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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内协商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价值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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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协商民主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其实质就是为广大党员参与党
内事务提供广阔的渠道和制度平台。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实质是保障权利与规范权力的有机统一。党内协商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
制是相容而不是相悖的关系，两者的内在统一性在本质上体现为价值的同构性，即都是基于人本主义与
集体主义相统一的一种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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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为广大
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提供广阔的渠道和平台，党的民
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保障权利与规范权力的统一。党
内协商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相容而不是相悖
的关系，两者的统一性在本质上体现为价值的同构
性，即都是基于人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统一的一种
价值定。
一、党内协商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
涵

必须强调， 党内协商民主的基础不是党内派
别，而是有权利的党员和制度化的党组织。 中国共
产党党内协商民主的实践早就存在于党的建设之
中，但自觉认识它，并加以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
“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
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
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
訛
社会平等的要求。 ”譹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必
须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
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
訛
性。 ”譺
那么，党内民主要求又如何实现呢？ 这就涉

及到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和形式这对范畴，只有当反
映事物本质的内容找到合适的形式，才能使事物的
本质得以体现。党内民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本质要求， 从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的辩证关系上
看，党内民主的运行表现为党内选举民主与党内协
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优势互补、同向发力、共生
发展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仅探讨“党内协商民主”
的内涵。 作为近 30 多年来一个国际性学术研究热
点，协商民主力图解决多元社会中由于选举民主的
周期性而导致的民主持续性困境，将政治民主化的
重点从票决民主引向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和协商
的民主形式保证民众参与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
主监督等民主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在中国发展协商
民主，不论是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进程，都必须以中
国共产党为核心。李君如强调：“应该进一步完善作
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形成党内协商
訛
民主机制，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譻
所谓党内
协商民主， 就是在承认党内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为
了实现党内和谐、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强调党内民
主不仅要从实体意义上确认党员的主体地位，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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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序意义上保障广大党员参与党内各项政治事
务民主权利。 党内协商民主主张通过对话交流、理
性讨论、平等协商的民主形式，就关系共同利益或
引起共同关注的问题达成共识， 尽可能地缩小差
距，最大程度地增进互信、凝聚力量。进一步思考的
问题是，与其他的协商民主相比，党内协商民主在
空间和主体上有何内在规定性？如何防范党内协商
民主所强调的参与广泛性和持续性可能导致的党
内民主泛化、组织本位淡化、领导权威弱化的风险？
这些问题的提出，要求发展党内协商民主必须高度
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 要以正确的集中为指导，防
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源于国家之民
主理念及制度，唯必须有所修正，务必考虑政党之
訛
功能及特性后，才予援用。 ”譹
党内民主是体现党内平等的政治原则和政治
形态，它反映在组织原则和组织形态上就是坚持民
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功能是使党内民主在
组织上得到体现，没有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就缺
少组织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强调，集中统一是
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大优势，“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
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加以诅咒的东西，那
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
訛
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譺
，“联合活动就是
訛
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譻
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
织原则。 1927 年 6 月党的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把
民主集中制载入党章，此后在历次制定或修改的党
章中都对民主集中制作出阐述。党的十八大修改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
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
訛
运用。 ”譼
这科学阐述并准确定位了党的民主集中
制。我们党始终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外部
环境、历史任务、党内状况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制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具体制度，从而在原则与制度的结合上构建了严
密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但是，在实践中，虽然我
们党积累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也有民主
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沉痛教训。 时至今日，党内
依然存在着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等诸多问
题。 究其原因，不是我们不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
性， 也不是我们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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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关键是在民主集中制运行过程中，没有实现实
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有效结合。 就实体意义而言，
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应然状态，
权力的运行是以权利为基础的， 为防止权力异化，
必须对权力加以规范，以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的权利。同时，为防止党内权利行使的泛化，又必
须运用权力和权威加以约束。 从程序意义上看，民
主集中制强调的是一种过程，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
规范只有在民主与集中有效运行中才能实现。党内
协商民主作为党内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一般被视
为一种程序性民主。在实践中把协商民主嵌入到民
主集中制既有的制度结构中，既能使民主有着更为
有效的运行形式，又能使集中有着更为坚实的民主
基础，这有助于消除民主集中制在运行中的某些张
力，达到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实现正确集中的
理想状态。
二、党内协商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都具有人
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反映
的是客体的存在、属性与功能对于主体的目的和需
要的满足。民主，就其价值层面而言，以实现和保障
人民民主权利为宗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其突出的亮点就是强
调了人的参与的意义和价值，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正走向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发展
党内协商民主，其目的就是为广大党员平等参与党
内政治事务提供广阔的渠道和有效的制度平台，以
实现“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
党内民主要求。 人本主义以平等的理念为逻辑前
提， 体现在党内就是所有党员尽管有职务级别、角
色定位的不同，但在基本权利上是平等的，在权利
义务上是统一的。人本主义表达的是与民本主义相
区别的一个概念， 这里的人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
指任何一个有自然生命、现实的、从事着实际活动
的人。现阶段，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党
员个人的利益动机、利益归属、利益要求已不能同
利益关系较为单一、利益分配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战
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了，党内出现利益主体
多元化和利益矛盾复杂化的局面。党内民主必须对
多元利益主体和利益差异的要求作出积极回应，以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有效地解决问题， 化解矛盾，
形成共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党内协商民
主把统一意志的形成过程视为协商的目标，并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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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过程以规范性， 使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过
程，以制度的力量确保广大党员的平等参与、党组
织之间的交流沟通、 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
话，以实现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利益关系的协调
与整合，达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 党内协商民主的
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统一的价
值取向，这种统一的理论基础是协商民主所具有的
集体理性的特质。“
协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
出于多数的意愿， 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
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
訛
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 ”譹
由于公共协商的结果来自于集体理性，那么，协商
过程的所有参与者都有义务遵守这些结果。 问题
是，许多当前的分歧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原则
冲突，如果原则冲突特别严重的话，它无法通过协
商来解决。 那么，有助于达成共识的集体理性在多
大程度上具有可能性？ 我们认为，如果说其他的协
商民主形式确实存在如此阙如的话，那么党内协商
民主由于党员共享同样的理想信念、集体目标和道
德原则，这种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集体理性具
有现实的可能性。况且，党员权利绝非一己之私利，
更不是个人特权，而是指包括党员个人利益在内的
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
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
是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
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
訛
的政治局面”。 譺
之所以能形成“六有”局面，是因为
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
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又是一种力图实现人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
价值追求。民主集中制的“
民主”，就程序意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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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党内协商民主这种重要的民主实现形式。党内
协商民主的运行过程， 就是广大党员自由讨论、集
思广益、比较鉴别、明辨是非形成科学决策的过程；
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营造讲真话、讲实
话的良好氛围的过程； 就是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
题，在党的委员会内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协调关
系、消除分歧，形成共识的过程。 民主集中制的
“集
中”，一方面指民主要在集中指导下进行。由于党员
和党的基层组织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在参与
党内活动过程中提出的诉求和采取的行动可能与
党的整体目标与长远利益相冲突，党内协商民主不
是党内
“博弈”，不是党内争吵，不是无原则、无规矩
的，而是在集中指导下进行的。 另一方面也是指民
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中国共产党章程》把集中概
括为“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
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
訛
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譻
。 这“四个服从”从
组织原则上保证了正确集中。 但是，在党的民主集
中制实际运行中，却总是存在“正确集中不够”的问
“一把手”打着集中的旗号掌控绝
题，诸如一些部门
对权力，存在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的现象，集体领
导难以落实到位；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服从组织的名
义对党员进行管控，压制不同意见，虚化党员的主
体地位等等。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对“集中”的误读，仅仅把集中理解为权力的行
使，而没有意识到集中也是对权力的规范；仅仅把
集中看作是对权利的限制，而没有认识到集中也是
对权利的保障。随着“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尊重党
员主体地位”明确写进党章，人本主义思想中“以人
为本”的理念将在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得
到充分体现。

On the value homogeneity of inn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Party's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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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 CPC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for realizing innerparty democracy, which can fully embody the essence of Marxism political party and can provide broad
channels and system platform for the majority of party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party affairs. Th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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