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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

重要话语之一ꎮ 百年来ꎬ中国共产党不断把协商民主价值观念付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ꎬ取得了辉煌

成就ꎬ也使之深入人心ꎮ 近年来ꎬ这一价值观念通过国际会议、学术文本的外译ꎬ尤其是«协商民主在中国(英文

版)»一书的外译ꎬ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ꎬ大大增强了外界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ꎬ达到了学

术外译层面“用中国好声音ꎬ讲中国好故事”的目的ꎮ
〔关键词〕协商民主ꎻ价值观念ꎻ国际学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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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

大创造ꎬ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

国风格的民主之一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集中阐述

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ꎬ〔１〕 所以ꎬ
一定程度上看ꎬ中国的民主观念能否获得国际社

会广泛认同ꎬ关键在于协商民主价值观念能否获

得认同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协商民主价值观念在三

个方面扩大了对外传播:一是发挥协商民主在解

决国际争端和国际问题中的作用ꎬ如朝核问题的

六方会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ꎻ二
是发挥新闻媒体的对外宣传功能ꎬ如新华网英文

版、«中国日报(英文版)»连续发文专题介绍协

商民主ꎬ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ꎬ塑造了国

家形象ꎬ也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ꎻ三是学术话

语传播: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著作外译不断

介绍中国的协商民主ꎬ在国际上得到较快传播ꎬ
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极大认同ꎮ 其中的学术传播

是最核心和最稳固的传播方式ꎮ 那么百年来ꎬ学
术传播状况怎样? 其影响力如何?

一、协商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实践为学术

话语的传播奠定坚实基础

　 　 协商民主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ꎮ 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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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

家富强ꎬ为此ꎬ大革命时期ꎬ党进行了国共两党协

商合作的初次尝试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卓有成

效的统一战线思想ꎮ １９２２ 年ꎬ党发表了«中国共

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ꎬ正式提出应该构建一个

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ꎮ〔２〕 同年 ７ 月ꎬ中共二大就

民主联合战线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ꎬ会议借鉴了

国际经验ꎬ分析了国内情况ꎬ尤其对无产阶级加

入革命运动、并与社会进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的

必要性及重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ꎬ初步表达了中

国共产党构建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的想法ꎮ 次年ꎬ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ꎬ再次围绕

与国民党展开合作以及建立革命民主统一战线

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ꎮ 会后ꎬ在共产国际的支持

下ꎬ共产党不断推进国共合作ꎬ于 １９２４ 年在中国

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ꎬ促使国民

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

义”ꎬ“新三民主义”的通过奠立了国共两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ꎬ标志着民主联合的初步成果ꎮ 在大

革命后期ꎬ两党的合作范围又进一步扩展到广大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知识分

子等社会各界人士ꎬ与他们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

战线ꎬ使他们共同参与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来ꎬ
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ꎬ保证了革命的胜利ꎮ

１９２７ 年ꎬ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破裂ꎬ大革命失

败ꎬ革命形势陷入了危机ꎮ 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大

革命期间ꎬ参加到革命统一战线的中间阶级ꎬ由
于对国民党专政的不满ꎬ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独立

的政党组织ꎬ如以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

派ꎬ以邓演达、朱蕴山、章伯钧、谭平山等为代表

的“第三党”ꎬ但这些党派的处境也异常艰难ꎬ国
民党的专政使他们难以合法生存ꎮ “九一八”事
变之后ꎬ民族矛盾日益激化ꎬ逐渐上升为主要矛

盾ꎬ然而这时蒋介石仍然抱持对外妥协ꎬ对内清

剿革命根据地的态度ꎬ在这种情况下ꎬ面对反蒋

和共同抗日的双重目标和任务ꎬ共产党与各党派

人士逐步走向了政党协商合作之路ꎬ从开始协商

合作反蒋抗日ꎬ到逼蒋抗日ꎬ最后联蒋抗日ꎬ这三

个阶段的协商合作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联盟ꎮ
“九一八”事变后ꎬ各界人士谴责蒋介石的攘外

必先安内的政策ꎬ逼迫他进行抗日ꎬ１９３６ 年ꎬ利
用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迅

速展开与国民党的协商谈判ꎬ促成了联蒋抗日ꎬ
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ꎬ这是中国共产

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与国民党开展共同协商的

成果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友谊ꎬ积累了宝贵的党际协商

经验ꎬ为国共二次合作和获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奠

定了政治基础ꎬ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

制度建设ꎬ１９３９ 年ꎬ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

词»中高度评价了统一战线ꎬ认为它是革命能够

获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ꎬ这一法宝也为后来社

会主义协商制度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ꎬ
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ꎬ
也使协商民主话语广为人知ꎮ

在长期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中ꎬ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多种有效的协商民主方式ꎬ其中“三三

制”和国民参政会是典型形式ꎮ “三三制”产生

于抗战双方相持对峙阶段ꎬ此时共产党的主要任

务是巩固和改善抗日统一战线ꎬ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进行抗日ꎬ为此ꎬ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

尝试改进政权民主管理的新形式ꎬ即对根据地政

权工作人员的占比进行重新规定ꎬ共产党员、中
间派人士、进步分子这三部分人在政府中的工作

人员分别占三分之一ꎬ〔３〕 这就是著名的 “三三

制”ꎮ 这一制度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

人士的协商合作关系ꎬ也标志着协商民主制度的

初步实践ꎮ “三三制”民主管理模式有三个典型

的特征:第一ꎬ“三三制”政权是建立在共产党的

领导前提下的ꎬ党领导的优势并非体现在工作人

员数量上ꎬ而是体现在群众拥护程度上ꎮ 第二ꎬ
它以平等为基础ꎬ参与政权的各个党派ꎬ一律平

等ꎬ没有任何政党或者阶级拥有特权ꎮ 第三ꎬ由
前两个特征所决定ꎬ在政权整个运行过程中ꎬ共
产党需要对其主张进行充分阐述ꎬ倾听各个党派

意见ꎬ争取各党派人士的支持ꎬ在与他们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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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中达成一致意见ꎬ这便是协商的核心ꎮ 这三

点蕴含着后来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精神ꎮ 这一

民主制度的实行ꎬ极大地吸引了进步势力ꎬ争取

了中间势力的支持ꎬ同时还孤立了顽固势力ꎮ
“三三制”政权民主形式是早期党对协商思想探

索的实践成果ꎬ有力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

力量ꎬ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ꎬ成为协商民

主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典型范例ꎮ
与“三三制”的模式不同ꎬ国民参政会是由

共产党提议ꎬ在国民政府和其他民主力量协商的

基础上ꎬ共同成立的一个协商咨政机构ꎮ 成立伊

始ꎬ通过国共双方、其他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共同

努力ꎬ在团结社会人士、发扬民主以及推进全面

抗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但抗

战胜利后ꎬ１９４５ 年国民党想借国民参政会急于

通过一党独裁的«组织条例»ꎬ遭到抵制ꎬ迫于各

民主党派的压力ꎬ不得不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进行协商建立联合政府ꎮ １９４６ 年ꎬ由国民党、共
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

庆正式召开ꎬ会上讨论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宪法

草案、国民大会案、建国纲领和军事问题案等五

项决议ꎮ 五项决议代表着国民党专政的政党体

系正式瓦解ꎬ初步构建了联合政府的宪法草案ꎮ
该会议使得协商民主思想由共产党一党的主张ꎬ
上升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识ꎬ也是我

国第一次正式的协商民主实践ꎬ会议提出了求同

存异和互相包容的主张ꎬ展现了协商民主理念和

思想ꎮ 国民参政会为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建合

作联盟拓展了新的渠道ꎬ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党派建立了紧密而良好的合作关系ꎬ为新中国的

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由是观之ꎬ国共两党协商基础上建立的最广

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合作ꎬ开创了中外政党协商

历史的先河ꎬ也是我党对协商民主初步探索的成

果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抗日战争胜利

前夕ꎬ以爱金生(«纽约时报»)、爱泼斯坦(«同盟

劳工新闻»)、斯坦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

«曼彻斯特导报»)、福尔曼(伦敦«泰晤士报»)等

十余名西方记者组成的访问团ꎬ于 １９４４ 年在对

延安访问后ꎬ在国际上发表了众多的评论ꎬ介绍

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ꎬ斯坦因出版了«红
色中国的挑战»、哈里森福尔曼撰写了«来自

红色中国的报告»ꎬ〔４〕 在书中记录了其在西北之

行的全程见闻ꎬ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

与国共关系ꎬ福尔曼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民
主、团结、生产”口号ꎬ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

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主张ꎮ 西方记者的介绍虽然

不是学术上的传播ꎬ但间接地让国际社会初步了

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ꎮ 革命

战争年代创立的协商民主ꎬ为最大程度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奠定了基础ꎬ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

度和深度ꎮ 进入新时代ꎬ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进

一步完善ꎬ治理方式不仅有政党之间的协商机

制ꎬ还包括国家机关制定政策法规过程中的协商

机制ꎻ不仅有自上而下单向协商通道ꎬ还形成了

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多层次多方面的协商过程ꎻ
协商的方式和途径由原来单一的协商会议制度ꎬ
发展为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ꎮ 中国协商民

主思想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ꎬ为协商民主话

语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二、通过国际学术会议传播协商民主话语

通过学术会议ꎬ讨论学术问题ꎬ碰撞出思想

火花ꎬ这也是传播价值观念最有效的方式之一ꎮ
近年来ꎬ中国多次召开了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ꎬ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进行交

流ꎬ加快了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ꎬ
具有代表性的论坛有以下三次:第一次是由浙江

大学原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系与澳大利亚的塔斯

玛尼亚大学政府系共同主办的“协商民主理论和

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ꎬ该次会

议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２１ 日在浙江大学举行ꎮ
５０ 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官员共同参与了

研讨ꎬ大会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取得共识:一是协

商民主理论的实践途径ꎮ 学者通过将协商民主

理论与当前我国具体的基层实践相结合ꎬ提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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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展协商民主ꎬ提高公民基于公共利益ꎬ经由

公共论坛进行的平等自由的对话争辩、讨论协商

水平ꎬ可缩小社会利益群体因不同诉求而产生的

偏见ꎮ 二是中国政治改革与协商民主的关系ꎮ
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进一步弘扬协商民主ꎬ可以规

避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劣势ꎬ保障公共决策和讨论

的充分进行ꎮ 譬如 ２００３ 年北京大学教师聘用制

的改革ꎬ吸引了北京大学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到改

革的讨论中来ꎬ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ꎮ
三是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可以从中国的协商民

主中得到启示ꎮ 耶鲁大学的伊森里布博士从

美国大众协商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ꎬ提出可以借

鉴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理念ꎮ 来自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的约翰赫尔教授ꎬ通过分析澳大利

亚的宪政、选举、议会和内阁等制度ꎬ提出该国具

备协商民主的背景ꎬ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ꎬ
容易陷入各集团利益之争ꎬ导致议而不决ꎮ 西方

民主可以参考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克服其

不足ꎮ 四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协商民主实践ꎮ
１９９０ 年后我国对村民自治出现的相关问题开始

反思ꎬ协商民主在农村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以及

监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来自美国克里夫兰州

立大学的谭青山教授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和一些

其他的机制都潜藏着协商民主的因素ꎬ能够更好

地治理村级事务ꎮ 五是中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

践ꎮ 城市社区成员利用网络开展公共协商ꎬ能够

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ꎻ也可以解决国家在城市社

区建设中的困难ꎮ 六是如何推进协商性制度建

设ꎮ 美国互动基金会的阿道夫刚德森博士通

过学习中国的协商民主观念和制度ꎬ认为民主协

商的目的不仅是达成共识ꎬ而且要进一步探索出

更多可能性的治理途径ꎮ〔５〕 显见ꎬ这次会议通过

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众多专家学

者的交流研讨ꎬ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国政治改

革与协商民主”“中国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中
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践”“如何推进协商性制度

建设”等方面ꎬ都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ꎬ获得

了国外与会专家的肯定和赞同ꎬ传播了中国的协

商民主理论与实践ꎬ极大增强了中国协商民主价

值观念的国际影响力ꎮ
时隔 ９ 年ꎬ２０１３ 年由南开大学组织的“协商

民主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召开ꎬ５０ 多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就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具

体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展开了激烈的探讨ꎬ并在三

个方面研讨和传播了中国的协商民主:一是协商

民主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意义ꎮ 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南开大学等众多中国学者肯定了协商民主

的重大意义ꎬ提出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ꎬ
在于增加与个别代表和派别的协商ꎬ从而增强协

商民主的作用ꎮ 美国斯坦福大学詹姆斯费什

金教授、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杰弗里斯托克

斯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斯蒂芬艾斯特伯博

士、英国华威大学约翰帕金森教授、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沃伦教授等专家学者

也有同样的认识ꎬ认为协商民主与竞争型或精英

型民主存在着本质区别ꎬ他们提醒与会者注意:
人民的意志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ꎻ而协商民主发

展的关键是民主化治理ꎻ协商民主化治理关键在

于制度化ꎬ制度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十个焦

点ꎬ即处理好协商民主与政治行为、政策影响、不
平等、专家意见、多元主义、利益、心理特征、公共

领域、参与代表制、小众之间的关系问题ꎮ 二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和特征ꎮ 大

家充分肯定了我国民主的特色就是协商民主ꎬ并
进一步强调协商民主在全球化政治建设中具有

重要意义ꎮ 三是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的制度建设ꎮ 专家疾呼必须始终坚持发

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ꎬ促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ꎬ
提出政协制度是当前我国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

制度ꎬ也是具有中国特色ꎬ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

制度ꎮ 美国加州大学张宁博士针对协商话语进

行了分析ꎬ肯定听证制度在协商民主当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ꎬ并且获得了成功经验ꎮ〔６〕 这次国际论

坛对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ꎬ不仅体现在

会场中对协商民主治理的意义、焦点问题、制度

化建设进行了研讨ꎬ达成了共识ꎬ还在会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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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讨论协商民主的文章ꎬ如陈家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的«当代

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ꎬ集中分

析了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ꎬ等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１９ 日ꎬ在西华师范大学再

次召开“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国际学术研讨

会ꎮ 大会聚焦基层协商民主ꎬ传播了中国基层协

商民主五个方面的观点:一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发

展是构建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ꎮ 学者们对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阶段进行了总结ꎬ并且

阐述了实践中的现状和出现的困难ꎬ提出协商民

主发展过程中必须贯彻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

诉求ꎬ才能发展协商民主ꎬ而协商民主的动力来

自于自治方式的应用和创新ꎮ 二是中国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ꎮ 来自

韩国仁川大学的曹亨真教授认为政府有必要提

高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ꎬ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

基层治理中的作用ꎮ 三是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

治理实践创新ꎮ 大家认为四川省崇州市基层协

商民主的主要做法ꎬ为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提供

了现实借鉴ꎮ 四是基层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

的作用ꎮ 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胡淑云博士详

细介绍了瑞士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ꎬ这在协商民

主和基层治理的发展当中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

义ꎮ 五是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ꎮ
专家赞同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大协商民主价值观

念的传播力度ꎬ利用政治整合促进基层自治和协

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ꎮ〔７〕

这三次大型的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

国际学术会议ꎬ涉及的议题和内容多、覆盖面广ꎬ
大到宏观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体制ꎬ
小到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治理模式、成都议事

会、成都青白江区“三级授权”基层民主自治治

理、彭州市全覆盖的两级协商对话制度与渠道等

基层的协商民主形式ꎻ从协商民主的理论到协商

民主的实践ꎬ都进行了广泛研讨ꎬ无疑起到了传

播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作用ꎬ并匡正了国外

对我国民主制度的误识ꎬ回应了西方的质疑批评ꎮ

三、依托学术外译文本传播协商民主理论话语

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ꎬ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

越密切ꎬ大力推进文化发展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也是我国当务之急ꎮ 为了将我国的文化弘扬

到世界各地ꎬ“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ꎬ我国就制

定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ꎬ相继于 ２００４
年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２００９ 年启动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经典中国国际

出版工程”、２０１０ 年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
一系列外译中国文化经典ꎬ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

规划项目ꎮ 这些项目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

秀成果翻译成外文出版ꎬ进入国外较为流行的传

播渠道ꎬ目的只有一个ꎬ即通过增进中外学术的

交流ꎬ强化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传播ꎬ从而提升

西方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文化的理解ꎮ
这也是我国十多年来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巨大

成就ꎬ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普遍好评ꎮ 在学术外

译项目快速发展ꎬ文化传播和翻译出版事业得到

更多机遇的背景下ꎬ独具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价

值观念ꎬ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加大了传播

力度ꎬ逐渐获得理解和认同ꎮ 以 ２００４ 年推出的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为例ꎬ其成立后

就多次对外推广了有关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外

译文本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译图书有四本:«协
商民主与国家治理» «协商民主:解读中国民主

制度»«协商民主在中国»«新常态下的地方治理

创新:中国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实践探索»ꎮ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

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家刚编写ꎬ该书收录了

几年来作者在«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

果ꎬ大体涵盖四大主题:一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

新路径———存量民主问题ꎻ二是关于协商民主以

及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构想ꎻ三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顶层设计ꎻ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等ꎮ 这些文

章既有对西方协商民主制度设计的反思和经验

的总结ꎬ也有探讨中国协商民主对于国家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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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ꎮ «协商民主:解读中国民主制度»«协
商民主在中国»由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

校副校长李君如编写ꎬ这两本书通过对中国协商

民主制度进行具体介绍ꎬ阐述中国协商民主的多

种形式ꎬ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如何通过

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现

代民主精神ꎬ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ꎮ 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官员培训项目

负责人陈抗教授和赴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地方政

府官员刘臣共同撰写的«新常态下的地方治理创

新:中国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实践探索»ꎬ从实

践角度对中国协商民主和治理的 １２ 个案例进行

了分析ꎬ多角度论述了政府对协商民主和治理创

新作出的努力与尝试ꎮ
再以 ２０１０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批准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的资料统计ꎬ该项目已经资助了 １０３６ 项

中华学术科学研究成果的对外翻译和出版ꎬ其中

涉及协商民主的有林尚立的«建构民主———中国

的理论、战略与议程»、孙国华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研究»、林冈的«中国对民主的长

期求索»(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ｏｎｇ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等
十几本著作ꎬ〔８〕在中华学术走出去、讲述中国故

事、发出中国声音、扩大中国学术的话语权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由“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所资助的有关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外译成果

中ꎬ以下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原中共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主编的«中国治理变迁

３０ 年»(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ꎬ由荷兰博睿

学术出版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出版发行ꎬ该书针对

最近 ３０ 年我国治理变迁的路线和改革进行分

析ꎬ着重介绍了治理变迁的基础ꎬ分析了改革获

得的成就ꎬ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治理模式的特征ꎮ
在处理党政关系的问题上ꎬ中国采取了共产党与

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制度ꎬ以推

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ꎮ 该书对于中国政

党制度的介绍正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应用于制

度实践的鲜活例证ꎬ是帮助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协

商民主思想的重要文本ꎮ 该书英文版发行后ꎬ受
到了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ꎮ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教授爱德华查尔斯评论该书说:“这本书

对于研究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历程和模式都是

非常有价值的ꎮ 这包括了 ３０ 年的政府治理变迁

路线和重大事件ꎬ对于那些研究当代中国政府改

革和治理的学者来说是必要参考读物ꎮ” 〔９〕 曾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李景治编写

的«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 (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Ｗｏｒｌｄ )ꎬ中英文版分别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ꎮ 此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在阐述中

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国际经济摩擦问题

时指出ꎬ国际经济摩擦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可避

免的问题ꎬ应坚持以和平发展的原则ꎬ妥善解决

国际矛盾ꎮ 这一内容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用于

解决国际问题的理论思考ꎬ也包含着国际协商解

决矛盾冲突的观念ꎬ以个案的方式传播了中国协

商民主价值观念ꎮ
上述的梳理大体给我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以

来ꎬ协商民主价值观念对外传播的基本面貌ꎬ从
中我们能够清晰感知ꎬ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敞

开大门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胸怀ꎬ中国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ꎬ融入世界的脚步也越来越快ꎬ让
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价值观念的速度愈来愈

快、途径越来越广ꎮ

四、外译«协商民主在中国(英文版)»ꎬ
实现学术话语传播

　 　 在学术的外译传播中ꎬ«协商民主在中国

(英文版)»一书具有里程碑意义ꎬ它对中国协商

民主思想、理论和制度进行了专业化、系统性的

介绍ꎮ 该书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ꎬ同
年 １０ 月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韩文、日文、
俄文、西班牙文五种语言出版发行ꎬ是学术界将

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以系统理论的方式进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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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代表性巨著ꎮ 作为“中国进行时”丛书之

一ꎬ它为读者展示当今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一个

个侧面、一个个鲜活和发展的中国样貌ꎬ帮助读

者了解真实而多维的中国政治治理状况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并

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ꎬ接着在十八

届三中全会上重点提出建立更加广泛的、多层次

和制度化的协商民主ꎬ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把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新时代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方略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

内容ꎮ «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以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研究了当前中国协商民

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ꎬ探讨了当前协商民主的本

质和意义、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创新、协
商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ꎬ并结合丰富的案例ꎬ针对目前中国各个地区

实践探索出的协商民主的创新形式ꎬ如民主恳谈

会、民主听证会、乡村论坛、社区论坛等ꎬ进行深

刻分析ꎬ总结经验教训ꎬ反思成败得失ꎬ是中国协

商民主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ꎬ其现实性和针对性

都非常强ꎮ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英译版为Ｃｏｎ￣
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全书加上«序言»共
分为十章ꎬ«序言»部分为“与其空谈民主不如深

入研究民主的实践经验”ꎬ随后依次讨论了“十
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贡

献”“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的决策”“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协商

民主”“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的

形成和两种民主的制度创新” “人民政协的转型

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

形式创新”“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脉络和

原因”“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思考及其与西方

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九大问题ꎬ由此看出ꎬ该书

对于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阐述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ꎬ用英文单词“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界定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ꎮ 由于不同语言之间

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且都普遍存在着一词多类、一
词多义的现象ꎬ所以选字用词是否准确直接影响

到译文质量ꎮ 在选字用词时ꎬ既要注意文章和句

子的总体语境ꎬ区别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上的差

异ꎬ也要考虑到两种语言在逻辑思维和表达习惯

上的差异ꎬ尤其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

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背景下ꎬ对外传播

翻译中的选字用词既要区别于其他文体ꎬ符合有

关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使用规范ꎬ也要能够展示

一国的国家形象、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ꎬ提升一

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ꎬ因此在学术外译

的实践中如何做到正确地选字用词是一项极大

的挑战ꎮ «协商民主在中国»中的“协商民主”一
词ꎬ选用了中国官方的译法“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ꎬ而非国际学术界所熟知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ꎬ这恰恰是在学术外译的选字用词上ꎬ
对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之间

本质区别的一种明确界定ꎮ 我们都知道协商民

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ꎬ但西方也有所谓的协

商民主ꎬ其理论兴起于 ２０ 世纪后期ꎬ是克服代议

制民主缺陷而出现的一种民主构想和实践ꎮ 西

方代议制民主虽然成功解决了在社会复杂性条

件下ꎬ如何保证现代国家规模庞大、数量众多民

众的民主权利问题ꎬ但与此同时ꎬ代议制民主的

理论和制度又面临新的难题ꎬ即如何代理才具有

正当合理性? 同时ꎬ这种民主也依然没有解决政

府决策中如何保证和体现每个人的参政议政权

利ꎬ如何体现不同价值观念和特性等个体情况ꎮ
为解决此类问题ꎬ并缓解日渐加剧的社会矛盾ꎬ
协商民主理论就此产生ꎮ １９８０ 年毕塞特在«协
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第一次从

学术意义上使用了“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协商

民主)”一词ꎬ〔１０〕 用此词来倡导公民政治参与ꎮ
国内学者首次将国外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翻译成“协商民主” 〔１１〕ꎬ它是新型的国际性研究

热点ꎬ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关注ꎬ然而这一基本概

念的翻译本身就反映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引

进国内话语体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ꎮ
西方“协商民主”中的“协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从词

义上看ꎬ实际上包含着“审议”“慎思”(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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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和“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等方面的含义ꎬｄｅｌｉｂ￣
ｅｒａｔｉｖｅ 的过程主要是指在适当讨论后ꎬ个人依据

学识和良知在对相关的论据和辩论进行充分思

考的情况下ꎬ对部门、团体等相关机构提出的意

见、措施或方案进行审定(支持或反对)的一种

集体活动ꎮ〔１２〕因此ꎬ从词源的层面来解析西方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翻译为“审议民主”更

加符合实际ꎮ 而«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将我国

的“协商制度” 中的 “协商”ꎬ英译为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
ｔｉｖｅ”ꎬ意为“咨询” “商议”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讨论”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更加符合协商民主思想在中国社

会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建言献策、咨询于决策之

前、达成共识的职能ꎮ〔１３〕 这一基本概念的明确界

定ꎬ不仅从词语翻译的层面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

和中国协商民主思想区别开来ꎬ更指明了这二者

在协商的原则、基础、体制、机制、目标等方面存

在着本质差别ꎮ
第二ꎬ深入研究协商民主实践经验ꎬ胜过空

谈民主ꎮ «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的«序言»部

分ꎬ作者在思考“实行什么样的民主ꎬ更有利于中

国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一问题时ꎬ引用了列宁在

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说的话:“对俄国来说ꎬ根据

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ꎬ我
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ꎮ 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

谈论社会主义”ꎬ〔１４〕指出民主发展的方向:“在今

天ꎬ空谈民主不如深入研究民主实 践 的 经

验”ꎮ〔１５〕这句话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与其抽

象谈论玫瑰色的民主观念ꎬ不如脚踏实地践行民

主ꎮ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发

展趋势ꎬ也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最富争议的

话题之一ꎬ美英法等西方多党制国家一直以“民
主的代表”自居ꎬ并大力推广西式的价值理念和

制度模式ꎬ将西方民主价值观念输出到世界各

地ꎬ渗透其意识形态ꎬ目的是为了取得意识形态

话语权、经济领域的控制权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中
国的民主制度一直饱受西方的攻击和质疑ꎬ他们

用西方的“民主”观念ꎬ诋毁中国的民主政治ꎬ暗
讽、批评中国即将走向崩溃ꎮ 美国摇滚乐队

“Ｇｕｎｓ Ｎ’ Ｒｏｓｅｓ(枪炮与玫瑰)”推出名为“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中国式民主)”的专辑ꎬ将攻击矛

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民主制度ꎬ暗示“Ｔｈｅｙ’ｖ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ｄꎬａｎｄ ｙｏｕ ｃａｎ’ ｔ ｈｏｌｄ ｏｎ ｎｏｗ(已经看到了

终点ꎬ你们现在无法坚持)”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英国人彭定康在香港接受 ＢＢＣ 专访时攻击“中
国是民主的威胁”ꎻＣＮ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主持人卡弗蒂 ２００８ 年在转播中国奥运火炬传递

时攻击中国:“Ｓｏ Ｉ ｔｈｉｎｋ 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
ｎａ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ｙ’ 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ｕｎｃｈ ｏｆ ｇｏ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ｇｓ ｔｈｅｙ’ 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 (依我看来ꎬ我们和中国的

关系一定会发生改变ꎮ 我觉得ꎬ他们和 ５０ 年前

一样是一帮暴徒和恶棍)ꎻ〔１６〕 等等ꎬ此类攻击中

国民主的言论屡见不鲜ꎮ 在这种恶劣的国际舆

论背景下ꎬ我们不仅要理直气壮地反驳ꎬ更需要

探索一条能够让外界足以信服中国民主发展的

道路ꎬ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事实说话ꎬ与其空谈

民主ꎬ不如脚踏实地地将民主理论应用于实践

中ꎬ立足中国社会发展ꎬ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民主之路ꎬ西方的偏见与谩骂自然就会不攻

自破ꎮ 二是深入总结民主实践的经验ꎬ形成适合

中国国情的民主理论ꎮ 正如 ２０１４ 年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演讲ꎬ谈及

中国发展道路时指出:“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

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ꎬ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

服ꎬ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ꎮ”(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ｉｔ ｕｓ ａｎｄ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ｅ￣
ｖｅ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 〔１７〕 “独特

的文化传统ꎬ独特的历史命运ꎬ独特的国情ꎬ注定

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ꎮ”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ｔｈａｔ ｓｕｉｔ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１８〕

因此ꎬ回顾和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教

训ꎬ尤其是总结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渊源、
发展历程、协商形式、基层实践等经验ꎬ对探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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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民主政治的整体方向与路径具有借鉴意

义ꎬ如此ꎬ才能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体系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ꎮ
第三ꎬ协商民主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

大作用ꎮ 协商民主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

方面的创造之一ꎬ源自于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ꎬ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获得发展和完善ꎬ最大程

度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ꎬ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

的广度和深度ꎬ正如书中总结的一样ꎬ协商民主

已经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ꎬ尤其在

人大立法、政协和基层社会组织等方面产生深刻

影响ꎬ在当代已经具有广泛性、多层化和制度化

的特征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党之

间的协商民主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不断得到完善ꎬ目前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已

经形成了多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ꎮ 其中ꎬ政党协

商已成为较成熟的协商民主方式ꎬ这是在中国共

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之间展开的

协商ꎬ领导的主体是共产党ꎮ 各党派基于相同的

目标ꎬ利用协商的方式ꎬ讨论涉及中国社会发展

的重大方针政策等议题ꎬ这一方式体现了协商民

主的政治性和协作性ꎬ与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

政党制度中的纯粹竞争性的政党关系有着根本

的区别ꎮ 二是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ꎮ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ꎬ简称人民政协ꎬ它是协商民主的

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ꎬ政协在政治当中扮演的角

色是其他机构难以取代的ꎬ它的主题是“民主”
和“团结”ꎬ继承了抗战后期西方记者代表团访

问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题ꎬ这一主题同时

也起到民主监督的作用ꎬ这些职能的履行能够更

好地发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作用ꎮ 三是政权

机关在立法和决策中实行协商民主ꎮ 我国的人

大立法和选举中一般均采取协商民主制度ꎮ 在

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中ꎬ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对各类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

的过程中ꎬ各代表和委员之间必须要用沟通和协

商的方式来对各项立法和决策进行讨论决定ꎬ保
证其立法和决策符合民意ꎮ 人大制度和协商民

主结合在一起的民主选举ꎬ反映了我国特色民主

的优越性ꎮ 人民政府施政过程中也采取协商民

主制度ꎬ体现在政府召开的听证会和政府与政协

的关系上ꎬ在政府决策、施政、监督、治理等各方

面都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ꎬ从而使党和政府的决

策更加顺应民意ꎬ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ꎮ 四是

基层的协商民主ꎮ 伴随着协商民主在我国的日

益发展ꎬ为进一步调动人民的参与性和主动性ꎬ
我国社会基层较广泛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主

实践ꎬ如民主恳谈会和社区议事会等ꎮ 实践表

明:我国基层的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推动

基层干部走好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等方面ꎬ都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ꎮ
第四ꎬ正确认识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

主的理论关系ꎮ 如何界定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

协商民主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ꎬ目前学术界尚未

达成一致意见ꎬ«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对此厘

清了三种关系:一是我们要承认“国外的协商民

主研究成果对我们探索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有影

响的”ꎮ〔１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ꎬ国外协商民主理

论的出现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ꎬ缓和了阶级对立

和种族矛盾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ꎮ 反观西方的民主政治ꎬ反而增强了我

们走协商民主之路的信心ꎮ 二是“我们了解和研

究国外的协商民主ꎬ并非要照抄照搬他们的研究

成果ꎬ而仅仅是把他们的成果当作‘参照物’来

研究我们自己的协商民主”ꎮ〔２０〕 在国外ꎬ协商民

主主要是为应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而提

出的一种构想ꎬ但是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

中ꎬ协商民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架构ꎬ
因此ꎬ我们不可能完全模仿国外的协商民主ꎬ也
不能将西式民主作为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唯一标

准ꎬ而是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ꎬ推进和

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ꎮ 三是“我们中国的理

论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建立中国的协商民

主理论ꎮ 或者说ꎬ以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

础ꎬ形成协商民主理论的中国学派”ꎮ〔２１〕 协商民

主在我国已经发展多年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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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总结ꎬ进而建构出

协商民主的中国学派ꎮ 显见ꎬ该书全面阐述中国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ꎬ用英文、韩文、日文、俄
文、西班牙文五种语言的出版发行ꎬ已经大大影响

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认知和认同ꎮ

五、结　 语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都和这个国家的历

史、国情息息相关ꎬ只有读懂历史、读懂国情ꎬ才
能理解该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的变迁ꎮ 协商民

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ꎬ它
植根于中国大地ꎬ经历了百年探索与实践ꎬ创立

了我国政协制度和政党制度ꎮ 通过百年的努力ꎬ
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ꎬ倾听中国协商民主的

声音ꎬ接受协商民主的价值观念ꎬ使一批正义的

学者能够反思西式民主的局限ꎮ 虽然中国协商

民主价值观念对外学术话语传播还未形成一个

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ꎬ但是中国的协商民主丰富

了民主的形式ꎬ拓展了民主的渠道ꎬ在国际社会

的互动交流中扩大了影响力ꎮ 尤其是近几年学

术外译文本对协商民主思想越来越重视ꎬ将其视

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解读

和传播ꎬ大大增强了外界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的认同ꎬ实现了学术外译层面的“用中国

好声音ꎬ讲中国好故事”的目的ꎮ 上述关于协商

民主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和影响也启示我们ꎬ只
有尊重民主思想及其实践形式的多样性ꎬ才能在

国际互动中扩大影响力ꎮ 因此ꎬ在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今天ꎬ应尊重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差

异化特征ꎬ重视民主思想和形式的多样性ꎬ只有

这样ꎬ才能够为我国的政治建设提供新的活力和

创造力ꎬ才能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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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党校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６３ 页ꎮ
〔３〕«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７４２ 页ꎮ
〔４〕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ｄ Ｃｈｉｎａ (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ｔ￣

ｉｎｇ)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ｈｉｔｔｌｅｓｅｙ ＨｏｕｓｅꎬＭｃＧｒａｗ － Ｈｉｌｌꎬ１９４５ꎻ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ｍａ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ｄ Ｃｈｉｎａ(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１９４５.

〔５〕吴乐珍:«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综述»ꎬ«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６〕齐艳红:«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

实践国际研讨会综述»ꎬ«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７〕谢友谊:«“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

述»ꎬ«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８〕“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ｆｚ.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ｓｋｙｇｂ / ｓｋ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ｎ￣
ｄｅｘ / ｓｅａｃｈꎮ

〔９〕«‹中国治理变迁 ３０ 年›英文版简介»ꎬ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ｏｐｓｓ. ｇｏｖ.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４ /
ｃ３５４４７２ － ２６３２０１５７. ｈｔｍｌꎮ

〔１０ 〕 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Ｂｅｓｓｅｔｔｅꎬ “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Ｇｏ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Ｓｃｈａｍ—ｂｒａ( ｅｄ. )ꎬＨ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１９８０ꎬ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６.

〔１１〕〔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

理性与政治»ꎬ陈家刚等译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ꎮ
〔１２〕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Ｇｏｏｄｉｎꎬ“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ｇ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５１ꎬ２００３ꎬｐ. ２６９ꎮ

〔１３〕金安平、姚传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

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ꎬ«新视野»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ꎮ
〔１４〕«列宁全集»第 ３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４６６ 页ꎮ
〔１５〕〔１９〕〔２０〕〔２１〕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ꎬ北京:人

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１５４、１５４、１５５ 页ꎮ
〔１６〕«外交部就 ＣＮＮ 主持人攻击中国的言论答记者问»ꎬ

中国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ｖ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ｓｐｌａｓｊ / ２００８ － ０４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９６２６３３. ｈｔｍꎮ

〔１７〕〔１８〕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

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ꎬ北京:人民出

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４５、４３ 页ꎮ

〔责任编辑:刘　 毅〕

—９７１—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学术话语的百年国际传播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