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的什么权，集的什么权？
——读书札记一则
李斯特∗

一、	
  
许多法律人喜谈分权，尤其喜谈分权下的司法权独立，他们言辞凿凿，似乎
只要一朝实行分权，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只要一天没有实行分权，中
国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常用的名言警句有：“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权力的人使
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
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
2
由也就不存在了”， 等等。
这让我们既郁闷又困惑。数千年来，中国人居然从来不懂得如此重大而浅显
的道理，直到别人来启蒙我们，还不郁闷！困惑的是，在漫天的欧风美雨之中，
我们似乎也听到了西方思想家关于分权的一些不同声音，高明如西人，这么浅显
的道理还要争论吗？面对困惑，我们是把耳朵堵起来，只听别人过滤的，还是把
耳朵竖起来，多听听，多想想？我看还是自我启蒙，来个兼听则明的好。于是阅
读、思考几位在分权问题上影响巨大的西方思想家的著述，并结合中国经验相互
印证，就成为这篇读书札记的出发点。这份书单很不全面，只能是管窥蠡测，意
在就正于方家；同时为了尽量保持原著的面目，本文多处有较长的原文直录，也
要请读者原谅。

二、	
  
为热衷于分权的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西方著作主要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
神》、洛克的《政府论》，还有美国建国的实践和理论的结晶——《联邦党人文集》。
而明确反对分权的则有博丹的《论主权》、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卢梭的《社会
契约论》。
阅读上述著作后，令我惊叹的不是他们的对立，而是他们的不对立！博丹、
霍布斯和卢梭，自然都站在主权者唯一，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上反对分权。博丹

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lisite@scnu.edu.cn。
阿克贡：《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本文引用同一专著，自第一次以下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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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主权不可分割，主权者在上帝之下万民之上，除上帝的自然法外他不应受
到任何法律的管制，因为所有法律皆出于他，主权理应决定一切而不听从任何命
令。3
霍布斯和卢梭这两位修辞大师则不留情面地激烈抨击分权：
还有第六种说法，明显而直接地违反着国家的本质，那便是主权可以分割的
说法。分割国家权利就是使国家解体，因为被分割的主权会互相摧毁。4
这种国家的不正常状况可以严格地比之于人体上的什么疾病我还弄不清楚。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在身体旁边又长出另一个人来，具有自己的头部、臂膀、胸部
和胃部。如果他在另一边再长出一个人来，这比喻就非常恰当了。5
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6
可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王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
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
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
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7
然而使人惊讶的是，主张分权一派的洛克和孟德斯鸠竟然也写有以下文字：
在一个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并按照自己的性质、即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
有组织的国家中，虽然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
必须处于从属地位，……8
摩罗西人因为不知道怎样限制单一统治者的权力，设立了两个国王，这样他
们削弱了国家，甚于削弱了统治权力；他们想要两个国王彼此竞赛，结果是两个
国王互相敌视。9
在洛克的政府设计蓝图中，存在一个最高权力，那就是立法权，而执行权（包
括对外权）都处于立法权之下。10而孟德斯鸠，毫无疑问，是在嘲讽摩罗西人的
这种分权，因为他们设立了两个国王也就是两个主权者，因而竞赛变成敌视，国
家被削弱了。这岂不就是博丹、霍布斯和卢梭的论调？对立何在？
我想，问题的纠结来自对分权与集权这对概念中的“权”字的误解。“权”
翻译成汉语后不容易看到区别，但在西方语言中“权”字所对应的单词是不同的。
我们之所以觉得霍布斯、卢梭与孟德斯鸠、洛克之间是对立的，是因为我们从译
文的字面上理解问题（也许还有故意曲解的因素），而细读文本后我们发现了他
们的一致，这种又对立又一致的矛盾就是“权”字的多重意义造成的。至少在英
语里，“权”有两层含义：一是主权
．．（sovereignty），一是权力
．．（power）。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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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和卢梭非常清晰地是在主权的层面上反对分权，而孟德斯鸠和洛克则主要
在权力（更准确的表述是治权
．．，administrative power）的层面上主张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当我们不加以区分时，就很容易误以为他们是相对立的。其实前面
引述的文字显示，在主权问题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都认为主权唯一，不可分割。

三、	
  
那么，什么是主权？《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构成最高
仲裁者（无论是个人或组织）属性的权力或权威，这类仲裁者对作出决策以及解
决政治体系内的争端具有某种程度的最终权力，能够进行这种决策意味着对外部
力量的独立性和对于内部团体享有最高权威或支配权。”11霍布斯的定义是：“一
．
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
．．．．．．．．．．．．．．．．．．．．．．．．．．．．．．．．．．．
的和平与共同防卫
”12且不细究定义，
．．．．．．．．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
．．．．．．．．．．．．．．．．．．．
主权是一共同体或国家的最根本的、最高的权力，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这一点应
当没有异议。“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
．．．，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
13
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主权者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
是一群人。14对卢梭而言，主权者就是共同体本身，是“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
的公共人格”，国家、城邦、共和国、主权者、政权都是对它的不同称谓。15

卢梭提出的是人民主权的主张。其实我们也可以把霍布斯归为同一阵营，因
为他虽然把重点放在确保主权者的至高地位上，但在他描绘的按约建立国家的图
景中，主权毫无疑问来自人民的授意。这一点还启发我们，公意诚难测，正如天
意诚难明，君权神授与主权在民，以德配天与当好人民公仆在实际效果上也未必
不同，尽管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截然相反。
根据主权的一般定义，如果分权指的是分割主权的话，那至少在逻辑上我们
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分割主权，意味着有不止一个的主权者，怎么可能设想
共同体的最重要事务，尤其是在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上，居然有
两个以上发号施令的主权者？那人民究竟何去何从？这简直不可思议！设若外敌
入侵、恐怖袭击、天降巨灾、瘟疫肆虐、经济崩溃之际，共同体之内居然有数个
至高的主权者，他们之间的意见相持不下，这个共同体的覆亡是不难想见的。霍
布斯与众不同的深刻之处恰在于此。英国内战中“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惨酷
现实刺激着他，促他深思并在《利维坦》中指出，国家按约成立，主权者诞生后
这个过程旋即成为不可逆的，最高权力决不能再被推翻，也不应受到束缚。16这
个貌似鼓吹暴政的理论是对人的脆弱、善变、嫉妒、猜疑的本性的深刻洞见，唯
有利维坦的矗立能保证人免于“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自然状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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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公意，洛克的“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的确是十分崇高、动人
的理论，但在实践中远不能解决主权者缺位的难题，他们虽然也意识到主权必须
统一的道理，却都不及霍布斯认识得深刻。
因此分权、集权之争是“直把杭州作汴州”了。霍布斯非常清楚地预见到，
主权绝不能被分割，否则主权将不再为主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丧权辱国的丧权
．．。
一旦丧权，就根本谈不上分权还是集权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主权不可分割，并不是说任何权力都不容分散。霍布斯的判断标准是主权者
转让该项权力是否会影响其保卫臣民的权力，他列举了言论审查权、立法权、司
法权、对外权、选任权、惩处权、荣誉权都属于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主权的一
部分，其余权力则可以转让。17在可以转让的权力上才发生我们所说的分权的问
题。对此我的引申理解是，在所谓是否会影响主权者保卫臣民的权力的判断上，
并没有一个僵硬的界线，也就是说在不同时空中的共同体生活是不一样的，保证
共同体安全的主权的具体内容也随之有所不同。
而且，在前述的这一判断上，应当再加一条更为明显的判断标准。由于主权
是一切权力的来源，那么判断主权是否被削弱的标准就应是该权力被转让后主权
者还能否有效地收回。换言之，这类似于中国土地承包，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的
转让。主权的某些权能可以“承包”但不是转让，承包者只是“在各人的职位上
代表主权者”18。风筝飞得再高再远，线没有断，掌控就还在。如汉代，景帝意
图削藩，即有七国之乱，这表明主权已经被削弱了。如当代新中国，中央欲加强
财力推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服从中央，这就是主权统一的象征。如此，霍布斯所
言的例外也不存在了，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说法将一以贯之，分权绝对不
涉及主权，而始终只是主权之后、之下的问题。
从《利维坦》看中国历史给予我很大启发。前面提到，《利维坦》是惨酷的
英国内战的产物。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中国曾有过与之非常类似的思想文字。
且让我们在舆论和学说审查方面作一比较。为忠实原著，请允许我冗长地直引：
决定哪些学说和意见有害于和平，哪些有利于和平，决定对人民大众讲话时
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程度内应受到信任，以及决定在一切书籍出版前，其
中的学说应当由谁来审查等都属于主权范围。……因为人们被不负责任地统治到
如此程度，以致敢于用武力保卫或介绍一种意见，他们便仍然处在战争状态
中。……因之，主权者便有权审定意见和学说，或任命全体审定人，把这事当成
和平所必需的事，像这样来防止纠纷和内战。19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
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
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
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
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17
18
19

《利维坦》，139 页。
《利维坦》，264 页。
《利维坦》，137 页。

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20
在“一同天下之义”的主张上，霍布斯与墨子是多么的异口同声啊！请再看：
任何东西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像我们西方世界学习希腊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
的代价那样大。21
总之，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比下述做法更加有害于君主国家，那便是现在
不让谨慎周到的大师们适当地校正这些书以便除去其中的毒害，就任其公开阅
读。22
诸位听听，这活脱脱就是一位力倡“燔诗书以明法令”23、
“一言”、24“一赏、
一刑、一教”25的西方商君嘛！要是秦始皇能读到《利维坦》的话，我相信他也
一定会感叹一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6
不独霍布斯、墨子、商鞅、韩非，孔子著《春秋》也是如此。“春秋期间，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27孔子痛感于共同体的瓦解，人民流离失所，因而作《春秋》使“乱臣
贼子惧”，“拨乱世反之正”。28《礼》、《乐》的理想也不离于此。当然，在国家、
主权、政体的具体问题上霍布斯与先秦诸子们不可能分享多少共识，但他们着眼
于如何建立共同体脱离战祸横结、生灵涂炭自然状态的出发点没有分别，而他们
最终把解决方案归结于唯一、至高主权者的确立也没有分别。太史公以“天下一
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29评论百家，真是令人拜服！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
不可失”，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墨家“强本节用，
不可废”，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30还有
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都是为结束纷争实现和平的努力。
这样来比较不是要借西方思想家为中国古代诸子贴金，也不是推销什么普世
价值，而是要指出，他们同声共气，只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和正
视各自时代的“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回首十六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十
七世纪的英国内战，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对于人民，还有什么比安全更
加宝贵的呢？请允许我录一首诗于此：
不再有友谊和怜悯
不再有礼数风度
不再有倚靠

20

《墨子·尚同上》。
《利维坦》，168 页。
22
《利维坦》，255 页。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商君书锥指·一言》。
25
《商君书锥指·赏刑》。
26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7
《史记·太史公自序》。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
30
同上注。
21

和安逸
一切都只是让人烦恼伤感……
我们看到色彩灿然的
美丽鲜花
变成蒿草一蓬；
我们看到美丽的花园
在清晨衰败凋零31

四、	
  
如果有人认为诸子百家、包括博丹、霍布斯都是专制主义一脉何足道哉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大多数人推崇的《联邦党人文集》好了。许多人在谈论《联邦党人
文集》时都高声赞美它如何保持各州的独立，如何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
在第二点上也更多把它与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联系起来，《联邦党人文集》的确
曾专门讨论了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32但在我看来，
《联邦党人文集》中隐蔽的上
帝是《利维坦》，
《联邦党人文集》中雷打不动的首要问题是主权而非分权，美国
建国与《利维坦》，犹如实践与理念的双轨并进。
《利维坦》言，安全是第一要务。33《联邦党人文集》指出：
“在一个明智而
自由的人民认为必须注意的许多事物当中，为自己提供安全
．．看来是首要的事情。”
34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利维坦》言，要实现安全，必须存在唯一的、最高的主
权者，因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联邦党人文集》指出，指望联邦强大的同时各
35
成员又完全独立的想法是“盲目崇拜主权内的主权
．．．．．．这种政治上的怪物”。 （着重
号为原文所有）《利维坦》言，分割主权是畸形怪胎，36《联邦党人文集》指出，
反对限制州权力，反对联邦宪法和法律高于州宪法和法律的意见必定导致“全世
界将初次看到一种以颠倒一切政府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制度；全世界将看到
整个社会的权力到处服从于各部分的权力；全世界将看到一只头脑听从四肢指挥
的怪物。”37《联邦党人文集》还指出：“反对制宪会议计划的人，不去首先考虑
为达到联邦政府的目的绝对需要多少权力，却费尽心机研究拟议中的那种权力对
各州政府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一次要问题。”38无需再援引了，联邦党人为之呕心沥
血的正是伟大的利维坦的缔造。

31

作于 16 世纪宗教战争中的“春又回之歌”，转引自《法国史》，杜比主编，吕一民、沈坚、黄艳红 等译，
上册，590 页。
32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145-151 页。
33
《利维坦》，97、98 页。
34
《联邦党人文集》，11 页。
35
《联邦党人文集》，73 页。
36
《利维坦》，258 页。
37
《联邦党人文集》，234 页。
38
《联邦党人文集》，235 页。

《利维坦》言，少数人联合不能使人们得到安全，39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宣战
媾和的权力属于唯一的主权者。40《联邦党人文集》指出，如果美国分为十三个
分散的州或三四个邦联，政府就不能集中全国的最优秀人才，就不容易防止私心，
政府和政府之间就不能统一行动，就不能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也就不能得到
尊重。
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
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者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
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
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41
《利维坦》言，主权者必须是国民军的最高统帅，42《联邦党人文集》指出，
联邦政府应当拥有维持国家军队的权力。43《利维坦》言，因为人总会倾向于放
大自己的损失，无视共同体的灾害，所以主权者必须保有征税权，在平时尽量对
臣民征敛，以备紧急之需。44《联邦党人文集》指出，联邦政府必须含有征税的
全面权力，联邦的未来需要是无法估计和限制的，征收的权力应当与联邦的需要
相适应，征税的不足部分如果依赖各州征收来补足，必定会削弱联邦，并播下不
和的种子。45
说到这里，请允许再传唤斯密先生为我们出庭作证。这位以“看不见的手”
著称，被后世尊为自由经济鼻祖的伟大学者，在利维坦问题可毫不含糊。他十分
清醒，安全是自由的前提，主权是安全的前提。“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
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46而一国的军权同时掌握在享
有民政权力的人的手里，则军队对自由绝无危险，它还可能有利于自由，因为君
主有了常备军护持，就没有安全的隐忧，他就无须时时猜疑和监视市民的言行。
相反，如果分割主权，军队统帅的利益与国家宪法的维持不一定关联时，军队才
会威胁自由。47《联邦党人文集》对于安全与自由的关系亦作如是观：
不受外来威胁，是治国最有力的指导者。即使对自由的热爱，过一个时期以
后，也会服从于它的指挥。伴随战争发生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
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
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可
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48
在这里，斯密与霍布斯，还有联邦党人，殊途而同归了。强大的主权绝不会
扼杀自由，相反，自由要建造在强大主权的磐石之上。如果依照某些人的狂热臆
想，让分权染指主权的话，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但愿人们不要忘记霍布斯在《利
维坦》中对历史的沉痛总结：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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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格兰绝大部分人当初没有接受一种看法，将这些权力在国王、上院、
下院之间加以分割，人民便绝不会出现分裂而首先在政见不同的人之间发生内
战，接着又在宗教自由问题方面各持异议的人之间发生内战。49

五、	
  
既然主权根本不可转让、不可分割，那也就无所谓主权的分与集。因此分权
与集权讨论的并不是主权问题。如前所述，洛克、孟德斯鸠他们所言的分权根本
不是指分割主权。洛克明言，立法权高于一切，其它权力都从属于立法权，孟德
斯鸠批评了摩罗西人拥立两个国王的愚蠢做法，这都表明了他们对于主权不可分
割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他们所言的分权又是怎么回事？
就我的理解，洛克、孟德斯鸠所言的分权，分的是治权
．．，即治理国家和社会
的具体职权。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因为立法机关（主权者）难以事事躬亲，
所以有必要设立执行机关作为它的左膀右臂，它们之间是大脑与躯体的关系。50
如果分权指的是分割治权，则虽然古今中外的国家形态千姿百态，主权和主
权者的应有之义也天差地别，我敢肯定分权是时时处处都在进行的，因为不可能
有主权者能够胜任所有治权的行使。洛克如是说，连好多年前的墨子也如是说：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51天子掌握
最高权力，而治权却不免要分授在三公、诸侯国君、正长手里。而《利维坦》中
有专章讨论“主权者的政务大臣”，也是在谈具体的治权的分配。52分权无时无处
不在，意味着集权只是对分权程度相对较低的状态的一种表述，也意味着分权也
不可能是现代才有的产物，现代所产出的只是新的分权形态罢了。三公九卿、三
省六部，难道就不是分权？
我这样狂妄演绎，竟把分权这一伟大的理论发明与臭名昭著的专制政体联系
起来了。还真让说对了，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分权确实不曾排斥某一类型的政体，
也就是说分权完全可以兼容于一人、少数人承当主权者的政体。我们注意到，霍
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他们对于政体的分类尽管有出入，但都可追根溯源至亚
里士多德，即把政体分成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5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中还指出，这三类政体都可能蜕变成相应的不良变体：僭主制、寡头制、平民制。
无论在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承当主权者的君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当中，主权
者都代表着共同体的利益，但在僭主制、寡头制、平民制中，主权者只谋求个人
的、富人的或穷人的利益，无一为全体公民谋求共同利益。54也就是说，在任一
种政体下都可能出现暴政，区别只在于这是一人的、少数权贵的、还是多数平民
的暴政。所以纵然把分权理解为把主权分配至多少人的手上也不能防止专权
．．、极
．
权
．的发生。分权要解决的，不是政体选择的问题，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孟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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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从没有这样看待问题，尽管亚里士多德更青睐多数人统治的政体，霍布斯更倾
向君主政体，但他们都极为明智地坚持了政体问题要从城邦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出
发。有识之士从不会被意识形态蒙蔽双眼，我们听听孟德斯鸠是怎么说的：
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只在
宽和的政府里存在。不过它并不是经常存在于政治宽和的国家里；它只在那样的
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55
恰恰发轫于此，我们才找到西方思想家提出分权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在政体
确立也就是主权确立之后，要通过合理分配治权来防止因政体蜕变而危及共同体
安全。《论法的精神》长篇大论寻求的就是如何针对每种政体的各自原则用不同
的分权模式防止政体的腐化。56一言以蔽之，分权是为保持主权的健康和强大而
产生的。
因此，用无分权导致专权、极权来批评中外的君主政体，或者批评今天中国
的一党专政制度完全是“城隍庙里拜菩萨——找错了门”。以分权乃分配治权观
之，首先，这些国家存在分权，其次，这些政制也不会妨碍分权。孟德斯鸠说，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当司
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57这一说法是不够清晰的，
至少是容易误导人的，因为他没有提到前提条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源
泉在哪里？总得先有了立法、行政、司法权，才能分立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权力的源泉只能是主权。那么孟德斯鸠谈这三权应该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或机关
的手里，显然不能认为是说三权应该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主权者手里。要么主权者
凌驾于这些人和机关之上，要么其中某一人和机关作为主权者凌驾于其他人和机
关之上，结果都是分权不涉主权。
孟德斯鸠认为权力一旦集中，国王或议会就将制定并执行暴虐的法律，侵害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58如果以为这个说法是针对主权而言的话，它在逻辑上也不
成立。也是前面讲过的，霍布斯和斯密都雄辩地论证了，主权者大权独揽，主权
非常强大的时候，臣民或公民能享有更加充分的自由。君主热衷于损害自己的王
国怎么会是一种规律？而一党为什么就一定比党员总人数占人口同样比例的两
党或多党糟糕呢？一党之中的宗派之争，跟党与党之间的党争又有什么分别？这
是我难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权力分立指的是治权的分立，孟德斯鸠的说法实乃卓识远见。当从
事实际治理事务的人或机关握有过多的权力时，他们的自身利益就背离了共同体
利益，政体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蜕变，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共同体就会面临解体
或覆亡的威胁。合理的分权可以避免这种危险，保持政体的健康和主权的强盛，
从而保证共同体的安全和人们的自由。分权，不但不涉主权，它生来就是为主权
服务的。
由此想到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谈判。英国当局居然向中国政府提出什么
“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他们书读得太差，把老祖宗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了，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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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忘了主权是不得分割的；但其实他们是书读得太好，他们清楚得很，这种分权
方案一旦被接受，主权就不成其为主权。他们可没忘记老祖宗，只是不把别人的
主权当主权想任意宰割就是了。

六、	
  
本文的题目似乎要讨论分权与集权的问题，但实际成了分权与主权的问题。
本文强调主权不可分割，主权先于、高于分权，分权指涉的是分配治权。这是不
是只在做文字游戏呢？最终你不还是在讨论权力的分散和集中吗？我以为不是
的，本文的梳理有超越修辞的地方。称谓问题有时不仅仅是称谓问题。
首先，在逻辑上这一区分是必要的。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历史上关于分权的争
论，而且，所有纷争最终总得有一个一锤定音的时刻，光有分权在理论上不能解
释这一事实。在分权之上引入主权，在逻辑上更加顺理成章。
但逻辑除了对理论家外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一分析解释了一个所
有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的问题。不要忘记，本文所涉及的作者基本都是经历过共
同体危机的。当共同体处于危险关头，主权问题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就清晰地显现
出来，危机是召唤主权的飞符。此时此刻，主权凌驾分权、法律乃至一切，这既
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义务，即对共同体也对自己负责的义务。主权不可能受分
权的制约，因为分权来自授权，授权来自法律，而法律来自主权。诚如美国联邦
大法官们所言，美利坚的主权不来自宪法，而来自独立战争的胜利，主权先于宪
法。59基于这一事实，美国主权者在宪政时刻屡屡突破分权、法律甚至宪法，不
但具有合理性，而且无违合法性。60同理，新中国的主权不来自共和国宪法，而
来自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有法律人会为这个论点鼓掌吗？
有，波斯纳法官会是一个。也许他还会为主权凌驾司法独立之上鼓掌。在《并
非自杀契约》一书中，波斯纳法官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当危机来临之际谁是主权者，
但他相当明确地指出，联邦最高法院不是。61我们发现，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
会用国家、政府、甚至在中国还用共产党这些概念作为主权者的笼统指称，但法
院这个概念从来没享受过这一殊荣，我们大多数人在谈主权时脑海很少出现法
院。事实上，没钱、没剑、少人、非民选的司法如何能够在一个绝对的意义上独
立？真叫人犯糊涂。说到底，司法机关只是在平时可以就普通事务享有独立裁判
权。可别忘了，孟德斯鸠谈三权分立，他所说的司法权是“关于民政法规的行政
权力”，只是为了表述方便，把他叫做司法权，以容易区别于“有关国际法事项
的行政权力”即行政权。62所以他又说：
“在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
63
以说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洛克为什么只区分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原因。而且即使
这种程度上的独立权也只是主权“承包”给它的；一旦危机来临，主权者就收回
去了，有点像一只手，放松的时候有五个指头，攥紧的时候就是一个拳头，但终
究那是一只手而不是五只手。主权面前，何来司法独立？我们什么时候看到生死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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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关的国家大事是由一个日常法院哪怕是最高法院来决定的？处死查理一世？
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纽伦堡、东京审判？应对 911？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也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杰克逊大法官的话更应该翻
转来说：你们说得对不是因为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了算只是因为你们说得对。说
得对，或沉默得对，让你说了算；说得不对，主权就要说不。
彻底斩断分权之手伸向主权的理论取向还有利于正确地揭示，分权不能决定
政体，也不专属于某一类型的政体，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把分权作为判断政体优劣
的标准的说法。相反，主权是分权得以发生的前提，因而政体要解决的是从实际
国情出发建立主权的问题，也就是利维坦问题，或者说是建国（state building）
问题。64对近代中国而言，外敌环峙、内部动荡、民族问题复杂、国家积贫积弱，
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亡国灭种”的共同体危机，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
承当起主权者的角色，而且不能承受三权分立的模式。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和
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65邓小平反复说三权鼎立不适合中国，66正是这一道
理。比起救亡图存，分不分权有什么重要？
论及此，我们会明白，韩非、马基雅维利不厌其烦地、极其露骨地探讨南面
之术，甚至鼓动君主为捍卫君权可以无视法律与道德的束缚，“妥善地使用”暴
力和诈术，不是为专制、极权服务，而是要解决主权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解决共
同体的安全问题，也即个人的自由问题。杰克逊大法官说得漂亮：“问题并非选
择秩序还是选择自由；而是选择有序的自由还是选择既无自由也无秩序的天下大
乱。”67不过还是让我们再一次向霍布斯和他的《利维坦》致敬吧——
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
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
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
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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