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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关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影响下，我国利益 关 系的变 迁，主要表现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公民

与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上，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公民间利益关系：从“国家至上”到“以民为本”

我国传统的国家— 公民间利益 关系主要表现在国家 对公民的管控和公民对国家的依附。国家 通过高度集

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意识 形态，将 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完全 纳入到国家的体制内。国家是

一切利益产生的唯一源泉，个人利益完全融入集体利益和国家 利益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 利益保持 形式上和内

容上的高度统一，国家之外不存在私人利益的合法空间。

市场经济为公民提供了另一种与国家关系较弱的利益获取方式，使公民摆脱了国家的管控，减轻了对国家的

依赖。传统的国家— 公民间利益关系逐步发生变化，公民自身利益在国家利益的框架下取得了一定的独立发展

空间。特别是国企改制，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业税的取消，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使传统的高度统一的国

家—公民间利益关系进一步弱化。在国家逐渐放弃干预公民私人活动的同时，国家通过税收（公共收支）将国家

与公民重新统一起来，税收取代其他形式成为公民履行国家义务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以公共收支为

纽带的国家—公民间利益关系逐步形成。 这种新型的国家—公民间利益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私有产权的伸张

国家— 公民间利益 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私人领域的出现和私 利观 念的形成。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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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瓦解，为私人领域的出现开辟了空间，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私人领域中私人利益

的成长创造了空间。经济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定逐渐明朗化，为私有财产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

国家— 公民间利益关系中，公民越 来越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日益明确形成“国家的”和“自己的”这样的概念

区分。公民私有财产观念的产生，势必会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伸张提出新的要求。

2 .“公民国家”的认知

公民在重新界定自我利益的同时，也逐渐 形成了对国家的再认知，从而使 新型的国家观 念得以出现。在我

国的国家建构理念当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国家 最高主权。民众以“人

民”这一集合概念出现，而很少强调作为个体概念和权利内涵的“公民”。在公民与国家的权责关系中，国家只

对作为整 体的“人民”负责，而往往 忽视了对个体公民权 利的保障。新型的国家 观 念在“人民国家”的基础上

提出了“公民国家”的理念，这种新型的国家观念将 作为集体 概念的“人民”和作为个体 概念的“公民”统一起

来，并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个体化的公民作为纳税人 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强调国家对个体

公民权利的保障。

3.“以民为本”的理念

在 新型国家观 念的基础上，国家 对公民人身安全和个人 发展的尊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如果说传统的

执政理念强调“国家至上”，强调个人利益 无条地件地服 从国家 利益，并为国家做出牺牲，那么在当前，“以民

为本”业已成为我国国家层面的执政准则。对人的关注，包括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对人性的

宽容等，日益 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以民为本”也 逐渐成为我国国家— 公民间利益 关系调整的重

要目标。

（二）公民间利益关系：从“重感情与信仰”到“重利益与权责”

我国传统的公民间利益关系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传统的农村社区，村民间的利益关系或以

共同的血缘亲属关系为表现形式，或以共同的地域邻里关系为表现形式。自然经济状态下生产资料的匮乏是血

缘、地缘关系得以维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城市社区，市民间的利益 关系以共同的价值信仰为纽

带，以共同的“单位”为载体，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关系得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使传统的公民间利益关系发生剧烈的变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驱动下，农村人

口向城市大量迁徙，剧烈的社会流动使村民之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利益关系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单位”

的解体把城市 市民 从计 划经济 体制中抛离出来，随 着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日益 加强，对国家意 识 形态的关注也

趋于淡化。家族认同、地域认同、单位认同、价值信仰认同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业缘为纽带的新型的公

民间利益关系。这种新型的公民间利益关系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业缘性

被城市化浪潮打碎成原子化的个人，以共同的职 业和社会地位 进行身份重组，人们从职 业认同、社会地位

认同中寻求共同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闲暇时间减少，业缘

关系的地位要远远强于地缘关系，”①同时，人们所从事职 业的高度流动性使公民间的利益 关系具 有短暂性和

松散性的特点。因此，新型公民间利益关系以松散的业缘关系为纽带。基于相同收入 水平和社会地位所 形成的

业缘关系的集合，是人们进一步结成利益群体的基础。

2 .经济利益主导

计划经济时代，低度的社会流动和物资的匮乏，使人们之间以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价值信仰为利益关系的

基础，并以此形成经济利益的牵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利益认同取代感情认同和信仰认同成为公

民间利益 关 系的核心内容。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渗透到公民间利益 关 系中的每 一 个 角落。经济利益日益 成

为各种利益主体 衡 量自身利益得失的核心指标或唯一指标。因此，新型公民间利益 关 系特别突出经济利益的

重要性。

3.契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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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流动性低，传统的农村社区属于私人关系密切的熟人社会，通过简单的习俗和惯例，以及私人关

系网络，足以维系传统的公民间利益 关系，而现代社会属于陌生 人社会，人 员高度流动性和关联复杂性，使契

约在维系公民间利益 关 系中具 有决定性地位。因此，新型的公民间利益 关 系逐步走向权责对等的现代契约关

系，公民之间以契约为共同的行为准则，并力图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种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是现代社会的

重要特征之一。

（三）公民与社会间利益关系：从“集体利益”到“群体利益”

在高度整体性的利益关系中，国家 通过“集体利益”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联结起 来，并统一到国家 利益

之中。集体利益 成 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联结的纽带。个人 通 过单位 集体 在 社会层面寻求身份归属和价值认

同，社会通过单位集体 将个人统合起来。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方面，原有体制下单位集体的瓦解，使个体化的公民成为最 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

从而为独 立的公民与社会间利益 关 系的形成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个体化的公民在 社会层面上基于共同的

经济收入 水平和社会地位重新组合起 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从而使各种群体利益日益凸显。利益群

体的出现，使公民与社会之间重新找到了利益联结的纽带，并使这种利益关系以群体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因

此，群体利益将从国家管控之下解放出来的公民与社会重 新联结起 来，并成 为公民与社会之间利益 关 系的主

要表现形式。公民通过利益群体 在社会层面上寻求身份归属与价值认同，社会 通过利益群体从公民的联 合中

获取力量，利益群体日益 成 为公民在 社会层面上伸张自身利益的重要途 径。公民与社会间利益 关 系的特 征也

必然从群体利益的特征中表现出来。具体而言，我国当前的群体利益具 有以下几个特征：

1.共同经济基础

群体利益以共同经济收 入 水平为基础，这是 公民间利益 关 系中业缘性的内在 逻辑。具 有相似职 业的人们

由于拥有类似的经济收 入 来源，共同的受教育水平，容易形成 共同的社会 地位，共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也容易

形成 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由于公民间业缘关 系的高度流动性，所以群体利益也不可避 免 地带 有松散

性和流动性的特征。相应地，群体利益的共同经济基础便成为公民利益在社会层面分化重组的标准：以共同的

经济 基础为标准，公民通过利益群体 在社会层面寻求共同的身份归属和价值认同，而社会 通过 经济收 入相同

的利益群体 将单个的公民重新组织起来。

2 .多元化

群体利益的多元化是 公民间业缘关 系多元化内在 逻辑的体现，不同职 业的人群基于不同的经济 基础、不

同的受教育水平和不同的社会地位，容易形成不同的群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由于利益诉求的不同，从而形

成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群体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结果。相应地，群体利益的多元化便成为

公民利益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形式：以不同的经济基础为标准，公民通过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层面寻求不同的

身份归属和价值认同，社会也将单个的公民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从而使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多

样化的特征。

3.集中与重叠

一方面，利益群体是利益集中的有效途径，个体通过利益群体寻求自身的利益归属和利益表达渠道，利益

群体也通过这种途径将各种利益汇聚起来，形成代表本群体利益的集体的呼声，以区别不同的群体利益。另一

方面，利益群体之间并非是 互不关联，互不影响的。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并 保持着一种既相

互重叠又相互分离的状态，从而使群体利益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依 赖又相互竞争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利

益的集中与重叠 便成为公民利益在社会层面的运行状态：公民通过利益群体 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利益沟通与协

商，社会通过利益群体来实现对个人的利益分配与协调。

4.低组织化与固化

我国现阶段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普 遍较低。尽管我国当前各类 社会团体异军突起，但现阶段的社会 组

织 无 论是在组织化 水平上、还是在 影响力上都 处于整 体 落后的状态，各类 社会团体也很 难 将利益群体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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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 员的利益诉求纳入其中，因此各种群体利益的组织化 表 达程 度普 遍较低。相应地，群体利益的低组织化

表达便成为当前公民利益在社会层面实现程度的现实反映：利益群体未能很 好地呈现公民利益在社会层面的

表达，而社会也未能通过利益群体很好地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

组织化程度的不高还伴随着组织间壁垒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使利益群体的分化趋于明朗，

社会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传 递，社会垂直流动的能力的减弱，使各 个利益群体的边界日益清晰。大众传媒中“官

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等等一些列话 语的出现，说明我国群体利益有固化的趋势。相应地，利益群体的固化倾

向便成为当前公民利益与社会利益互动的逻辑结果：公民通过 对利益群体的认同将与自身价值诉求不同的利

益群体排除在外，而社会通过利益群体 将公民的利益诉求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四）国家—社会间利益关系：从“国家管控”到“相互依存”

在高度整体性的利益关系中，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高度统一。国家权力从中央到基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

面，社会的所有活动都融入到国家的整体意志之中，因而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也就不存在独立于国

家之外的社会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促 进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从而为社会对自身利益的伸张提供了内在动力。另

一方面，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又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从而为国家 对 社会利益的协调构成了外在压力。社

会对自身利益的伸张和国家 对 社会利益的协调迫使国家—社会间利益 关 系相应地做出调整，以适应国家和社

会各自的需要。传统的以“国家管控”为特征的国家—社会间利益关系，逐步让位于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新

型国家—社会间利益关系。具体而言：

1.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为社会对自身利益的伸张提供了内在动力

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是社会摆脱国家权力束缚的前提，也是社会伸张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导致的深刻变化 之一就是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重组，其基 本方向体现为国家权力的收

缩与社会力量的成长!”②“国家与社会由一体走向分离，国家权力在退却，社会权力在增长。”③

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等收 入阶层的壮大。人们受教育水平和收 入 水

平的不断提高，以高级知识分 子、商业白领为主体的中等收 入阶层不断壮大，为社会力量的壮大提 供了坚实的

社会基础，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以电视和互联网为首的大众传播媒

介的快 速发展，不仅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 野，也使诸如公 平、正义、法制、民主等现代社会价值 观 念在社会范

围内迅速传播。最后，各种社会团体的爆发性成长。在各种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

团体，正日益成为社会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社会在国家权力的束缚下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

会在国家—社会利益 关 系中伸张自身利益的能力，也为社会提 供了这方面的动力。一方面，社会会要求对国家

的权力边界进行明确的界定，也试图依凭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同时力求限制国家对社会利

益的无限制干预。另一方面，社会日益认识到其自身为国家提 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和精神支持，且社会的认

同日益 成为国家 政 治合法 性的主要来源。这 就使社会 试图在国家的政 治决 策过程中伸张自身的利益，力求使

国家利益反映社会利益，并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

2 .社会矛盾的凸显使国家面临协调社会利益的巨大压力

如果说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束缚而取得了相对自主地位，那么各

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又使社会对国家权力造成一定程度的依赖，也使国家面临协调社会利益的巨大压力。

社会矛盾的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由于我国当前的利益分配不均衡，

少数利益群体 享 有多数的社会资源，而占人口多数的民众 却占据社会资源的较 少 部分，从而造成 贫富差距扩

大；其次，社会关系紧张，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水平流动频繁，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特别是社会阶层

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劳资关系、干群关系、民族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矛盾日益凸显；最后，社会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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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紧张，使它们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价值认同，从而造成阶层间社会价

值认同的断裂。

社会矛盾的凸显使社会凭借自身的能力难以解决之，而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的力量，这就使得社会本身对国

家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这种相对依 赖性迫使国家强调自身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职责，这也成为国家的压力。一

方面，国家迫切需要对自身的职能 进行 调整，希冀从社会自身利益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让社会 通过自身的

力量解决自身的问题，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权力结构，以提高国家权力的效力。另一方面，国家日益强调自身在社

会利益的公 平分配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通过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的公 平、公正，以及市场的良性运作。这就 需

要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的利益互动，实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利益 关 系总体上 呈现出如下特 征：第一，利益主体的相对独立与紧密联系并存。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 关系格局从公民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高度统一向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不断转变。公民

与社会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并与国家进行利益关联与互动。与此同时，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利益关系

格局相比，公民、社会和国家 之间的利益联系更加密切，公民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 利益之间不可避 免 地存在

着日益激 烈的冲突与融合。第二，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形式 更加强调契约化的手段。作为相对独 立的利益主

体，公民、社会与国家不仅 通过制度、法律等契约化手段以明确各自的利益边界，使利益维护和利益伸张并行

不悖，而且还 通过相应的契约化手段 进行利益沟通和利益协调。对契约精神的尊重 业已成为利益主体进行利

益界定和利益互动的共同准则。第三，制度化、组织化的利益互动渠道缺失。畅通的利益互动渠道是各 个利益

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协调与合作的前提。尽管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密切，但各 个利益主体之间

缺乏制度化、组织化的利益互动渠道，使三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沟通与协调，从而增加了利益主体之间

出现利益冲突的风险。针对我国利益关系格局的整体现状，如何通过民主的途径处理 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

的利益界定、沟通、协调与互动就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二、利益关系的变迁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我国的民主政 治进程始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虽然 其中不乏民主化 进程的倒退与回流，但 经 过百余 年的发

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整体上 呈现出不断前进的趋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民主政治建设也是 一 个

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具 有不同的使命和内涵，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面临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 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有效保障，人民大众 对政 治活动的有效参与，以及 对政 府权力的有

效 监 督等方面的内容。民主政 治建 设不仅是我国政 治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国当前政 治发展的必

然选择。利益关系的变迁从两个方面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为我国的民主政治

建设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利益关系的变迁所造成的利益对立和冲突，

又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空前的挑战。

（一）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

1.社会利益的伸张使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力从精英转向民众

从动力源泉来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逐渐从精英民主转向人民民主。自近代晚清以来，民主、自由、

法制等现代政治价值 观 念最初由政治统治阶层的政治精英群体、文化精英群体从西方 社会引进过 来。我国的

民主政治建设始终以政治精英群体、文化精英群体的倡导为内在的驱动力，因此，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和效果

也摆脱不了政治精英群体、文化精英群体自身的意识形态、文化素养、政治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根据各自

的理 解来解释民主政治建设的概 念和践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在 此 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始

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我国利益 关 系的剧烈变 迁 正在改变 这一现状。人民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 对自

身利益的伸张，使民主政 治建设的动力从精英民主转向人民民主。如果说在 此 之前的民主政 治建 设是政 治精

英和文化精英群体自身政治偏好的选择，那么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 更是人民大众的共同选择，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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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由人民大众自身诠释，它迫使政治精英群体、文化精英群体不得不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为人民

大众的政治认同、政治表达、乃至政治参与创造空间。

2 .群体利益的出现使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从个体走向组织

从行为主体来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逐渐从个体向组织推 进，其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影响力也

随之增强。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作为个体化的政治精英往往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进

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作为个体化的普通民众 却往往 对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领袖在政

治决 策中的决 定性作用使我国政 治领域的重大事件无不打上了强人政 治的烙印。然而，利益群体的出现为民

主政治建设的主体从个体向组织的转变提 供了基础。利益群体正日益 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进程中最重要的

行为主体，它们关注与本群体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 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发出集体的呼声。通过 对自身利益的伸

张，利益群体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增强了凝聚力，同时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其中，形形色色的

社会团体是 凝聚群体利益的先行者。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试图凝聚所有社会力量以推 进民主政 治建 设的强

人政治已难以为继，任何单独的个人力量必须以组织化的力量为依托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团队协作已成为

当今政治生活的基本共识。

3.公民利益观念的深入使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从程序转向实体

从核心内容上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对以政治投票和选举为特征的程序民主的要求有所降低，同时以权益

维护为特征的实体民主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政治不仅只是投票权、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有效实现，同样意味着

对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民主跟随利益走。”④在城市化 进程中，农民将自身

的利益 关 系也从 农村带到了城市，从而使利益空心化的农村 社区 对政治选举的诉求降低，而城市社会 通过各

种行政手段和制度化渠道将市民化的农民与各 个利益主体（公民个人、群体集团和社会等）链接起 来，从而降

低了农民/ 市民的政治选举诉求。与此同时，城市社区中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空间的迅速扩张、信息

的高速流动促使自由、民主等 价值 观 念迅速传播。作为个体的公民在 新型的国家— 公民间利益 关 系中越 来越

注重对自身公民权利的维护与伸张，在界定自身与国家 利益的关系时，公民也越来越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因此，公民对政 治投票、政 治选举等程序民主关注度较低，而对言论自由、政 治监 督、依法维权等实体民主却

关注备至。以政治选举和投票为内容的程序民主的压力有所减小，而以公民权利维护为内容的实体民主的压力

与日俱增。然而，实体民主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倒逼程序民主进 一步向前推 进，进而从整体上促 进我国的民主

政治建设。

（二）利益关系的变迁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挑战

利益 关 系的变 迁在为我国民主政 治建 设带来有利发展机 遇的同时，也为我国民主政 治建 设提出了空前的

挑战。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不仅是解决我国民主政 治建 设 进程中所面临问题的当务之急，也是 促 进我国

当前民主政 治建设 进 一步向前发展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利益 关 系的变 迁 对 我国民主政 治建 设提出了三个

方面的挑战：

1.既得利益集团对利益分配的垄断，已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严重障碍

“既得利益集团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它主要是指那些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紧密相关，行

为方式极其隐蔽，以不正当手段积累巨额财富，并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利益团体。”⑤在我国，既得利益集团主

要表现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行业中的垄断 地位通过非法的手段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既得利益 集团广泛存在

于官僚体系和具 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寡头当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主宰着利益分配格局，从而成为一

个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广泛存在着的特权阶层。

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垄断社会利益的分配，使自身始终能够在利益分配中获取最多的份额，

防止利益外溢，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和社会不公平；另一方面将大量资本投入到奢侈品消费领域，造成

畸 形消费和生产 领域的投资不足，对国民经济 带来恶劣的影响。由于既得利益 集团对 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

重的侵蚀，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就成为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 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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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 治建 设 进 一步推 进的首要问题 就是 打 破 既得利益 集团在 利益分 配 格局中的垄断 地位，将所有利

益群体的行为都纳入到国家法制的轨道上 来。没有政治权利在法律面前的人 人平等，民主政治建设 就无从谈

起。如果在 未能打 破既得利益 集团垄断 地位的情况下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设，不仅不能增强我国政治系统抵

抗风险的能力，反而会使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与既得利益 集团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而各种既得利益 集团也

可以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将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迅速地转化为政治资源，通过民主途径实现垄断地位的

合法化，从而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面临着重蹈前苏联民主化悲剧的危险。

2 .国家的压倒性地位造成社会力量孱弱，使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不足

虽然当前我国社会在国家— 社会利益 关 系中具 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但由于广泛存在着的思维定 式和制度

惯性，国家在国家—社会利益 关 系中的压倒性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家 对 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仍 然渗

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延续至今。因此，变革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地位是我

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国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压倒性地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进程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地位，使社会 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国家权力未能受

到政治系统之外社会力量的约束，从而为国家权力的滥用创造了条件。加之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力的腐蚀，

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在所难免。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地位和社会力量的缺失导致民主政治建设的

内在驱动力不足，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有被长期搁置的危险。

其二，国家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思维定式，使社会对国家权力形成严重的依赖。国家成为一切社会责任的

承担者，对于所有社会问题，人们把 矛头都指向国家，国家变成了公 众社会的众 矢之的。在社会问题日益多样

化、复杂化的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任何一个政治主体 都没有能力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试图满足各方面利益要求的努力越 来越困难，而不满情绪的蔓延势必 会在一定程度上侵 蚀国家制度的合

法性，从而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基础构成威胁。

其三，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使国家与社会之间难以形成良性有效的沟通与互动。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

利于各种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在国家制度框架内进行，因此，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是政治稳定的有力保障。当前

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远 远低于发 达国家的水平，群体利益 始终 徘徊在低 层 次的组织化 水平，难以上升到社

会团体利益、社会组织利益的高度，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滑入民粹主义的风险。  

3.阶层利益之间的张力不断扩大，使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不稳

由于社会资源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社会各阶层利益之间的对立不断扩大，加之阶层利益的

固化倾向，从而使社会本身有断裂的危险。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利益对立

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阶层利益对立。以精英利益群体为一方，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居于核心地

位；以大众利益群体为另一方，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边缘 地位。国家 通过自身的权威将两者之间的分

歧强力凝 结 在一起，并维持 着国家的政 治稳定。然而，这种阶层间的利益对立渗透 到我国政 治生活的各 个方

面，势必会对我国从社会到国家层面的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并可能严重削弱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

（2）利益固化

阶层利益固化是群体利益固化的内在逻辑使然。同群体利益固化一样，阶层利益固化是社会垂直流动能力

下降的表现。制度红利的逐渐式微，社会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传 递，以及社会 精英 对各种资源的垄断，都在降低

社会垂直流动的能力。社会垂直流动能力的下降 势必 会带来阶层利益的固化。在我国当前的利益 关 系中处于

边缘地位的社会群体，必然会对这种阶层固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从而增大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压力。

（3）利益断裂

阶层利益断 裂源自阶层利益的固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垂直流动能力的降低，各 个利益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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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形成各自的社会活动空间，并在各自的社会活动空间内寻求自身的利益。阶层之间仿佛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

界，很少发生互动和交流。各阶层对其他阶层的利益伸张兴趣冷淡，甚至在阶层利益对立的基础上相互敌视，

从而使我国面临着社会阶层利益断裂的危险。

社会阶层利益之间的张力不断扩大，严重侵蚀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并从两个方面对其构成潜在的

威胁：

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各 个社会阶层都迫切希望自身的利益诉求能够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得到有效表达，并

获取政治体系的积极回应，这种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对当前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构成巨大的压力。国家

对各种利益诉求越来越难以协调，从而侵蚀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社会基础。因此，提高当前政治制度的

有效性和回应性，以应对利益群体政治参与的压力，便成为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公民的社会 认同和社会忠诚度逐渐下降。如果社会各 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张力进一

步扩大，势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成为各种社会冲突发生的温床，并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我国民

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建立社会层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机制，不断培育和壮大以互惠、

互信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便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总之，利益关系的变迁同时也是利益的调整和重组，抓住利益关系重组的契机整合社会群体，重建国家与

公民、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社会与国家 之间的有序利益 关联与良性 互动，对于夯实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

社会基础无疑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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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in Interest Relat ions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Inf luences on the Construct ion of Democrat ic Pol it ics

Wu Xiaoyan   Gao Qingpan

Abstract: Interest  relat ion is the key element of pol it ical  changes.  Therefore,  i t  is  of g reat sign if icanc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i nte res t  rela t ions i n Ch ina .  Since the Refor m and Open ing-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is t  Market Economy has made g reat changes of interest  relat ions ,  which manifest s the adjustments 
of  i n t e re s t  r e la t ion s  a mong c i t i zen s ,  s t a t e  a nd  soc ie t y.  T he  cha nges  i n  t he  i n t e re s t  r e la t ion s  b r i ng  new 
oppor t un it ies for China's const r uct ion of democrat ic pol it ics ,  as wel l  as new chal 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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