值共识，但可以操作转化为国家治理中不同层次的“制度”，进言之，“合法性”与“制

度”可以视为一种衍生与被衍生的关系。（2）合法性是分类变量也是连续变量。合法性存在多种

“理想类型”，能够提供不同价值关切的政治秩序，且一种合法性类型之于秩序、稳定等政治价值

的边际贡献也是动态演变的，存在高低／大小之分，国家的合法性类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可以转

换。（3）为维持统治合法性，国家需要塑造、传播和社会化主流价值观，并使之在政治和社会制

度中得以实现，如果既有制度的功能难以满足公众需求，合法性基础就需要转变，进而创制新制度。

促进公共利益、实现政治正义，是国家统治的理想目标。上述内涵揭示了合法性与制度以及制度

变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为“合法性建构”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单元和经验考察的对象。

2. 合法性的制度命题

如果利用上述分析检视既有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可以推理出如下制度命题 ：

第一，衍生制度的“负面功能”是合法性衰退的直接来源。经验主义者只强调国家自主性的

积极效应，通过增加政治绩效和意识形态等基础而实现统治正当性论证，但忽略了制度无法适应

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的“负面功能”现象，可能削弱公众认同、引发社会冲突，最终侵蚀合法性

基础。亨廷顿的“政绩困局”实际上揭示了这一命题，绩效合法性策略衍生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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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在长期运行中却造就了颠覆合法性的新生力量，如“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和权力来源、

公民价值观、高教育水平、利益集团以及壮大的中产阶级等，都反过来对政权造成威胁”㉑。

第二，“规范性制度”的缺失导致合法性的过度工具化。罗斯柴尔德和哈贝马斯都指出，“马

克思主义者和规范主义者对经验主义合法性的非技术性的批判以及对规范性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的坚持是正确的”㉒，“经验主义合法性由于被阉割了批判价值维度而极易沦为官方统治集团的

政治统治工具”㉓，权力的自趋本能和膨胀性就会肆无忌惮地操纵这一工具，从公众认同中攫取“虚

假合法性”，稳固不正义的统治基础。价值原则作为一种规范性制度，是对正义性的诠释和坚守，

如果一种统治内部没有规范性约束，拥有权力的自主者本身可能无法“抵制诉诸强制和镇压的诱

惑”，更具体一点是，无法杜绝腐败、权力滥用和损害公共利益等行为。这种情况下，“最慷慨的

物质利益、最纯粹的动力、最灵巧的情感识别操纵（简言之，即使是最大效力）也不能完全取代

规范的合法性”㉔。

第三，合法性基础演变引发相应衍生制度的发展过程。经验主义者注重静态分析合法性的“理

想类型”，而较少从历时维度上考察特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如何演变的。按照前述的制度内涵，

合法性基础的演变实则促成相应衍生制度的创制、修正和发展过程。具体而言，特定合法性基础

衍生出维系该基础的制度，制度一方面巩固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因某种原因与公众利益相悖，从

而减损合法性基础。由此，国家需要建构新的合法性基础，新合法性基础再一次衍生新的制度，

以此推动了制度变迁与发展。

为论证上述制度命题，进而从更完整的逻辑上将经验主义合法性的概念、基础和制度路径串

联起来，需要引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重构合法性理论。历史制度主义携带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分析

理路就进入我们的视野。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与经验主义合法性的契合

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通过对长期占据政

治科学主要研究路径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批判，构筑起自身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进路，

并迅速成为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实际上，历史制度主义观察和解释政治

社会现象的独特视角及其基本假设与经验主义合法性之间存在理论契合性。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基本假设

以彼得·豪尔、约翰·伊肯贝利、凯瑟琳·西伦和保罗·皮尔森等为代表的学者，将“制度”

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具体采用“历史”和“脉络”“路径依赖”“关键节点”等叙事来考察制度

结构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解释政治社会现象。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存

在一些共享的基本假设。

（1）中观层次寻求理论建构的路径。历史制度主义内部没有对“制度”的界定形成统一规定

性㉕，但普遍以中观层面的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中层制度即有关国家和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框架，

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政治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尤其关注政治制度，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

国家是自主和独立的政治行动者，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同时受制于社会，二者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

于联结国家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的“制度结构”，如政党体系的组织结构、选举制度、政府各分

支关系等，通过在宏观历史背景中讨论这种制度结构与权力配置、政策过程演进之间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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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搭建有关“不同历史时段下政治、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㉖的描述性、解释性和建构性的

理论。（2）关注制度的“脉络”和“历史”。“脉络”指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前一个阶段的政策选

择会决定和影响后一个阶段的政策方案㉗。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无法了解形成制度的“脉络”就无

法认识制度，而“脉络”需要在一种历史视角中观察。（3）强调制度的二重变量属性。制度既可

以作为自变量又可以作为因变量，当依靠制度结构解释其如何塑造主体行为并影响政治社会现象

时，制度是自变量 ；当从“脉络”中观察行为、选择和政策等制度性历史产物时，制度就是因变量。

（4）解释“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path independence）是指制度一旦形成后会

出现“报酬递增”的自我强化效应和正反馈过程，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正常时期”的制度动因，

决定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持续性。“制度变迁”理论在经历“断裂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激

进式制度变迁”到西伦的“渐进式制度变迁”㉘的发展后，吸收了理性选择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

相关理论要素，即“理性”要素和“观点”要素。换言之，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动因的基本

假设在于，“政治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径依赖趋势和文化观念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出现

顺序和组合状况的差异，才是决定政治社会现象的真正原因”㉙。

（二）历史制度主义检视下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建构的制度性内涵及其制度命题与历史制度主义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具有理

论契合性。

1. 中观视角为经验主义合法性规约制度层次

根据伊肯贝利的观点，制度可以划分为内部规范性的社会秩序、宏观的国家结构和特定的政

府制度，即秩序、宪政和政策三个层次㉚。其中，宏观国家结构是指“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国家的

组织结构”，如权威体制和民主体制的区分，通过宪政安排横纵向的权力关系和资源配置，确保

国家目标实现 ；特定的政府制度涉及国家具体的公共政策，满足公众需求、维系社会稳定。由此，

合法性的载体是宪政层次的制度，即政治体制，是国家角色的制度呈现 ；衍生制度则是政策层次

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勾连国家 - 社会关系。如果按照杰弗里·托马斯的“概念形式的

简化论”㉛，即把一个概念简约为其适用条件，也就是把它看作其组成部分，那么，对一个政治

体制的合法性分析就变成对组成其合法性的基础的考察，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高低可以等同于

各种基础在经验事实中得以稳固的程度。这又取决于衍生制度作用到社会公众身上后得出的正面

或负面功能评价，这种评价实则是对国家合法性的评价。

2. 路径依赖与“非预期后果”影响合法性基础的存续

根据皮尔森和斯考切波的观点，在某一时间点上由某一事件或过程引发的路径依赖机制，

即使在原始事件或过程消失的情况下，也会伴随时间的推移不断自我复制和再生。这意味着衍

生制度的正面功能在路径依赖机制下对合法性基础持续贡献正反馈，由此确保了特定历史时

期的政治秩序与稳定。然而，历史制度主义同时强调政治过程中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可能威胁制度效应甚至导致制度断裂与变迁。这是因为“特定时期的选择不但会约

束未来选择的可能性，也有可能成为日后出现危机的原因，并且影响转折点的选择”。在这种情

况下，制度的“非预期后果”与其说是偶然的、意外的，毋宁是过去的产物㉜，是历史对当下的

必然影响。换言之，伴随环境变化，过去某个节点（t 点）形成的制度在未来（t+1 点）不仅不能

适应政治体制的新要求，反而出现恶化现实问题的“反功能”（dysfunctional）㉝现象。

根据以上观点，对于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而言，衍生制度的负面功能追溯于设计之初蕴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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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衍生制度是在特定时期基于合法性基础的特定选择，因而具有时效性，作为一种特定解决

方案本身内含一定的矛盾，不可能具有恒久解决问题的效力。当负面功能从“潜伏”累积到一定

程度“浮出水面”从而不能为政治体制提供正当论证时，就存在合法性基础衰减的危机。

3. 价值关怀对合法性建构的规范性意义

历史制度主义具有深切的价值关怀，在进行制度分析的同时历来没有放弃对价值的追求。价

值也是一种制度，政治行动者将价值体现在制度变迁和政策过程中㉞。通过把制度分析置于历史

情境中考察制度结构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历史制度主义不断寻求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妥协。

根据这一观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需要纳入更多价值关怀，对政治权威与权力的行使提供

规范性约束，防止合法性沦为统治工具。从这一点上，对于经典合法性理论不能“顶礼膜拜”，

也不能排斥性地绝对推崇科学主义思维模式，从而挤压纯粹思辨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规范主义

合法性理论的生存空间。国家在建构政治秩序时不可能回避价值前提，而是以某种或多种规范性

价值作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经验主义者理应看到这一点并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中汲取价值养

料。而对规范性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对经验主义合法性研究范式本源的颠覆，因为经验主义者

并不排斥合法性存在价值基础，他们主张对“稳定而有序的政治秩序”的价值关涉，仅仅反对的

是支撑合法性的“终极价值”㉟。进而言之，如果按照夸克的观点，合法性溯源于一种价值共识，

并将政治正义作为国家合法性建构的理想目标，则合法性基础应然涵括理念正义、实质正义、分

配正义和程序正义，这四种正义基础与马宝成所概括的政治权力的四个价值标准即“秩序、增长、

公平和民主”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兼容性和共通性。实质正义与分配正义是经济变量，分别对应“增

长”和“公平”的价值标准，前者代表经济增长和物质福利的普遍提升，后者是对经济福利的公

平分配 ；程序正义是政治变量，对应“民主”的价值标准，代表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维护和政治

权力的制约 ；理念正义视为文化变量，指一国的意识形态、治国理念能否反映国民的伦理期待和

道德理想。上述正义的实现能够确保“秩序”价值，即“国内公共秩序的保持和社会稳定、国际安全

和国家独立”。

综观之，合法性建构的规范性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在国家视角上，通过增加统治的正

义性能够在更广泛和更完整意义上充分证成自身存续的理由 ；另一方面在社会视角上，四种正义

与社会公众的合法性评价的双重维度相契合，即理念正义与程序正义关涉“伦理性维度”，实质

正义与分配正义观照“功利性维度”，由此实现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全面感知，此时公众认同也

是相对真实和丰满的。

4. 历史视域拓宽合法性建构的历时性因果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对“脉络”和“历史”的关注为经验主义合法性提供“一种放大的历史视角”。

既然制度在脉络中形成，脉络是历史的产物，就需要致力于发掘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进程的独特时

代背景。何俊志解释历史维度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促使重大事件发生的各种变量需要相当长时间

凝聚在一起，二是社会政治现象的“阈值效应”决定了某些社会过程变迁只有达到某一阈值后才

会产生出戏剧性的效果㊲。“制度、利益和观念”就是解释政治事件的重要变量，所谓“制度”因

素是路径依赖效应提供的自我强化功能以及“非预期后果”；“利益”因素涉及社会公众对政治体

制的功利性评价，即是否满足自身利益与需求 ；“观念”因素涉及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伦理性评价，

即是否满足自身价值偏好和道德期待。进言之，只有“历史”才能将“制度、利益和观念”三种

要素集合在一起，促使其差异化组合，从而推动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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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观点，经验主义应基于长时段考察一国合法性建构进程中各类基础与衍生制度的历

时性因果关系，从动态意义上讨论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把握国家 - 社会关系演变。具体而言，

作为自主行动者的国家，在建构合法性的政治过程中，其行为选择首先在内部受制于前一个历史

时期形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在外部受到社会成员的利益计算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换言之，衍生

制度的正负功能是合法性基础转换与否的主要动因，公众的利益需求与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具有相

对独立性，三者的组合差异共同决定制度变迁 ：当制度的正反馈强大时，即制度本身成熟且稳定

的情况下，利益和观念的作用空间小，对制度变迁影响小 ；当制度逆反效应递增时，即制度本身

失衡且不稳定的情况下，利益和观念的作用空间大，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大。

一个“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论述，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为“合法性建构”的分析框架提供中观层次的分析对象、

合法性存续的制度解释及基础转换的动因、正义价值的规范性意义，并拓宽了合法性建构的历时

维度。将上述分析逻辑嵌入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之中，用以论证前文提出的“合法性建构之制度

命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抽象出一个“合法性类型塑成—制度变迁场域—重构边界激活”的分析

框架（如图 1）。

图 1　“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

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实际是一种“国家视角”，将国家视为独立的自主行动者，能够有意图

建构“自身存续之正当理由”，即通过对自身统治的论证进而获取公众的认同与支持。因此，经

验主义者更为强调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治理”，认为公众的“合法性输入”基本上是政府

主动动员与争取的结果，赢得自下而上的认同㊳。由此就需要进一步讨论“国家如何建构自身的

合法性”，即“合法性建构”的经验逻辑是什么。此处“建构”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国

家治理的根本需求和目的的客观解释，建构自身存续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治秩序，是任

何一个政权统治的天然需求 ；二是对国家这一行动者主观动机的关切，即对“建构”这一自主行

为的主观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理解。“合法性建构”的制度框架具体解决的是如何将经验主义合法

性的概念、类型与技术路径以一种内在连续的逻辑思路串联起来，对现实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予以

刻画和解释，并提出规范性的建构方向。概括而言，分析框架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 ：不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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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础衍生出相应的治理制度，一方面制度的正面功能巩固合法性，另一方面逆反功能不断累积

加之外部条件的催化，“激活”了合法性基础增、减、变化的“边界”，驱动国家开启下一轮合

法性建构，进而推动制度变迁和政策演进。

（一）合法性类型塑成

根据韦伯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不同权威类型上的“混型”，继而会产生“主

次格局”，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会具有主要类型的特征，同时兼具次要类型的成分。特定合法性类

型反映的是独特的“支配 - 认同关系”，即支配是建立在服从者对什么的认同基础上，对该关系

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操作化转换”才能指向观察，这种操作化就是维持合法性基础的“衍生制度”，

而考察衍生制度的前提是辨别存在哪些合法性基础。前文论及国家合法性建构的终极目标是通过

增加统治的正义性，进而在更广泛和更完整意义上充分证成自身存续的理由，获取公众认同与支

持。由此，合法性基础应然涵括四种政治正义，呈现在合法性类型上为意识形态合法性彰显理念

正义、绩效 - 增长合法性获取实质正义、绩效 - 公平合法性处理分配正义以及法治 - 程序合法性

实现程序正义，从而构成一个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完整结构。

1. 意识形态合法性

意识形态合法性指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理念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伦理期待和道德理想，包

括具有阶级属性的、与政体关联的意识形态以及主流价值思想和文化体系。作为一种彰显理念正

义的基础，意识形态是不断加工和建构的产物，“而不是被动模糊的存在，它的形成、变化和传

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策略”㊴，国家通过提供共识性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的依据，塑造

社会行动主体的行为惯例，使人们形成了何种行为方式是符合惯例和权威的共识。由此，意识形

态合法性的衍生制度就是政治话语、议题以及政治教化制度，在传播、宣传和社会化中发挥规范、

认知、协调和沟通功能，达到主张治国理念的适当性、解释公共政策逻辑和必要性、提供探讨政

策所需的共同语言和逻辑框架以及说服社会公众认可的目的。

2. 绩效 - 增长合法性

绩效 - 增长合法性指国家基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提升是否获得公众认同，

即利普赛特等人指称的政治体制的“有效性”以及伊斯顿的“特定支持”。为增加实质正义的绩效 -

增长合法性衍生出经济发展制度，通过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保证预期设置的指标性、数

字化的增长目标。但潜在问题在于这种合法性基础具有不稳定性，任何政治体系都不可能始终如

一保持良好的经济绩效，一旦绩效下降，公众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削弱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支持度。

3. 绩效 - 公平合法性

绩效 - 公平合法性即国家能否对经济增长福利的公平分配获得公众认同。为解决分配正义的

绩效 - 公平合法性，衍生出医疗、教育、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及利益调节机制，通过对经

济增长福利的再分配减少贫富分化、维系社会稳定。

4. 法治 - 程序合法性

法治 - 程序合法性指国家能否依据法律原则和民主政治程序治理国家社会事务，进而获得公

众认同。由于权利是公众向统治者表达合法性支持与否的根本凭据，缺乏权利意味着失去评价合

法性的资格，国家就存在超越公众意愿实施专制独裁的可能性。因此，“权利”是建构程序合法

性的核心概念。为保证程序正义的法治 - 程序合法性基础，衍生出代表制、结社制、公众参与和

监督制度等完善的法律体系，通过法治建设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约束政治权力行使，一方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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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对国家偏离正义的腐败、权力滥用和损害公共利益行为予以限制 ；另一方面，法律法规的约束

力和规范性有助于消解公众参与引发的价值偏向，从而保持社会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

（二）制度变迁场域

本文将“制度变迁场域”界定为衍生制度的创制、修正与发展的过程空间，是联结国家与社

会的公共场域，自上而下产出与自下而上的评价在此发生。根据尼尔森提出的四种制度景观㊵提

出相应的分析要点 ：（1）在制度的形成时期（formative moments），确定对当前事件产生实际影响

的历史时段，即需要划分不同合法性基础存续的历史时期。（2）在制度的正反馈时期，发现路径

依赖的实际发生机制，即需要分析制度如何发挥对合法性基础的巩固作用。（3）在复制时期，找

出保持正反馈机制稳定的原因，即需要识别何种要素促使巩固作用的持久发生。（4）在自我强化

的中断时期，发现制度断裂和关键节点，即需要探讨导致制度变迁的动因，换言之，制度、利益

和观念在具体情境的组合。对以上要点与前述分析进一步整合得出 ：

在制度变迁场域中，衍生制度“生产”行为结果与关系结构，行为结果指制度实施后产生的

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实际绩效和社会后果，反映国家这一行动者目标的实现程度 ；关系结构是由制

度实施后形成的群体分化和关系格局，反映国家与社会两大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和利益界定”。

二者“输出”的巩固功能和逆反功能决定了社会公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评价。换言之，国家建构的

合法性基础及其正义关怀与社会公众的价值偏好和需求应当具有一致性，二者的“堕距”成为制

度变迁的动力。由此，合法性基础、公众的价值偏好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联。

社会的道德期待要求理念正义时，伦理性评价权重更高，要求增加意识形态合法性，推动制

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中“观念”影响上升，“制度”㊶和“理性”影响下降 ；社会公众的物质福利需

求要求实质正义时，功利性评价权重更高，需要增加绩效 - 增长合法性，促进制度变迁的影响因

素中“利益”影响上升，“制度”和“观念”影响下降 ；社会对福利分配的感知要求分配正义时，

功利性评价权重更高，绩效 - 公平合法性亟需增加，引发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中“利益”影响上升，

“制度”和“观念”影响下降 ；公众权利的保障需要程序正义时，法治 - 程序合法性是国家合法

性的主要来源，三种因素均对制度变迁有重要影响，即前一时期制度生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需要

改变、对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视及价值观念普及、对由权利带来的自身利益需求的满足，都促成制

度变迁。

（三）重构边界激活

根据上文，制度、利益和观念三种因素可以归因于“内部功能归因”和“外部催化条件”两 

类。“制度”因素即衍生制度的逆反功能实质是制度变迁的“内部功能归因”，但并不及时且直接

促成新基础的建构。原因在于，一方面，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框架对国家行为和政府改革过程

和结果产生制约”，即使环境发生了新变化，制度框架由于路径依赖效应而“并不必然对这些变

化产生及时的功能性回应”，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累积达到“阀值”；另一方面，“外部催化条件”

诸如思想观念、技术、媒体舆论、突发事件和国际因素等与内因共同作用才能“激活”合法性基

础增、减、变化的“边界”，使国家开启下一轮的建构周期。

综上，“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与制度路径依循历史制度

主义的逻辑思路有机整合，着重考察“合法性基础”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因果关联，并总结其

中的分析要点，意图从国家 - 社会关系视角呈现合法性建构的经验逻辑，就此基本回答行文之初

提出的几个命题。然而，“对于一个好的理论来说，我们既需要利用应然的设问来进行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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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实然的设问来进行理论的检验”。因此，下文将利用该分析框架初步考察中国国家治理体

制下的合法性建构历程，以期有效认识和解释合法性基础的演变历程及其制度系统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建构检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自生自发演进性秩序发展下的有序生长，而是回应挑战情势下建构性

的秩序谋划㊷。依循“合法性建构”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主动“建构”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制度变迁

过程进行探析，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现象，从而对未来的国家行为予以预测和指路。

从 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这里的意识形

态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与政体关联的指导思想和治国理念，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刚实现由革命党

向执政党的转型，尚未完全褪去建立在革命政绩和领袖“超凡魅力”的合法性基础，而是以一种

集体形态作为卡里斯马权威化身，享有很大的专断性权力。社会公众将从革命时期对党代表的阶

级先进性的价值主张及革命功绩的支持转移至和平时期的国家领导和社会建设能力上，于此强化

了执政党的权威基础。国家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开展阶级斗争以及运动式治理与常规科层制治理

交替运作稳固合法性基础，以此强化被统治者的阶级属性和认同。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促使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改变，经济发展是党和国家建设

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公众的普遍需求。绩效 - 增长合法性成为国家权威来源的重要基础，而意

识形态合法性的维持不再依靠阶级斗争和运动式治理，而作为一种隐匿性、奠基性的存在建立起

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为国家宣称的

政治话语和议题、治国思想制度形态，为绩效 - 增长合法性的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和理念支撑，减

少经济发展制度的实施成本。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其

中之一就是对地方政府采取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制度，激励地方政府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

又控制因地方分权过大而导致对国家合法性的威胁。这类推动地方政府开展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

的制度打造出“发展型政府”模式，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在整体范

围内获取相当的社会认可与支持，强化绩效 - 增长合法性基础。

上述经济发展制度的负面功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集中爆发于社会领域，引发社会矛盾和国家 -

社会关系的紧张。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渐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后果，

使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受到威胁。同时，经济发展制度导致“城乡二元”等级格局的出现，造成城

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分裂，大量高污染企业由城市转向农村，优质资源和技术人才流向城市，农

民并不能相对平等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反而承担大部分环境风险，因此，这个时期的农村

环境抗争行为尤为严重。社会冲突容易诱发国家合法性的下降，国家亟需增加新的合法性基础。

由此进入 21 世纪后，为保证经济发展成果能够得以公平分配，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

会认同，国家意图建构绩效 - 公平合法性。在顶层设计中提出一系列民生制度和利益调节机制，

如 2002 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4 年提出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2006 年创新社会管理

体系将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2010 年又加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制度安排。这些促

进社会公平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认同，缓和了社会矛盾。但问题在于这一阶段，绩效 -

增长合法性仍是重要的且必要的，国家各项文件中指出现阶段一切问题都需要“发展”来解决，

尽管发展本身不只包含经济增长，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国家各项宏观规划、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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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与实施中，“发展”几乎等同于指标增长。绩效 - 增长合法性没有削减，反而又在继续产

生社会不公。

与此同时，国家 - 社会关系日益紧张，一方面，突出表现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环境抗争

行为日益频繁。据数据显示，中国自 1996 年以后进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环境群体性事

件一直保持年均 29% 的增速，重特大环境事件高发频发，其中 2011 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㊸无论是城市中产阶级还是农民的

抗争行为，引发其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都是对国家认同的下降，这种认同下降反映在程序合法性

的缺失上。前者是政府在邻避项目选址和建设中没有依据法制化和制度化渠道征求公众意见，给

公众权益带来损害，使之承受环境风险 ；后者则源于政府没有依据法制化和制度化渠道解决农民

的权利诉求和利益补偿，反而放纵企业污染致害。另一方面，伴随科技进步和多元价值思潮的涌入，

公众权利意识觉醒，具有高涨的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诉求。更重要的是新媒体、互联网、公共论坛、

bbs 等实质塑造起一个“社会场域的围观结构”㊹和一个基于网络的公共空间，很多议题经网络渠

道的传播、发酵，吸引社会公众讨论和关注，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国家作出回应。

上述变化要求国家建构法治 - 程序合法性，以保障权力关系规范行使以及公众的意见表达和参与

监督权利。

自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建构法治 - 程序合法性的意图愈加凸显，提出建设“法治

中国”。具体而言，一是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建立权力清单和监督问责机制，并激励地方“与

志愿团体、社区组织建立以信任为机制的伙伴关系，拓宽公共服务供给与传送的途径，把利益相

关者纳入小型化治理网络，不仅灵活回应公民的需要”㊺，提升作为社区成员与政府一道为社区

建设进行积极投入，而且促使其了解政府运作，提升满意度和认同感 ；二是不断扩大公众参与权

利，拓宽参与渠道，如以环境治理为例，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环保公益诉讼

等制度，引导、规范公众依法有序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环保部官网显示，由于公众及

时举报和建议，环保部门对地方高危项目拒绝审批，消除了大量环境隐患。2015 年环保部开通环

保“两微”的“线上渠道”，与以往信访制度、热线电话等线下渠道相比，线上渠道具备及时性、

匿名化、隐蔽性和低成本性质，公众更接受这种行使权利的“轻参与”方式，有助于提升社会信

息透明度和意见表达多样化和均衡化。

然而，法治 - 程序合法性建构中的某些制度安排的负面功能已悄然浮现，需要警惕“合法性

的循环自我论证”，即实现程序合法性的参与制度不能是强化和固化国家 - 社会的“中心 - 边缘

结构”的自我论证，而没有真正地将公众尤其是边缘弱势群体吸纳进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议

题决策层次。一直以来，国家 - 社会关系呈现一种“中心 - 边缘结构”，政治精英掌握政治话语

和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政治社会行为的主导权，普通公众距离这一决策中心的距离甚远。

尽管现实存在对公众参与权利的法律认可以及多样化参与渠道，为国家法治 - 程序合法性提供有

力的论证。但事实上象征性参与制度、利益代表和实质渠道的缺失、参与成本的高昂等因素导致

公众特别是边缘群体的权利难以保障，而近几年出现的“指向弱者的暴力”，揭示出表面看似“合法”

的参与制度实则更多是政府掌控范围内的“最低限度的大众参与”，由此使中心愈集中化、边缘

愈边缘化。这种排斥性社会体制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层人民难以有尊严、

体面的生活，大量直指“公权力部门”的抗争事件爆发也说明社会冲突可能转变成国家合法性流

失的潜在风险。因此，国家下一步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提供真正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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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职工、搬迁户和贫困者等群体提供政治代表，拉近边缘群体与“中心”的距离。同时，通过

软性制度建设为弱势群体树立起健康积极的心理环境，如政府和社区建立非正式对话平台，依

靠社会公益组织和心理卫生机构对弱势群体定期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普及依法维权的知识，柔

性化解其暴力倾向和戾气，帮助其提升物质利益、基本权利以及“心灵秩序”，使之充满安全感、

获得感与幸福感。由此，方可有助于实现法治 - 程序合法性。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合法性理论及其制度命题，有助于解决经

验主义合法性的逻辑不连续性和理论薄弱环节。研究发现，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为合法性理论提供

中观层次的分析对象、合法性存续的制度解释及基础转换的动因、正义价值的规范性意义，并拓

宽了合法性分析的历时维度。将上述分析逻辑嵌入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之中，进一步抽象为一个

“合法性类型塑成—制度变迁场域—重构边界激活”的制度分析框架，意在对现实国家建构“合

法性基础”及“制度变迁”的历时性因果关系予以解释，预测未来制度变迁的图景。文章最后将

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建构和制度变迁历程作为经验考察的蓝本，以期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

现象、国家治理制度变迁及其历史意义，对未来国家治理行为和制度建设予以预测。

鉴于本文是规范性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尚未对以下经验问题予以解答，这也将是后续完善

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要研究任务，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有助于为后续研究者的经

验研究提供分析路径和变量设计。

1. 如何测量社会公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甚至如罗斯柴尔德提出的“能否提前识别甚至用指

标测量合法性销蚀是否低于警戒线以下”㊻？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中国家视角过度强于社会视角，

造成“国家对合法性的论证”重于“社会公众对国家行为的认同”的失衡。而历史制度主义路径

不仅将国家作为自主政治行动者，还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即国家 - 社会关系演变，这要求经验

主义合法性需要纳入更多“含金量”的社会认同分析及其对国家制度产出端（output）分析的重

要意义。而意图增加社会视角的理论构建，就需要从微观层面即个人行为入手量化社会认同，涉

及指标体系的构建、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量化工作。

2. 如何分析合法性评价的层级差异问题？为方便分析，本文将合法性载体限制于宪法层次上

的“政治体制”，并将“国家”与“政治体制”等同，实际上，合法性的承担角色包括国家、政

治体制和个人，公众认同也是具有差异的。这方面，伊斯顿认为对政治共同体、体制和执政者的

支持三个方面的认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就中国经验而言，社会公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认同

也是“差序认同”，上级政府的合法性普遍高于地方政府。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化对不同层次的

政治行动者的合法性的差异性与对整体性国家行动者合法性的一致性之间的理论处理问题。

3. 政治精英的价值博弈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关注政治精英的博弈行为对制

度变迁的影响作用，这就意味“需要关注个人和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冲突和竞争”问题。由此，

如果将国家视为由多个行动者或政策精英集团构成的实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进行争论与合作，

就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中的因果关系。正如詹尼斯和斯麦尔所言，“特定时期存在的不是一种支配

性理念，而是多种政策理念或认知、规范框架……政策精英之间获取合法性权威之间的竞争是促

使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㊼。



156     总第三五五期

注释 ：

① 有学者致力于超越合法性研究的二分法，如 Chris Thornhill 提出应跳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桎梏，将合法性划分为

功能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参见 Chris Thornhill, “Political Legitimacy: A Theoretical Approach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stellations, vol.l8, no.2 (Jun 2011), pp.135–169。但二分法仍旧是主流研究的共识框架。

② 郭晓东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与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③ 朱佳峰 ：《政治正当性 ：一个政治哲学辨析》，郭苏建、孙国东主编 ：《转型中国 - 社会秩序建构的关键词辨析》，上海 ：

格致出版社，2017 年，第 78—87 页。

④⑧㉓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 年，第 206 页，第 188—189 页，第 206 页。

⑤ 马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 ：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9、

17—20 页。根据韦伯的理论，“支配”的运作或“权威”的行使需要“正当性”理由作为终极依据，这里指称的“正当性”

实际是“合法性”一个面向（另一个面向是服从者对正当性的认同），即支配者视角中的“合法性”叙事，因此，“正当性”

的三种理想类型或基础就是“合法性”的三种类型或基础。

⑥ 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 144 页。

⑦ 张康之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教学与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⑨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 (Mar 1959), pp.69-105.

⑩㉑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54—83 页。

⑪ 马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 ：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9、

17—20 页。

⑫ 参见周雪光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 ：一个韦伯理论视角》，《文化纵横》2013 年第 3 期 ；冯仕政 ：《中国国家

运动的形成与变异 ：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 期 ；蔡禾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

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 年第 2 期 ；马宝成 ：《有效性 ：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天津社

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彭勃、张振洋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浙江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3 期 ；杨宏星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学海》2013 年第 3 期。

⑬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8 年，第 329—331 页。

⑭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第 83—118 页。

⑮ 即一是存在可认识和掌握的历史发展规律 ；二是政治具有可预测性、可检验性和可参照性 ；三是政治领域可以科学规

划和设计 ；四是科层制的普及和量化测量方式对政府绩效评估。参见郭晓东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与重建》，《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⑯ Arthur H. Miller,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 no.3 

(September 1974), pp.951-972; William Mishler, Richard Rose,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9, no.2(May 1997), pp.418-451.

⑰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6 页。

⑱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4, 

no.2 (June  2000). pp.251-267.

⑲ 需要说明的是，夸克用“范式”指代合法性的“类型”或“基础”。

⑳ 《让 - 马克·夸克教授主讲“政治合法性的中心地位 ：一种关于政治的理论解释”》，http://www.ias.fudan.edu.cn/News/



157May.   2019

政　　治   二 O 一九年  第五期

Detail.aspx?Cid=5462&Pid=53，2017 年 12 月 24 日 ；《让 - 马克·夸克教授主讲“（国家和国际）政治秩序中各类不同合

法性理论范式之辨析”》，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Cid=5504&Pid=53，2017 年 12 月 23 日。

㉒㉔㊻ Joseph Rothschild, “Observation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2, 

no.3 (Autumn 1977), pp.487-501.

㉕ 参 见 Peter A.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no.2 (June 1999), pp.369-404 ； G. John Ikenberry, “Conclusio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1 (December 1988), pp.219-243.

㉖ E.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26, no.1 (March 1998), pp.5-34.

㉗㊲㊳ 何俊志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㉘ 克拉斯纳的“断裂均衡”模型，将制度变迁分为制度持续和制度断裂两个时期，前者动因在于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即路径依赖效应，后者则是由于重大外部性事件的发生如战争冲突中断既有制度存续的客观环境，导致旧制度解体、新

制度成立，随后进入下一个持续期间。而西伦将内外因同时纳入进来，更加强调历史形成的制度结构对现在制度持续与

变迁的重要意义，进而形成了“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观点，行为者掌握现存制度后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图对其功能进行转换，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就不是完全的断裂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6, no.2 (January 1984), pp.223-246;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1, no.1(April 1988), pp.66-94。

㉙㊵ 何俊志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细分与整合潜力》，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6 页。

㉚ G. John Ikenberry, “Conclusio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1 (December 1988), pp.219-243.

㉛ 杰弗里·托马斯 ：《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2 页。

㉜ Jeffrey Haydu, “Making Use of the Past: Time Periods as Cases to Compare and as Sequences of Problem Solv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4, no.2 (September 1998), pp.339-371.

㉝㊴㊼ 河连燮 ：《制度分析 ：理论与争议》，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9—30 页，第 108 页，第 108 页。

㉞ 庄德水 ：《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策研究的三重意义》，《理论探讨》2008 年第 5 期。

㉟ 郭晓东 ：《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

㊱ 马宝成 ：《有效性 ：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马宝成 ：《试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

值取向》，《中国行政管理》2001 年第 5 期。

㊶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制度”指的是制度本身的逆反功能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

㊷ 黄建洪 ：《生态型区域治理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张力——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的逻辑》，《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㊸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均递增 29%》，http://money.163.com/12/1027/02/8EPP4IHP00253B0H.html?from=money，

2012 年 10 月 27 日。

㊹ 喻国明 ：《微博影响力的形成机制与社会价值》，《人民论坛》2011 年第 34 期。

㊺ 何艳玲 ：《“嵌入式自治”：国家—地方互嵌关系下的地方治理》，《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编辑　杜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