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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社会民众的反应所折射出来的政治文化却与四中全会
提出的构建法治中国不相匹配。为此，
当下中国应根据法治原则和民本原则，抓住强力反腐构建法治中国这个
大好契机，
营造一个全体人民都信仰法治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
培育与法治中国相匹配的法治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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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a That Is Governed by Law Needs the Political
Culture That Is Governed b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Ｒesponse to the Powerful Anti － corruption
Campaign Since the CPC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GUO Ｒonghua1 ， HE Ｒuihu2
（ 1． Periodical Office of Journal，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7；
2． Nanchang Teachers College，Nanchang，Jiangxi 330103，China）

Abstract： The powerful anti － 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since the CPC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has achieved obvious results，but th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society reflects does not m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 that is governed by law put forward by Fourth Conference of 18th Congress
of CCP． Accordingly，China should seize the good opportunity of the powerful anti － corrup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 that is governed by law to create a social atmosphere that all people believe in and advocate the rule of law，and cultivate th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matches the China that
is governed by law．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China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powerful anti － corruption； officialdom culture； civic culture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法治中国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设法治中国，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一
个长期被忽视但当下应当高度重视的是要培育或说涵养法治的政治文化 。只有具有法治的政治文化才
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 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笔者认为，是既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制
度，又有浓厚的法治文化法治思维法治意识 ； 公民守法既是客观的外在的强制制约，更是主观内心的文
化自觉自省。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取得了明显效果，表明党中央反腐决心很大，也显现了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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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反腐的真心拥护。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力反腐方式或说手段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使用 ，在目前仍被
运用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手段。特殊背景指的是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非常严重 ，如不强力反腐就会亡
党亡国。特殊手段指的是党中央为遏制腐败采取的非常规特别的手段 。 在今后的法治中国，除了这种
特殊手段之外，还会采取反腐的其他手段。法治中国要使反腐防腐常态化、有效化、长效化，要使反腐防
腐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理性的而不仅是感性的氛围 ，需培育或说涵养法治的政治文化 。

（ 一）
政治文化有多层次的概念内涵，广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三个层次。 中
［1］
义的政治文化包含政治思想、政治心理。 狭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政治心理活动的内容。 本文只是取
［2］（ P29）
我国著名学者
狭义层面的内涵。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 、信仰和感情 ”。
，
“
俞可平认为 任何社会的文化中总有某些方面特别的关系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的政治生活 ，这部
分文化就是政治文化。 如果要对政治文化下一基本的定义，那么，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
［3］（ P1）

政治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每个政治行为中在整个政治发展过程中，都能真切感受到它无
形而实在的存在，能真切感受到它柔软而顽固的秉性 。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某个政治行为或政治事件的
式”。

心理反应、行为表现必定折射出这个国家某一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 。
民众对十八大以来强力反腐的反应与态度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一些特点 ：
1． 似乎只有强力才有效果。有些领导干部对平时时常响起的反腐防腐的温馨提示是充耳不闻见惯
不怪，约束效果治理效果较差。似乎只有抓高官才能吓倒小官，抓了高官小官才没有侥幸心理。俗话说
杀鸡给猴看，现在似乎要杀猴子来吓倒鸡。人们敢不敢做，主要不是依据制度，而主要是依据上面的态
度； 官员敢不敢腐，不是畏惧法律，而是看中央反腐的决心与力度； 反与不反以及如何反腐，不是刚性的
客观存在的常规的制度与法律，而是中央（ 人，治理者这个集体的人 ） 的主观意志与思想认识； 力度强与
不强，不是取决于腐败现象的存在的本身客观需要 ，而更多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与魄力 。自上而下全国民
众似乎还很习惯于运动式、组织力量式反腐而不是法治式、制度式反腐。
2． 强力反腐下查了许多贪官，打了许多老虎，力度之大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出人意料，百姓拍手称快
连呼过瘾，这虽然反映出民众对十八大后党中央反腐决心与做法的赞赏与认同 。同时，此次反腐行动中
群众举报多，表明百姓参与热情高，对中央反腐有信心。但不可否认，相当多的民众百姓在相当多的事
件上只是一种情绪发泄，似乎是一种长期被压制被压抑所形成的仇富仇官情绪的发泄与表达 ，而缺少一
种理性的客观的分析与评判。它似乎是以情绪发泄为目的，而不是以清明政治为旨归，这不是一个理想
的成熟的公民文化，而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3． 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在官员中出现了二种现象： 一是，不敢贪不敢腐。 但不是主观上不想贪不
想腐，也不是思想上认识到不该贪不该腐 ，也就是说官员只是被动地被迫地不去为，而没有从主观思想
上从认识上去反省。有些领导干部在从政动机上，缺乏服务意识； 官民关系上，缺乏公仆意识； 在行为决
策上，缺乏责任意识； 在权力运用上，缺乏法律意识。二是，观望不作为。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发力迅
速来势凶猛，其他相应的改革还在进一步完善中 ，这导致在反腐防腐效果明显的同时出现 ： 一方面，一些
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工作强度大责任大 ，但收入待遇与之不相匹配，官员应有权
益没有很好地保护、积极性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 另一方面，有些工作特别是一些棘手的改革工作处于
摸索试验阶段，难免出现失误、失策甚至错误，官员个人或领导集体要承担很大责任和风险 ，如果制度不
规范政策不明确，那么官员自然保守行事消极作为 。这反映出随意的非法治的背景下有法难依执法不
严的尴尬与困惑。
这样一种情绪化的非法治的政治文化必然影响法治中国的建立 。现实政治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的发
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相辅相承的互动的过程，“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现实政治系统的物质 、制
度层面的变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变革的目标 、方式的认识水平和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制约着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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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238）
系变化的进程与其结果”。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的建立与发展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文化的兴起
与发展，匹配的协调的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历史也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政治发展都伴

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

（ 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法治的政治文化是法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那么，法治中国应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培育
什么样的与之匹配的法治的政治文化 ？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培育法治的政治文化应依据二个基本原则 ：
第一，法治精神或说法治原则： 整个政治文化应是以法治为原则 、具有法治灵魂，应透着或贯穿着法
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 、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权力制约、社会和谐
［5］
等价值追求的总和， 是植根于人们内心的对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向往 ，是人们对自由平等法治原
［6］

则的坚守，对公平正义法治价值的追求，对良法善治的崇尚。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如何使法
［7］
的价值更好地实现的追求。 可见，法治精神是人们对法治的崇尚、遵守、捍卫的心理状态的内外部表
现。因此，当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态度、理念、行为都是考虑如何让法的价值更好地实现 ，并都是以此作
为衡量标准时，这就具备了法治精神。同时，也只有这样，法律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尊重得到实现。 培
养和弘扬法治精神，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培育法治的政治文化中要充分反映法治的精神增加法
治的底蕴，必须更深刻地刻上法律的印迹，使之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使全民成为法治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所说“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
靠人民维护”。法国思想家卢梭也说过：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
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只有培育、滋养出发自内心具有法治精神的政治文化，那么，民众
对政治的期待就不再寄望于贤君明主而会努力完善制度 、法律，民众的政治参与不再是情绪发泄而会充
满理性的光辉。中国政治氛围政治生态环境政治风气才会好转 ，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的中国。
第二，以人为本或说民本原则。指的是一切以民众的意志以民众的权益为旨归 ，这既符合西方政治
的契约精神，也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意识，更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 马克思主义者 ） 执政
治理的价值选择。
［8］（ P58）
他在
卢梭曾明确指出，“努力探索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 ”。
人民主权论中还指出，人民是否拥有主权，拥有国家权力，是政治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试金石。 主权

来源于人民，必须由人民自己掌握。同时卢梭认为人民的立法权的行使虽不能由他人代表的，“而行政
［8］（ P106）
权就可以，而且也应当由他人行使，因为行政权只不过是按法律运用的力量而已 ”。
所以，在培育
法治的政治文化时，必须坚持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 。
我国传统的民本观念的基本思想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爱民等 ，它虽然存在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但民
本思想中却揭示了深刻的执政道理 ，即要尊重民意、顺应民意； 它虽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民主思想 ，但也是
尊重人的存在与价值。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也是中国统治政治中重要的思想
基础。
当下培育法治的政治文化依据民本原则 ，一方面是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构建法治政治文化要坚持为
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得
到人民拥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建设法治中国
不仅仅具有法治的工具性价值，同样具有其政治的伦理性价值。正如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
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所讲“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 另一方面，人民是依
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
［9］（ P1031）

民，
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民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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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坚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同时，强调人民是历史主体和力量源泉 ，
也是由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的。“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 ”，使人民“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
［10］（ P139）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法治政治文化中充分体现了民本原则，也就维护了人
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

（ 三）
当下中国如何培育、发展法治的政治文化，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充分认识到营建法治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强力反腐这个节点的宝贵性 。
一方面，社会转型涵盖了各个方面，统治形式上人治色彩逐渐淡退、法治力量逐渐增强，相应地需要
匹配的政治文化。只有法治的政治文化，才能真正建立法治中国。现在正处强力反腐这一重要节点 ，虽
然反腐防腐成效显著，虽然中央反腐防腐决心不会变，但如果没有法律没有制度作保障，反腐防腐就难
以长久，运动式的反腐行动之后，腐败也会反弹。也就是说，没有法律的反腐难言乐观。进一步说，即使
制定了反腐防腐的法律制度而没有形成一种法治的政治文化 ，民众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尊重与畏
惧，没有自觉自省的法律精神，那也难以形成真正的法治中国。所以真正的法治中国，不仅仅具有法律
体系法律制度法律队伍等外在的有形的东西 ，而且还要有全民的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 ，有法
治的政治文化。
同时，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方式、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有着引领、导向作用。在社会转型，在强力反
腐、构建法治中国的转折点，培育法治的政治文化，可以充分发挥法治的政治文化对中国改革的引领 、导
向、规范、推动作用。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所说，“在整个改革过程
［11］
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 法治的政治文化氛围越
浓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朝着法治方向的前进道路就越顺利 ，反之，阻力就会越大、折腾的
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方面，应该说当下是培育、构建法治政治文化的大好契机，因为社会转型反腐新态势客观上需
要有相匹配的政治文化； 主观上，民众由于有着对社会新阶段新生活的期待而产生的对新文化的渴望 。
所说处于大好契机，不是说仅仅遇到一个开明的有改革魄力和胆识的领导人 ，而是存在着社会的客观需
求和民众的主观愿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发问： “是由最好的一个人来统治好，还是由最
［12］（ P269）

毫无疑问，一个法治的中国需要一个最好的法律来统治。 可以肯定地说，
好的法律来统治好？”
中国迎来了一个“由最好的法律来统治”的新期待。
第二，营造一个全体人民都信仰法治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 。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但也形成了一些落后的传统文化。 中国
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包括： 一是臣民式的政治文化。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君权神授，皇权至
高无上，政治权力关系是一种永远的人身依附关系 ，民众没有也不可能有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只能盼望
开明的君主公正的清官为他们做主 。 二是伦常式的政治文化。 它是指“依靠道德伦理的思维方式、价
［13］
值原则以及情感需求来处理政治问题的文化现象 ”。 它最大特点是围绕着伦理亲情关系来处理 、对待
政治利益。这也就衍生出中国历史与现实中都普遍顽固存在的裙带风关系网 。 三是人治式的政治文
化。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崇尚贤君明主，逐渐形成了重人治不重法治，重治术不重制度的政治
文化，也就形成了权大于法，个人意志超越集体意志，个人一言堂的政治现象。总之，中国传统的政治文
化表现为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大于显制度； 表现为重视家族伦理亲情，忽视法律制度； 表现
为服从威权统治，忽视法制程序。这一传统的政治文化虽几经历史变革的冲击 ，但作为了一种思维定势
和历史惯性，根深蒂固地积淀于民众意识与行为之中，“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
［14］（ P101）

意识则 是 传 统 的 或 更 接 近 传 统 的 ”。

也 如 邓 小 平 所 说 中 国“缺 少 执 法 和 守 法 的 传 统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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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168）

念”。

这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巨大障碍 。
当下中国要建立法治中国，形成法治的政治文化，重要的是要让全民都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必须

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 ，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只有“形成守法光荣、违
［16］
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 才能
真正建立法治中国。
第三，在官场文化方面，笔者曾分析现在官场最突出存在二类不良现象 ，提出来要建立民主平等现
［17］

代文明的官场文化。 但依据什么来建立，建立什么样的官场文化？ 目前主要是树立干部的权力三观：
一是权力的价值观。权力的价值是什么，价值何在？ 为谁谋利，是为民还是为己？ 当然这个“己 ”，是自
己个人自己亲友自己利益集团。 二是官员的荣辱观。 掌权之后，办什么事，什么业绩？ 是形象工程为
荣，还是负责任的长远利益为荣？ 掌权之后，拥有什么东西，是拥有豪车阔宅拥有情妇奢物为荣 ，还是以
低调俭朴实干自律为荣？ 三是敬畏观。对权力的敬畏，权力是人民给予公仆办事服务的权力，“水能载
［18］

舟亦能覆舟”； 对法的敬畏，“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 ”。 孟德斯鸠所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
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
［19］（ P154）
止。”
要建立一个铁面的法律为界限来约束权力 ，破除近年渗透到官场文化之中的“法不责众 ”的
［20］
［10］（ P149）
观念， 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 ”的观念，
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 ”和
［21］
“地网”。

在给权力以法律约束的同时，培育法治的政治文化，培育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就是按照法治
的观念和逻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它既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
方式，也是一种行为选择。法治思维的认识基础是法律至上 。它要求思维主体崇尚法治尊重法律 ，善于
运用法律，自觉践行法律。党员干部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 、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
［16］
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 同时树立攻坚“难题要靠法治 ”法律意
［18］

识，在当下，更“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 官场只有形成了法
治的政治文化，才能真正使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官场文化中如果能植入法治精神和法治要
求，制约清理一切违背法治的因素，那么就能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 、权重不谋私，形成风清气正
的官场政治文化，从而积极地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
第四，要培养公民理性的参与型文化。公民应依据什么去有效地正确地参与政治活动 ？ 依据法律。
［4］（ P231）
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态度政治信仰 ，也包括政治技能。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 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中，将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地域型政
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对政治
非常关心，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拥有自豪感，相信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 在中国，人民是国家
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行使主人的
权力。但是依据什么来参与来管理呢？ 那就是靠法律。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
力武器，也是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刚性要求 。
具体地讲包括二方面： 一方面，进行法治教育树立法治意识培育法治精神。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引导公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公民的内心自觉与自主行动 。
一个成熟的公民参与政治不能只是一味地抱怨 ，而应有理性的思考、建设性的建议、负责任的行为。 如
果人人养成尊法守法护法的观念 、习惯、行为，必将形成建立法治中国的强大社会合力与推动力 。
另一方面，切实推进民众参与政治的实践进程以提高民众的政治技能 。 政治文化是一个无形的需
要长期培育才能形成的东西，它不可能靠一次革命或制度性骤变而建立 ，它是一个由民主政治制度不断
完善和公民政治情感、政治意识的逐步培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组成的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 ，如果没有这
个“量”的积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技能也不可能得到大幅提高，参与政治的水平也就难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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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也就难以在“质 ”上实现飞跃。 近 30 年的农村村民自治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它虽然遇到了前行的瓶颈与困境 ，但它的实践历程却清晰地表明： 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读
书不多、几千年来相信君权神授的农民明白了自己有投票选举的神圣权利 ； 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从未
投票选举过的农民懂得了如何依法选出自己利益的代表并创造了“海选 ”等若干选举形式； 在政治参与
的实践中，不懂政治理论的朴素的农民依稀感觉到了没有经过自己投票选举的权力难言正当合法 。 可
［22］
以说“每轮村民选举都是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 依法参与政治的实践过程，是一个思想启蒙的过程，
是政治引导的过程，是技能提高能力提升的过程。因此，要大力拓展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社会政治的
渠道与机会，让公民的参与者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更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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