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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民主及其特征与局限

Knowledge Democrac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作者简介：尚智丛(1967- )，内蒙古锡林浩特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的社会研究；樊春雨(1992- )，女，河北邯郸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 100049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91期

　　内容提要：知识民主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就知识民主的民主形

式及特征还缺乏系统探讨。历史上民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古希腊直接民主到近代代议制

民主再到当代的协商民主。在知识社会中，依托于知识这一中心资源，需要发展一种在知识生产、传

播和运用阶段容纳所有主体平等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民主形式，即知识民主。知识民主具有三个典型特

征：多元主体参与、理性协商和知识的平等共享。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形式，知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

有其局限性。

　 　 Knowledge democrac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cus of scholars since the

1990s,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democracy.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has main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from the direct democracy of ancient Greek to the moder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n to the contemporary deliberative democracy.In

knowledge society,for the central resource is knowledge,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form of democracy that accommodates the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rational

negotiation of all subjects in the stag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use,and

dissemination,namely knowledge democracy.Knowledge democracy has thre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multi - subject participation,r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equal

sharing of knowledge.As a normative form of democracy,knowledge democracy has its

limitations in practice.

　　关键词：知识民主/特征/局限/knowledge democracy/characteristics/limitations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知识的民主问题研究”(15AZX007)。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正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心资

源。后工业社会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因此，许多西方学者都认

为，后工业社会将成为知识社会。[1]然而，自古以来知识便总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柏拉图将知识

与智慧集于哲学王一人，因而知识与公众无关，更是与民主背道而驰。即使在现代这个知识增长与教

育普及程度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作为赋权和提高能力的源泉，作为发展的决定性工具，仍然与一大

堆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现象如影随形，如全球范围内的知识鸿沟。因此，知识社会在促进知识经济发

展的同时，更需要知识民主来保障人权的实现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民主一词最早由加拿大学者约翰·加文塔(John Gaventa)在1991年提出。他指出，知识社

会中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什么样的知识、谁进行生产、为了谁的利益生产、为了什么目标生

产”[2]。由此，打开了人们探讨知识民主的大门。虽然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

就知识民主的形式、特征及其局限，还缺乏深入讨论。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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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主的演变及知识民主的提出

　　民主的本质在于保护人的权利与自由。自古希腊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人类社会演变

出多种民主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实现知识社会，知识民主的呼声

也愈来愈强。追溯民主的发展与演变，我们会发现知识民主的提出是必然的。

　　“民主”(Democracy)产生于政治学领域，其词源学上的含义是人民(demos)的统治(cracy)或人

民主权，指一种既区别于君主制(一个人的统治)又区别于贵族制(少数人的统治)，而由全体人民平等

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的统治形式。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发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时期，雅典政体是民主政体的典型代表。雅典政体的民主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制

度安排，其政治制度最早体现了主权在民、权力制约等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机构分别是公民大

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均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

言，参与辩论并表决；作为公民大会之外负责日常事务的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抽签产生

并轮流执政；民众法庭的成员也由抽签产生，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审理案件。二是制度背后的政

治观念与文化。雅典民主普遍信奉公民美德，并把公民献身于城邦政治作为实现美德、发展自我的一

种重要方式。基于这种同质化的社会文化背景，雅典公民的生活并没有公私之分，直接参与城邦公共

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

雅典民主是一种由全体公民参与的直接民主，民主是实现自我本质的目标，同时也是手段。然而，这

种直接民主一方面将雅典推向繁荣，另一方面其统治方式的缺陷也带来各种社会问题，苏格拉底之死

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持普遍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政

治统治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统治者必须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聪明而有智慧的人。而民主则把权力

赋予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的民众，他们很难对问题形成正确的看法，这些人一旦获得参与政治的

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因此，“他们并不把民主看作一种允许所有人享有同等政治权利的公平的制

度，而是把它看作数量占多数的穷人对富人横行霸道的制度，是一种群氓政治”[3]14。同时，他们

还认为，民主使知识和智慧边缘化，民主与知识是不相容的两方面。总之，作为首次出现的民主形

式，雅典民主彰显了民主的最初也是本质的定义，即人民的统治；同时也标榜了民主最主要的两大原

则：自由和平等。作为一种公民积极参与自我管理的统治形式，它优于其他统治形式。然而这种简单

直接的民主形式也存在令人诟病的局限性，民主过程缺乏自我纠错机制，缺乏法律的限制，缺乏保护

少数原则，单纯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也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言论和思

想自由，因而极易产生多数人暴政的危害。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民主便被打上了“多数暴政”的标签，并被视为政治堕落的表现。

直到近代，民主在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造之后才重返政治舞台。近代民族国家，无论其国土面积还

是人口数量，其规模早已不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式直接民主，同时直接民主的弊端也是民主实践中

必须克服的障碍。因此，近代政治思想家们更新了民主形式，发明了“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

指“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

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4]65。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同，代议制民主具有以下几方面原则：一是

人民主权原则。洛克指出，国家和政府的产生来源于社会契约，政府权威是由人民所赋予，政府建立

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与自由，如果政府没有达到这些目的，那么作为授权人，人民有权

废除它。二是代议制原则。由于地域及人口限制，更是为了避免多数暴政的危害，人民通过选举代表

自身利益的代表进行参政议政。这些代表既站在公共善的立场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发声，同时又理

性地审视公民的不同意见。需要注意的是，代议制民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其前提是尊重并

保护少数。因此，社会中每一部分的人都应该按人数比例拥有自己的代表，多数与少数一样都享有充

分的代表权。三是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原则。“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

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5]185因此，孟德斯鸠认为，为防止权力滥用，必须用权力

制约权力，合法政府形式必然遵守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通过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保障公

民的自由。四是自由与法治原则。与古希腊民主崇尚美德不同，近代民主的主题是维护公民自由。公

民自由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积极自由是指个人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物中追求

自己偏好的自由，涉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个性自由等；消极自由是指公民的个人权益

不受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威的侵害。因此，为了维护自由，必须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限制国家权力

的有效手段就是制定宪法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各项法律，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活动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

要求。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形式，它成功地解决了公民参与和政府效率的矛盾，同时能够通

过代表集中和体现人类智慧，民主与知识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它既作为负责又可行的政

府而得到赞美，又能在广袤的国土上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稳定。”[6]148尽管如此，代议制民主

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缺陷：一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投票存在悖论，即“阿罗不可能性定

理”。这一悖论揭示了多数人的投票选择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二是由于信息不足及缺乏审慎思

考，投票过程缺乏充足的理性，公民的欲求和偏好可能被欺骗或操控，公民的决定也充满随意性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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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性。三是代议制容易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由此导致人民与代表的分离。代表并不一定代表公共利

益，公民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而对政治生活持普遍冷漠的态度。

　　二十世纪以来，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深刻变革的反

映。这一时期传统民主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批驳和修正，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多种模式的民主理

论。尽管二十世纪的民主思潮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但仍可从中发现两条背道而驰的主线。一条是从

实证主义研究出发，坚决捍卫代议制民主形式的精英主义倾向；另一条是为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弊端而

向直接民主的复归，发展出一种半直接形式的协商民主。

　　精英主义从经验和实证角度出发，认为二十世纪的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都发生了新变化：在新

科技革命影响下，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和公共事务的干预，增强自己的管理与决

策职能，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议会转移到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官僚主义的盛

行，官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一定程度上政府与民意的脱离。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精英主义者选

择承认并捍卫这种现象，并认为由于人天生是不平等的，社会本质上就是少数领袖或精英对绝大多数

人的统治。精英民主论代表熊彼特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

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

他们的人的机会”[7]415。因此，民主并不是促进公民共同利益实现和发展公民美德的基础，它只不

过是产生精英、为精英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保持精英富有效率的关键机制或过程。进入知识经济时

代以来，这种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并没有消退，而是发展出技术专家治国论。技术专家治国论认为，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决策越来越离不开专业知识的支持，政治

过程需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因而知识分子阶层将逐渐成为主宰社会的统治阶级。精英主义

倾向的代议制民主模式迎合了西方上层社会的需求，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

这种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严峻的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公民对政府及专家的不信任，加剧了社会的

不平等。尤其在知识成为中心资源的社会中，这一民主模式在加剧由于知识鸿沟扩大而导致的愈益严

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知识在应用和决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负面影响等方面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为克服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弊端，许多学者试图超越现存缺陷而向直接民主复归。为此他

们提出一种强调参与和协商的半直接的民主形式，即协商民主。这种民主模式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强

调公民直接参与并通过协商形成共识的过程，它有助于矫正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增强公民与政府的联

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这种半直接的民主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知识与民主的矛盾，缓解与知识相

关的不平等现象，保障人权的实现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发展成为依托于知识的知识民主。

　　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模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知识民主意味着社会中“主导性和非主导性的行动

者有平等的机会和能力来推动这些知识，从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这种知识民主在知识的获

取，知识共享的方式以及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方面没有任何偏见”[8]。知识社会中知识已成为建构

社会秩序的基础因素，知识的平等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建构，因此必须发展一种在知识生产、

运用和传播阶段容纳所有主体平等自由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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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民主及其特征与局限

　　二、知识民主的特征

　　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形式，知识民主的民主价值表现出如下三个典型特征。

　　1.多元主体参与

　　无论是古希腊同质社会下生活在城邦中的公民，抑或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中拥有普选权的市民，

民主中“人民”本意上就是指全体人民。虽然到了现代，在个人价值观破碎与各种利益集团崛起的背

景下，“人民”本身的抽象性饱受诟病，但它仍指向异质化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角色和利益的绝大多

数人。

　　在传统社会，知识的生产过程被认为是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事业，尽管按照默顿所提出的四

条“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扫除

了种族性别歧视，宣扬了言论自由，并对权威可以持严肃的批判态度，但这种在科学共同体内部饱含

自由民主精神的科学却是以排斥公众为前提，公众作为缺乏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没有任何参与科学事

业的根据。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及紧随其后的公众参与科学运动打破了科学

共同体在知识领域的垄断地位。伴随着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科学争议以及诸如环境污染等负

面作用，公众越来越感知到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并对专家的权威及中立性产生了普遍怀

疑，这导致公众对专家及政府的不信任，也使科技政策失去合法性。[9]为此，政府有关部门逐渐开

始引导公众参与知识在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公众与专家、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以期公众参

与科学可以提高科学决策的公开性与正确性，重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心，并希望通过公众的意见保

证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公众在知识领域的作用并未就此止步。依托于库恩科学范式的相对

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科学知识不再是客观的和中立的，与其他文化知识一样，都是社会

建构的产物。那么基于认识论根据，认为公众不具有理解和生产知识的资格与能力而把公众排除在知

识生产领域之外的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压迫与不民主。此外，20世纪末参与式行动研究活动广泛开展，

其中，发生在科罗拉多州洛矶弗拉茨的有组织的反对核辐射中毒事件和拉夫运河清理有毒污染废弃物

事件中，关键的发现是由“家庭主妇研究者”而不是专家做出。这表明公众能够并且应该参与到知识

的生产过程。因为公众在生产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和知识会考虑到实际的环境和生产问题，往往会做出

有用的发现。[10]因此，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民主倡导科学家、政府官员、公众以及媒体等多元利益

主体参与到知识领域，并依据自身特有的认知模式与能力对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共同进行探索和分

析，在此过程中需要承认多元认识论，尊重不同主体的多元认知模式及知识，特别是边缘化的知识和

底层的知识。

　　2.理性协商

　　尽管在知识领域引入了公众、媒体等多元化的主体，但这并不能保证民主的实现。传统社会中，

知识领域的社会组织方式是以精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科学共同体或专家作为知识的权威，代

表公众参与政府的科学决策。他们被看作“一个独特的、理智的精英，一度被称为‘天然的贵族’，

如果能够深思熟虑地去思考，便会识别客观的公共利益、代人们去做那些想做但没做的事情”。[11]

然而，现实中科学家与政府“合谋”隐瞒事情真相或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科学家盲目崇尚

科学权威而忽略其他知识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行为破坏了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导致科学共同体

与公众脱离，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不断降低。这在本质上也是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无法逾越的缺陷。

　　协商民主的兴起是对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缺陷的积极回应。协商民主强调，在宪法及其他法律的

限制下，代表多元利益的主体在信息充分、机会平等与程序公平的条件下，都可以自由、积极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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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参与的方式是大家在经过充分的理性思考和公开讨论之后，依靠说服、磋商而非强制、欺

骗等形式，不断修正、转换自己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

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理性。[12]通过这样的协商方式，民主恢复了公共利益与公民美

德，弥补了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下分崩离析的价值诉求与冲突。同时，协商民主通过增加理性审议、

相互理解与尊重程序等因素，摒弃了古希腊直接民主缺乏自我纠错的程序机制、缺乏价值宽容、拒绝

法律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多数暴政的弊端。协商民主虽然本质上并不是民主模式的创新，但其在新时

代条件下的发展为民主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协商民主引入知识领域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温尼指出，单纯将公民引

入知识领域并不能缓解公众的不满，因为政府和科学机构可能单方面设置了参与的规则，但公民却不

希望遵守他们所制定的规则。因此，公民参与科学的过程必须重视协商成分，关于知识的问题应该是

自发和独立的，而不是由政府或机构策划制定的。[13]基切尔站在温和实在论的立场上，勾画了良序

科学的图景。在良序科学中，无论是对研究项目的选择还是研究成果的转化，其决策过程应该包括各

种观点的代表，既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与支持科学研究的人群，更应该包括来自整个人类社会的群

体。这些利益不同的群体或其代表通过专家对他们面临问题的知识进行详尽的解释而修改并确定个人

偏好。带着这种受过辅导的个人偏好，他们进入到相互磋商的阶段，“慎思者承诺看待其他人像自己

一样，都有实现自己愿望的请求，因此认真对待其他人对自己偏好和困境的描述，以及他们做出选择

的理由”[14]143。经过充分的交流与协商，每个人都可以修正自己的偏好并达成共识。此外，贾萨

诺夫、费舍尔、古斯特等学者都倡导将更具参与性、协商性和包容性的民主形式引入到科学领域。基

于这种协商性质的知识民主理念，一些民主实践也不断兴起并扩展，如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观点

工作坊以及协商民意调查等等，这些创新的实践形式为知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意义，并为

知识民主从规范走向现实提供了基础。

　　3.知识的平等共享

　　实现理性磋商的必要前提是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公众之间信息的充分沟通。因此，知识平等

共享是实现知识民主的题中之义。虽然自古以来，知识一直被打上精英主义的标签，但在知识领域促

进知识传播和共享一直是人类不懈追求的事业，在进入知识社会之后，这项事业变得更为迫切。

　　知识社会的到来并没有消除在知识获取方面的不平等，相反，知识社会自身具有排斥的潜力，这

股排斥的潜力将“知识社会的发展随即简化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扩张，以及旧有的社会阶层划

分模式的扩大复制”[15]177。知识鸿沟便是最好的例证：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领域的资源不平等问题非常严峻，发展中国家因知识贫乏而在新一轮经济活动中

产生恶性循环。即使借助于现代网络技术扩展了获得知识的方式，但由于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不足，以

及严重的人才流失倾向，弱势地区仍然无法获得平等发展条件。马太效应作用明显，导致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其次，社会中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性别歧视等问题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知识鸿沟。尤其是

性别歧视，诚然男女平等早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社会信条，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传统社会文化的影

响，女性在接受教育、从事知识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受到各种歧视。在这些背景下，打破知识壁垒，促

进知识平等传播和共享，是知识社会实现民主的现实挑战。

　　作为知识社会的核心价值，实现知识共享是一项需要各方长期努力的事业。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创

新、网络信息技术和设施的不断发展、知识观与文化观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多元发展等都是不可或缺

的因素。此外，还需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普遍获取知识的矛盾，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不是为了保

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激励知识的生产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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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民主及其特征与局限

　　三、知识民主的局限

　　倡导知识民主，首先可以提高知识生产和应用阶段中决策的正确性，提高共识程度。知识民主将

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到决策过程，以多种认知模式增强对事物认识，决策是集体理性的反思结果。其

次，发展知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科学的精英主义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知识民主拉近

了公民与科学家、政府决策者之间的距离，科学家成为代表公共利益的“诚实的代理人”，而科学研

究活动也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善为目标，满足公众的诉求。最后，知识民主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科学

精神和公民美德。协商过程本身也是教育过程。通过积极参与讨论与磋商，公众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科

学的理解，增强理性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公民的集体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以公共利益为出

发点，尊重他人的需求和利益。然而，民主自产生之时就不是一种完美的治理形式和决策方式，无论

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形式还是近代的间接民主形式，在实践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弊端。因此，知识民主

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形式，它在实践过程中也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从实践层面来看，对比协

商民主的困境，知识民主本身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

　　第一是民主过程中的理性局限。协商民主的前提是公民具备审慎的理性，并且在处理各项问题的

过程中时刻保持这样的理性。但现实中公民理性水平层次不齐，对于问题的理解容易受到各种价值

观、道德偏见、不稳定情绪的干扰。因此，虽然协商本身有助于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但就决策过程

本身而言，公众对研究和应用理由的错误认识不能促进科学活动的稳定开展，“无知者暴政”的危险

并不能彻底消除。第二是民主过程潜在的诱发性偏好与虚假认同的问题。尽管协商本身是偏好转换和

融合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能保证无意识状态下的欺骗与操控。由于个体自主意识不足或自主能力

欠佳，这导致可能会允许政策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而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着普通公民对他们

希望政府采取何种行为的看法；也可以用政治家以及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错误地灌注给公民的偏好来

取代公民真实的偏好；还可以将各种认同强加在与其本身利益不符的公民身上。[16]136因此，知识

民主中可能存在科学家与政府或特殊利益集团勾结起来以隐秘的形式诱导公众做出脱离真正民意的决

断问题。第三是协商结果的无效性。虽然理想协商的最终结果是根据公共利益达成共识，但现实生活

中多元利益主体出于个人的私利和道德偏见，导致协商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因而无法达成有效共

识。尤其在面对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争议时，无法达成有效共识的结果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

协商最终仍须遵循传统的投票形式抑或遵循权威的观点。

　　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模式，知识民主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其可行性条件需要进一步研究，也

需要与政治、经济等其他民主一道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但无论是共识会议抑或是参与式行动研究，

其成功的实践经验表明，知识民主有现实基础，它是知识社会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原文参考文献：

　　 [1]吴永忠.知识社会的概念考辨与理论梳理[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03)：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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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C]//Orlando Fals-Borda & Muhammad Anisur

Rahman(eds.).Action and Knowledge: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New York:Apex Press,1991:1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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