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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 主法治的 社会, 建 设法治政 府则是建设 民主法

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 目标的基础, 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诉求。各级政府在构建和
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社 会改革发 展的稳压器 和助推器, 在构 建和谐社
会的伟大工程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
实行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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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公

政府的进程中处于支配地位, 法律制度能否完善并

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

得到切实实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努力。

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 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
成效
社会 和谐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 质属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理念, 这
标志着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

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

即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所谓法治政

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是在发展的基础上

府, 实质上就是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 政府的运

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 历史过程和社会 结果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建设

行和政府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总体
来看, 法治政府应具备以下基本含义:

目标之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

( 一) 法治政府崇尚秩序

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
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

秩序意味着在自然界、
社会生活诸方面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连续性和确定性。法是调节人

目标的基础。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决定了

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或规则, 这种规则给予了

未来的中国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已

人类事务以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 所以人们通常能

经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够知道对他们的要求以及他们应当预防何种行为,
以防止出现相反或不利的结果。正是援引法的奇特

一、法治政府的含义及特征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

力量, 秩序得以实现。人类因崇尚秩序, 并因在有秩
序的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崇尚法律。社会秩序

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需要国家力量作为保障。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体现者和执行者, 就是为了解

实践证明,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借助于法律制度的

决社会公共问题, 缓和社会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而

推动和保障。如果法律制度完善而且合理, 社会成
员就能和谐相处, 社会关系就能和谐顺畅; 反之, 如

产生的。
( 二) 法治政府要求体现实质正义

果法律制度欠缺失当, 社会成员必然冲突频发, 社会

在一个法治政府和社会中, 仅仅强调普遍性、
稳

关系必然扭曲。各级政府作为经济、
文化和社会事

定性和一致性是不够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仅仅是

务的管理机关,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法治

法治的形式, 还不是内容, 即实现某些价值规则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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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一个法治政府和社会中, 法治政府承认法律

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 政府作为

的最高权威, 要求政府依照法律行使权力, 其前提条

人民治理国家的代理者, 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处

件就是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 包含一定的内容。
尽管人们可能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 但正义观念所

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当代中国, 造就一个法治政府,
不但是政府转型的必然选择,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

具有的实质性价值, 如自由、
平等、生命、
财产的保障

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 法治政府仍然是建设和

则是不能置疑的。现代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

谐社会的主导力量。

利正是实质正义所要追求的。
( 三) 法治政府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

首先, 政府作为经济、
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
理机关,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

一个社会和政府所应遵循的法律应当具有普遍

于支配地位。和谐社会不可能自然生成, 它需要人

性, 这种普遍性意味着法律是用以衡量人类行为模
式或尺度的, 而不是用以处理单一的个别的情形的

们的努力, 更需要制度的安排, 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
发产生, 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

命令。法律的普遍性使得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

自治去实现, 和谐社会所以要 构建 , 特别需要公共

续性和客观性引入了法律过程中, 为公平、
公正地执

政策的牵引和制度安排来保证, 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行法律奠定了基础。同样, 由于具有普遍性, 人们就
能够预见其行为的后果, 从而能够确定他们在未来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政府的法治建设, 增加对社
会的人文关怀。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健

受到普遍遵守和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如果允许

全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充分发挥

有人超越法律, 那么便允许有人破坏法律。法律的

法治在促进、
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普遍性, 是一个法治政府所应具有的最基础的形式
要素, 一个社会没有这种形式要素, 就不配成为一个

有效的公共管理和良好的政府治理, 在构建和谐社
会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法治国家。

其次, 一个法治政府是在改革、
发展中实现社会

( 四) 法治政府的核心在于政府受法律的约束和

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正
确处理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实现改革、
发展和

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是约束和限制权力, 无论

社会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

是私权力还是公权力。法治政府的理念固然承认并

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

重视民众的 守法, 但其 重点不 是 治民 , 而是 治
官 , 其精髓在于 治国者先受治于法 。它不是强调

力。在中国, 政治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
的基本保障, 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维护稳定

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的秩序, 而是政府本身要服

的政治局面,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也是构建和

从法律制度, 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
利益的法律。法治的固有之意乃是规范和限制政府

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政府作为国家机器, 首先是保
证社会的稳定, 其次才是推动经济、
社会的发展。在

权力。法治的这一要义根源于权力的性质, 因为权

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谋改革、促发展, 是政府

力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 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

的基本职能。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 无论是经济

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
线的。因此, 一个法治的社会经常试图阻止垄断性

调节、
市场监管, 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都是建立
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 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

权力的出现, 其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立法

法治政府, 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

为政府设定规则, 通过广泛的分配权力来制约权力,
通过政府间的权力分配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法治

范围内, 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职能, 保持经济社会
稳定、
快速、协调发展,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发

政府, 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人民

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 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

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

本目的。

会事务, 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侵权要赔偿。

再次,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政府
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政治发展、

控制

二、法治政府: 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
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 在任何一个国家,
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 政府都是社会的主导力量。

文化创新、
社会进步的总体协调方面, 还是在效率与
公平兼顾、
德治与法治并重、发展与稳定并举、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等终极关怀方面, 政府都是主导力量。
政府要想充分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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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作用, 它必须是一个治理良好的政府, 一个法

想的精神实质。确立民主宪政观念是建设法治政府

治的政府。法治是调整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公共

的思想保证。

权力与公共权力等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 各种社会
矛盾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得到妥善

( 二) 弘扬民主宪政精神
宪政精神, 即宪政的宗旨和要义。宪政的本质

解决。因此, 在建设和谐社会中, 政府扮演着十分重

在于宪政精神。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限

要的角色, 只有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和谐社会才会有

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所谓民主宪政精神,

法律保障。建设法治政府,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前提。

就是这种以" 限政" ( 限制公共 权力) 和 以人为 本
( 维护公民的权利、
尊严和自由) 为核心价值法则的

三、民主宪政: 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

宪法精神。一般认为, 宪法精神还包括强调人民主

在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已被宪

权原则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这
种以价值法则、
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

法确认后, 依法治国也就是依宪治国, 亦即依照宪法

架的民主宪政精神, 也就是所谓宪政之道。弘扬民

和其他法律治理国 家。依法治 国的关键是依 法行

主宪政精神, 就是要遵循宪政之道, 在全社会开展以

政,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而建设
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的

学习宪法为基础, 以发扬民主为核心, 以崇尚法治为
原则, 以维护人权为目的的宪政精神教育; 同时, 以

内涵至少包括民主宪政观念、民主宪政精神、民主宪

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 对广大公务员进行民主法

政制度三个层面。

治意识与宪政宗旨的教育和培训, 使他们懂得宪法

( 一) 确立民主宪政观念
各国的政治 实践都表明, 没有民主, 就没有 宪

是实行法治的核心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据, 人民主
权原则是宪法正当性的基础, 宪法至上是宪法发挥

政; 没有充分的民主, 就没有稳固的宪政; 没有稳固

根本法作用的条件, 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合宪性

的宪政, 就没有制度化、
法律化的民主。民主必须是
宪政民主, 宪政必须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现代

与合目的性的监督是民主宪政的基本特征, 保障公
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从而真正

法治的基石, 是依法行政的政治前提, 也是建设法治

理解并自觉践行民主宪政精神, 为建设民主的法治

政府的基本保障

[ 1]

。依法行政首先追求的是公共领

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而身体力行。

域的法治化。而法治政府的含义就是政府在解决公
共领域的问题时, 必须 具有民主意识, 牢记宪 法法

实行民主宪政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公民法治意
识的普遍确立。公民的法治意识包括人权意识、契

则, 体现公共性原则。

约意识、
主人公意识、
守法意识、监督意识和诉讼意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空泛的, 必须要依
托基本的载体并最终落实到实践中, 而宪法就是和

识等。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治意识也就是在发展
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应具备的现代公民

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在民主宪政观念中, 民主

意识。它与公务员精神一道成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

观念和法治观念是对等的, 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是

要构成部分。弘扬民主宪政精神, 是建设法治政府

统一的, 且都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 以尊重
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依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的重要精神动力。
( 三) 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说, 民主、
法治、
人权是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民主

民主宪政观念和民主宪政精神最后必然要落实

是宪政的基础, 法治是宪政的条件, 人权保障是宪政
的目的[ 2] ( P2) 。正因为宪法是保护民权的根本大法,

到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上。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
民主宪政制度, 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 从而也

因此, 捍卫宪法不仅是政府的重要使命, 也是对公民

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和谐社会以民

的基本道德要求。在民主宪政的理念中, 法治政府

主法治为基础, 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建设

和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 没有民 主政
治, 就没有法治政府, 反之亦然。按照民主与法治密

就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法治层面, 必须走向宪政建设。
宪政是法治的核心, 没有宪政的建设就没有法治和

不可分、
法治与宪政相互依存的观点推论, 离开民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将法治建设转向宪政建设不仅

政治, 就无以谈宪政。在这个意义上说, 毛泽东同志
曾经把 宪政 定义为 民主政治 [ 3] ( P732) 的论断是非

是深化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因为宪政是控权政治, 最大的优

常简要而精辟的, 他揭示了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思

点在于找到了实现法治的最佳途径, 使法治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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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国家体制, 并使它同时成

独断性的政治行为方式。

为法治的最高形态。因此宪政建设是法制发展的必

法治必须走向宪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然趋势。
同时法治走向宪政, 是法治在民主政治下的逻

的必然选择。实施宪政, 防止权力的滥用, 是马克思
主义的应有之义, 也是社 会主义国家的必 然选择。

辑要求。宪政是实现民主政治、
法治和权利保障, 建

宪政制度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 和谐社会不

立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的最完美的制度保

可能是专制社会, 只能走向宪政, 没有第三条道路可

障。宪政首先是民主政治, 而民主政治必须有权力
制衡加以保障。因此宪政就是限权和控权政治, 通

供选择, 因此没有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对权力的约束以限制政府的权力, 使政府权力严
格受到法律的约束。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政府
权力行为的合法性, 二是强调政府权力行为的受控

综上所述,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
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而建设法治政府正是民主法治

性。合法性强调政府权力必须有民意的支持, 在民

社会的基本诉求。因为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主政治下, 只有体现民意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 政

主导力量。建设法治政府将依赖于政治法律制度的

府权力的受控性是指政府权力必须能够受到法律的
约束和支配。只有当国家权力被严格纳入到法律的

不断创新。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其追求的
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民主宪政作为现代法治的最

支配下时, 和平的治理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才有可能

高形态, 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为此, 需要确

实现。因此, 宪政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保护公民权利

立民主宪政观念, 弘扬民主宪政精神, 建立民主宪政

为基础、
致力于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
消除国家行为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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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by law as the internal requisit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harmony
YUN Shu- hai
( Depart ment of Poli tics, Shijiazhu ang College, Shi jiaz huan g, H eb ei 050035, Chi na)

Abstract: T he primary object ive o f t he const ruct ion of so cialist harm ony is a democrat ic so ciet y w it h
rule by law . As a g overnment by law is a pr em ise fo r t he dem ocr at ic societ y w it h rule by law , t he f oundat ion o f a co mplet ely social harmony, it is also a st abilizer and propeller fo r the social ref orm and developm ent . T he demo crat ic const it ut ion is t he key t o the const ruct ion of t he go vernm ent by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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