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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社会思潮背景下统战工作的坚持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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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在关于统战工作的新论述中强调“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统一战线本质规律的深刻把握。当今中国，相对稳定的社会多样化格

局已然形成，思想多样化则是社会多样化最深刻的本质，多样化的挑战促使统战工作作出回

应。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工作在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处理上长期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

原则，但社会多元化使得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已不可能持续，因而面对多样性的社会思

潮，执政党需有大气度和新视角，寻找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合”与

“和”两大原则以调适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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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在关于统战工作的新论述中强

调“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统一

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

性的关系。”［1］(P29)
一致性和多样性，正是统一

战线存在、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因为

一致性，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因为多样性，统一

战线才有必要。自统一战线诞生以来，一致性

与多样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就是统战工作的前

提和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

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多样化的

格局逐渐形成。发生在生活中那种“穿着同样

款式、同样色彩的衣服，所有人沿着同一个模式

发展，在同一时间上下班，全社会关注同一件

事，数亿人民为同一首歌曲、同一部电影、同一

个人物、同一个事件而感、而泣”的时代渐渐远

离了我们，取而代之的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寻

找各自的世界”的生活已经成为多样化生存时

代的标志。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

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的本质? 如何在这样的多样

化社会中开展以一致性为追求的统战工作? 本

文带着这样的问题，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无锡

市、徐州市等城市统战工作的调研，展开思考。

一、思想多样化是社会多样化最深刻的本质

1． 相对稳定的社会多样化格局已然形成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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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变化。中国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等多重复合的转型过程。中国社

会从总体上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

束缚，许多方面都从单一化走向了多样化。
人们感受最为直接的是经济层面的多样化。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改

变了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也随之形成。
在社会层面，伴随着各种经济组织的出现，在原

有的共青团、妇联、青联、学联、文联、作协、科协、
记协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继续发展的同时，又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合法登记或未登记但已存在

并活动的社会组织。传统的“大锅饭”、“铁饭

碗”等“统包统配”的就业方式已被打破。由于

用工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企业固定工逐步减

少，干部终身制和“能上不能下”得到改变，干部

聘任制、公开招考和竞争上岗逐步实行。与此同

时，我国社会原有的多样性也在演进之中:多党

派、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继续存在，其内部状况

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民主党派在解放初期

有 1 万多人，改革开放初期有 6． 5 万人，现在已

增加到近 80 万人;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

例上升，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干部队伍

迅速成长;五大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政

治和文化层面，政治民主化和科教现代化的成果

也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的格局。政治身份、户口身

份、行政身份三位一体规定公民社会属性、社会

角色和社会选择的格局正在出现根本性变化，人

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随

着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形成了世界

上独有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

会制度并存的格局。
2． 多样化的挑战促使统战工作作出回应

从当前多样化格局的具体发展看，其消极影

响不可忽视。多样化容易滋生有害社会的自由

放任、分散无序现象，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利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多种思想

观念相互碰撞，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经济成份多

样化及其发展，在思想政治方面会反映出各种各

样的要求，有的甚至会背离正确方向;组织形式

多样化之下的各种社会组织，良莠不齐，活动频

繁，会削弱社会整合能力;就业方式多样化会使

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难以覆盖，形成不少无

人问津的“盲区”和死角;“黄赌毒”等社会丑恶

现象也会趁多样化的发展而泛滥开来，等等。
这表明多样性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和政治活

跃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社会在多样性之上要有对

一致的目标和一致的思想、行为准则的认同。当

前我国社会要在大力发展多样性的同时，从多层

次上推动中国社会一致性的形成:一是以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形成大陆范围人民的

一致性;二是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形成

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的一致性;三是以促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的一致性。总之，要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核

心，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
因此，以追求一致性为目标的统战工作，必

须正视业已形成并逐步常态化的多样性格局，

紧扣社会多样化的本质，做出工作的调适。
3． 多样化社会思潮反映了多样化格局的

本质

多样化格局的形成有着其规律性的表现，

首先是利益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分配形式及

其结果上;其次是结构的多样性，反映在体制内

外界限的出现，不同所有制组织的形成;最后则

表现为思想的多样性，表现为自发的、外来的、
原有的、新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分立和冲突。

长期以来，统战工作对一致性的追求，是建

立在对经济资源的垄断，也即利益分配方式的一

致性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样，结构的多样没有了

基础，思想的多样同样无法出现。当下的统战工

作又常常从结构入手，例如按照体制内外分割的

思路开展的对“两新组织”的统战工作。这样的

统战思路，缺乏对前后两个环节的考量。特别是

缺少对政治思想倾向考量的方法和手段，使统战

工作的绩效评估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常常也

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疑问，例如，富裕起来的人

群，还能不能成为“自己人”。应当认为，对以思

想引领为核心的统战工作而言，把握思想多样化

倾向才是把握社会多样性本质的正确路径。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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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种“主义”，成为影响统战成员的主要思想

流派。第一种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

是以个体和个体权利为原点，以财产权为核心，

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私人领域的干预，在政治上

主张建构维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宪政

制度。第二种主义是民粹主义。这是中国社会

急剧分化、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腐败盛行而导

致普遍怨愤情绪的产物。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

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

些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

步的目的上。第三种主义是国家主义。其基本

判断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为结构和秩序

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阶段，中央集权国家面

临分权化改革的强大压力，充满着危机和变数。
因此，必须在制度上健全国家的政治、行政、法
律的统一性，在资源配置上保证国家的主导地

位，在行动上加强国家的自主性，在价值上维护

国家的道义和象征。
概括地说，当今中国的主流思潮，应是我们

平常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理
论体系、制度。至于非主流的社会思潮的发展

则十分复杂。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前后，

曾出现“两个凡是”思潮，紧跟其后的“非毛化”
思潮，正好是“两个凡是”的反面;上世纪 80 年

代人道主义、异化思潮争论很大，对社会各方面

影响也大;此后，新权威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

潮曾一度十分活跃;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自由主义思潮、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新左派”
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宪政

社会主义思潮、回归新民主主义思潮等，也都纷

纷走上前台，表达自己的诉求。十八大前夕，普

世价值思潮、宪政社会主义思潮、新民主主义回

归思潮、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犬儒主义思

潮等在许多人群中仍很有影响。

二、统战成员中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思想表现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已经呈现出一致性与

多样性并存的格局。就统战工作而言，所谓一

致性，就是海内外广大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的认同感大为增强。同时，在产生了多

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新的社会阶层、利
益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格局中，人们的思

想日趋活跃，每一个体及个体之间的自主性、差
异性明显增强;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

的总体格局依然存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

导致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存状态等等，使得多样

性的表现更为复杂。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广大民主党派成员、

党外知识分子和海外侨胞的思想认识中，对社

会主义、爱国主义认同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例

如，南京市江宁区面对非公经济人士思想状况

的调查表明，92． 1% 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87． 1% 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政

党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90． 1%赞同科学发展观思想;68． 8% 认为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当代中国

坚持马克思主义;74． 3% 认为自身所取得的成

就主要依赖于党的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富民政

策;86． 4%认为与 5 年前相比，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变“强”或“较强”。在徐州云龙区，新阶层人

士中除了 20%已是中共党员外，有 15%希望加

入中共，35% 希望加入政治组织或社会组织，

50%希望通过人大、政协等组织更多地参政议

政;在个人事业发展方面，60% 表示充满信心。
在全省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一项调查中显示，

74%的被调查者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和对

中华民族的贡献中给予了“伟大”、“重大”和

“很大”的评价。①

统战成员的这些积极的思想状况，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地方统战部门在坚持一致性思想引

领的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但在调查中也发现，

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许多引起

我们重视的思想表现。
1． 个人本位的倾向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调查问卷中，对最倾向的

个人价值，有超过 46%的非公人士选择了“个人

主义”，有 41． 1% 的选择了“实用主义”，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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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个别访谈和集中座谈等调研活动。



“集体主义”的只有 17． 8%，对个人主义价值的

认同远远高于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实际上，

非公人士出于对自身身份的顾虑，这种价值认同

的问题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主观政治倾向，

真实的状况应该比调查的结果还要大。由于市

场经济体制推行后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个人

本位的认同在全社会范围内都有大幅度的增强，

许多人非但不会将个人本位作为错误的选择，还

会将此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加以坚持。
2． 政治冷漠的意识

关注切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关注公共生活

的政治秩序表现冷漠，似乎是中国长期以来的

重要政治文化特征。这个特征在自由择业知识

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例

如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的前提下实现人民民主这一问题，有 44． 7%
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楚或不愿回答，认为不能

的也有 16． 2%，反映了这一群体对当下政治的

抵触。在徐州云龙区新阶层人士的调研中，也

有近 50%的受访者对参政议政没有表达愿望。
即便在民主党派组织中，相当多的党派基层组

织也存在严重社团化、联谊化、娱乐化的倾向。
许多新成员的加入的动机，仅仅认为党派组织

可以增强群体归宿感，可以增加交友的机会，参

与更多的文化娱乐活动而已。
3． 急功近利的追求

统战成员对政治的冷漠，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对统战工作目的的模糊，或者说，参与统战工

作的动机与我们的期待还存在差距。在南京市

江宁区的调查中，非公人士大多表示，最信奉的

是“在商言商”，其主要注意力仍停留在经济利

益层面，对宏观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各项路线、
方针和政策兴趣不大。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

治参与的动机方面，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回答是

为了“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实力”，47． 5% 的人选

择“保障权益维护安全”。可以看出，相当多的

统战成员参与统战工作是出于功利性的考量。
这个动机无疑是合法的，结合中国当下的经济

社会发展路径来看，这种动机也是正当的，但与

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究

其原因，是统战成员在参与统战工作和参政议

政过程中，没有完成角色转换。

4． 回避责任的心态

相当多的统战成员来自于所谓的体制外，所

谓体制内的统战成员又以工作在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领域的知识分子为主。一些受访者认

为，统战成员要么是公共政治生活的观望者，要

么是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边缘群体，因而不愿意继

承传统知识分子倡导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重任。例如，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调研中，

在回答“您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观

点持何种态度”这一问题时，有 41. 8%的人选择

“不认同”或“说不清”。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

统战成员在改善市场环境、社会治安、公共秩序

等方面对政府的期望很大，责任指向明确，但对

参与这些工作的想法比例极低，41． 5%的受访者

认为公共秩序的建构、政治生活的安排责任在他

人，而自己“不想介入政治”。
以上这些思想状况的罗列未必详尽，但足

以反映当前统战成员中思想状况的多样性，其

出现尽管都有某种合理的解释，但也可发现其

背后社会思潮的理论支持，足以提醒我们对统

战工作方法进行调适。

三、“合”与“和”:多样化社会

思潮背景下统战工作调适的两大原则

在统一战线工作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处

理上，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原

则:求同存异。但是正如李瑞环指出的，“从统

一战线的历史看，有忽视‘求同’的错误，但主

要的还是不能‘存异’的错误，以‘同’的重要性

来否定‘异’的必要性”［2］，在一致性与多样性

的实践中，往往“求同”重于“存异”，控制性强

而包容性弱，影响了统战工作目标的实现和功

能的发挥。这种偏颇源于没有全面科学认识一

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诚然，意识形态不能多

元化，但社会多元化使得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

状态不可能持续，面对多样性的社会思潮，需有

大气度和新视角，寻找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1． “合”:构建一致性的统战工作原则

分化与整合伴随着社会发展，现代社会更

是如此。很多社会科学家将“现代化视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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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过程”，而与分化相对应的整合过程也

伴随着现代化的全过程。社会分化提升了个人

自由、促进了社会发展，也可能带来“混乱、利

己主义、缺乏合作、强迫性劳动分工”［3］(P4)
等反

常乃至病态的现象，破坏社会秩序，所以必须通

过整合“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机构，防

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

解”［4］(P114)。而过度整合不仅使社会冻结，而且

破坏政治发展。苏联时期和法西斯国家的过度

整合导致社会高度同质，降低了个体积极性和

社会活力，阻碍了政治发展。分化制造了多样

性，整合追求着一致性，只有分合均衡、多样性

与一致性的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这种分合的尺度，我们可以用科学哲学中

“硬核 － 保护带”的原理加以说明。科学哲学

认为，每一个纲领“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

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

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这些研究纲领

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

和未消化的反常”［5］(P6)。“硬核”是“研究纲

领”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它决定一个“研究

纲领”的性质，是该理论在受到外部冲击和挑

战时始终保持稳定的部分，不允许反驳。“保

护带”是环绕“硬核”的一系列辅助假说，有助

于使整套“研究纲领”保持足够的弹性和活力。
当“研究纲领”遭遇挑战，就要对辅助假说进行

修改和调整，从而保护理论的“硬核”。借用这

个框架，一致性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硬核”，多

样性则构成一致性的“保护带”。
追求一致性仍然是首要任务，放弃一致性就

是放弃方向、放弃目标，在多元化思潮带来的空

前复杂和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更是要着力建立一

套统摄多元思想的一致认同。但是不能因为一

致性的追求而压制多样性，多样性源于我国现实

社会的分化，是人们自主性、差异性的反映，激发

和调动了不同群体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发展

意识，促进了社会发展。多样性带来了思想价值

观念和利益的冲突，但是对这种冲突要辩证地认

识和处理，对于动摇政治信仰、冲击主流价值观、
宣扬私有制等涉及重大原则的多样性，要旗帜鲜

明地抵制、引导和转化，而对于非重大原则的多

样性，则应允许讨论甚至促进发展。事实上，在

对核心价值理念和共同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多样

性的冲突并非一致性的破坏者，而是形成了一致

性的保护带。“开放社会由于允许冲突存在，这

样就对那种危及基本意见一致的冲突形成保护

层，从而把产生有核心价值观念的分歧的危险减

少到最小程度。对立群体的相互依赖和这种社

会内部冲突的交叉，有助于通过相互抵消而‘把

社会体系缝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

要分裂线的崩溃。”［6］(P167)

因此，统战工作一致性的构建，实质上是对

影响统战系统的各种政治思潮加以整合的过

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过程。在国内的政治整合研究中，大多将政

治整合的功能定位为维护社会稳定，事实上，政

治整合既有“限制性功能”即维护社会稳定，也

有“促进性功能”即推动政治发展。异质性是

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多样性和冲突可能带来

的破坏性，使得政治整合视追求政治秩序和社

会稳定为主要目标。然而，多样性和异质性也

可能成为政治发展的基础。结构的分化不但是

经济的、社会的，最终会推动政治结构的分化;

利益的多元表达，使得政治系统不得不关注多

元利益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协调，促进政策结果

的改善;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系统的回应、接
纳，有助于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实现因应社会需

求的政治发展。
2． “和”:保护多样性的统战工作原则

在整合多样性形成一致性的前提下，我们

要改变传统的“存异”的消极倾向，而要挖掘差

异性的积极价值，提出保护多样性的工作理念。
保护多样性不是保护多样的冲突和紧张，而是

运用中国文化“和”的理念，保护多样性共生、
统一的秩序。

中国古代先哲认为，世界万物的产生，不是

产自单一的因素，而是由多种元素交互作用的

结果，具体地说是由土、金、木、水、火相杂而成

的。多元的相交互动保证了世界的活力，一元

与单一会造成世界的肃杀和衰败，多样性的统

一和均衡，才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正是出

于对“和”的意义的深刻体认，中国文化肯定

“和为贵”。
中国古代的“和”思想与统战工作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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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结、大联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特 别 是

“和”思想中强调的差异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

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用，为统战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也有学者认为，权力

表现为两个方面:转换能力( transformative ca-
pability) 和支配能力 ( domination)。转换能力

就是行动者所具有的改变事物进程的能力，支

配能力主要指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必然出现

的支配关系。但支配关系并不仅仅是否定性的

和排斥性的，支配同时存在“积极性”支配和

“消极性”支配两个方面。所谓“积极性”支配，

主要指支配者可以通过“诱使”( inducement)的

方式使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做出符合自己

要求的反映;所谓的“消极性”支配，主要指支

配者通过“强制”(coercion) 的方式使处于被支

配 地 位 的 行 动 者 的 行 动 符 合 自 己 的 要

求。［7］(PP7-14)
强制支配往往追求硬权力下的一

致，虽能实现稳定和预期目标，但对差异的忽视

和排斥也成为冲突的诱因。诱使支配则往往体

现为以多元化与共同性为基础，试图建立以尊

重差异、包容多元为特点的共享社会。
面对一致性建构的任务和多样性存在的环

境，在工作理念上，统战工作要从“求同存异”

向“求同化异”、甚至“求同求异”转变。在工作

方式上，则要注意把握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的

功能和尺度，变传统的控制性整合为控制与服

务相结合的整合形式，促使新形势下统战工作

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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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ence to and Adaptation of United Front Work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iversified Social Ideology
WANG Yun-jun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leased new theories on the United Front work，emphasizing“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istency and diversity”，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United Front work． In today's China，a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of social diversity
has come into being，and the diversity of ideologies has become the most profound essence of social diversity，which urges
a proper response from the United Front agenci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etting aside differences ha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principle for the United Front in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istency and diversit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yet social diversity has made it impossible to maintain the homogenization of singular ideology; as a result，
in the face of diversified social ideologies，the ruling party shall develop bold mindset and new perspective，look for episte-
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in handling consistency and diversity，and establish the two major principles —
“convergence”and“harmony”— to readjus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Key Words: united front work; diversity and consistency; diverse social ideologies; convergence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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