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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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会的社会职能, 并根据政权形式的变化、工业

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 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福利国家。要回答现代福利国家向何处

去的问题, 必须了解: 一、民族国家外部条件的变化, 二、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

国家政权机构和合法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履行现代社会职能的国家形态的本

质特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功能 , 并以欧洲联盟及其成

员国为案例, 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内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中的改革发展道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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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经济方面挑战了民族国家给人类设立的许多界限, 它是否也对民族福利国家的基

本形态形成了挑战呢? 这就在新的背景下重新提出了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的问题。

一、什么是福利国家?

(一) 福利国家与国家功能

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 这种国家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 所以它是一

个政治学的概念 。

在探讨现代福利国家的前途之前, 有必要对国家的社会功能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在古代希

腊的城邦国家时期, 国家除了三个基本的形式 ( 专制、寡头和民主) 以外, 还包含有三个关键

的要素: 强力、权力和权威。强力代表着用于组织对外战争或抵御外侮的武装力量, 权力代表

着对内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统治力量, 而权威则代表着国家行使这些力量的合法因素, 或政治责

任 。在这三个要素中, 有两个要素, 即权力和权威, 都与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直接相关。现代

民族国家通过社会管理获得政治权威, 又利用政治权威来维持对社会的控制。至于国家的强力

则与国家的社会功能有着更加复杂的关系。在国家开支方面, 它们处于竞争的态势; 在国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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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力方面, 它们则存在互补的关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代表着对内权力和权威的概念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古罗马

的国家 靠征服而扩大了 疆域 , 但是国小 则亡于外力 , 国大 则亡于内部的邪恶 。罗

马国家的法典只体现了罗马社会的商业性质, 其审判权半是 一种警察手段 , 半是为了要促

进商业。 罗马国家将商业扩张和军事扩张结合在一起, 但是却忽略了国家的社会功能以及奴

隶制后期罗马社会的变迁和需求, 于是基督教就获得了从社会底层传播和发展的机遇。

从罗马后期到中世纪晚期, 欧洲的基督教会实际上是精神控制和社会服务的机构。它们救

助贫民、赡养老人和儿童、进行结婚登记和解决财产纠纷。教会因此而征服了律法严明但精神

萎靡、社会腐败的罗马, 成为在千年中世纪中行使国家权力的 超国家 机器, 享受着至高的

权威, 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

中世纪以后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要替代教会的政治力量, 就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国家的传统

功能, 而且还必须承袭或替代教会的社会功能。

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突出了主权观念、民族观念, 同时基本上以民族居住地为边界, 先后

强化了国家的主权。民族主权国家用世俗的力量挑战宗教的力量, 其早期的理论大多以传统的

国家强力观念来论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马基亚维里认为, 国家首先是对于个人安全的保障。

他主张主权者依靠武装力量获得建立统一的新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法国思想家让 布丹把主权

说成是制订法律、宣布战争、维持和平、执行法规的权力, 而把私有财产说成是连主权者也不

可侵犯的领域。因此, 当时的民族国家功能还不包括属于教会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和社

会服务。

国家社会功能的世俗化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开始是自然法学派把人重新变成了

自然的个体 。霍布斯说, 人是自然的动物, 他们需要人身保护、需要为了利益而和其他人打

交道。在社会中, 每个人都应当力图使自己适应其余的人 , 社会就是私利协调和汇总的场

所 。由此引申, 人与人之间保持稳定联盟的条件不是正义、神喻或道德理想, 而是能够唤起他

们普遍合作的原因, 代表国家的主权者赋予人们这种原因。

霍布斯以后, 人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 。人不再是国家的工具, 而是国家的目的了。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结成社会, 组织成国家, 变成 社会动物 , 产生 共同意志 。卢梭说,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 他的 社会契约论 从根本上改

变了对于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认识。在卢梭的观念中, 国家应当是被动的, 听命于集体意志的,

人民可以根据集体的利益赋予国家以适当的功能。

从卢梭的 社会契约论 到 公民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 , 这之间还有大约一个多世纪的历

史发展阶段 。后来, 在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德意志, 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和它的日益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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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变得日趋复杂和激烈起来。国家不断地动用强力来维持稳定, 结果却使国

家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机器的作用日益明显。恩格斯就指出, 国家决不是什么 伦理观

念的现实 , 国家是表示: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在恩格斯看来, 国家的本

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分离, 是凌驾于人民之上, 是在阶级对立中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是统

治阶级的机器和工具, 是按照地区、设立公共权力 ( 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 、通过捐税和发行

公债, 来维持其统治的 。

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遇到了普选制带来的新问题。被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开始选举自己的代表, 进行政党斗争和议会斗争, 迫使有产阶级的国家发展社会调节机制

国家开始被赋予新的职能。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已经有人 ( 如拿骚、思尼尔、理察德、

奥斯忒勒以及历史学家汤因比) 开始呼吁政府公开承担社会责任 。

(二) 福利国家与工业化时代

从国家开始承诺社会责任一直到福利国家的形成, 历史经历了一个工业化的大变革。工业

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工业使市场越来越扩大, 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 人成为营利的

工具。一切不符合竞争需要的个人都被无情地抛弃; 工业竞争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性调整还带来

了工人的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 工业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源, 使政府代表国家加强对社

会的管理与控制成为可能。不同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政策措施虽有不同, 但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却

是工业化社会所共有的: 由于年迈、疾病、伤残、失业等原因造成的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总

之, 主权国家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 促成了福利国家后来的发展。

马舍曾经将英国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 旧济贫法 称为 微型福利国家 , 他在提出这个定

义的时候强调的不是 福利 , 而是国家功能的发展变化。因为英国政府在 17 世纪初曾经通过实

施 旧济贫法 重新划分了15 000个教区, 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社会行政管理 。民族国家在

英国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对于罗马教会的挑战、英国教会的国家化、教区的重新划分以及世俗政

府社会行政功能的强化。英国的中央政府通过剥夺教会的社会功能, 在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同

时发展了主权国家的社会管理机制, 增强了国家的力量, 提高了国家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

可以说, 西方福利国家的源头在民族主权国家形成之初。

面对英国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工业社会的风险, 政府不能不更新对社会需求的认识, 改换

社会管理模式, 从而最终导致了国家功能观念的变革和国家行为方式的转变。国家不仅被赋予

新的责任, 而且需要提供适合于缓解工业社会风险的服务。德国的社会保险法是一个经典的例

证, 这种方法后来被许多工业化国家仿效。

社会保险法的问世得益于德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就像英国新崛起的王权在 17 世纪初以 旧

济贫法 替代教区的社会管理一样, 到了 19世纪末才实现了统一的德国也需要以 社会保险法

来统一社会。不过, 和英国不同, 这时德意志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各个联邦的分离倾向和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为了维护脆弱的统一, 德国政府通过加强社会职能

增强德国人的国民意识和爱国情怀。不过, 由于外部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工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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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济贫法 和 德国社会保险法 在观念和方法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在

英国, 在 旧济贫法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济贫法 沿袭了 旧济贫法 的补救模式, 以救

济贫民和预防贫困为主旨, 将政府的援助扩大到全民, 而 德国社会保险法 中体现的政府社

会功能则包含着一种明确的阶级调和的内容。

在德国, 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国家社会功能理论中的主线, 有关国家社会角色的辩论

也异常激烈。保守主义继承黑格尔的传统, 强调国家是理性的, 国家为整体的福利服务, 工业

化和阶级分裂造成的社会革命性冲突只能由国家来解决 。自由主义则否定国家进行社会干预的

效用, 反对国家功能向社会性法制国家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干脆提出, 阶级协调与合作是

国家合法性的尺度, 在国家的合法性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危机的时候, 在 危机和危机

管理 方面国家就不再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机构, 而是一种复合结构。这种国家机器经常在重大

的稳定政策上进行阶级合作, 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 。

实践中, 在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功能领域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传承英国的济贫法

精神, 以救助贫困者作为政府社会功能的基本出发点, 进而发展到把国家的社会保护网扩大到

覆盖所有在工业社会中可能遭遇社会风险的人群; 另外一种则因袭德国的社会保险法传统, 以

制度性的阶级调和作为政府社会干预的基本措施, 在阶级之上另外建立起一套机制, 使社会各

有关成员都为工业社会的风险承担责任。这两种模式在相互借鉴与补充的基础上遵循着自己的

轨道发展, 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两种模式都产生于欧洲, 造成它们不同的根源就是英国和

德国在民族主权国家发展过程中那一百多年的时间差。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对工业化早期的社

会现实做出进行社会干预的决定, 就产生了济贫法, 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对大规模的工业化社

会矛盾做出进行社会干预的决策, 就产生了社会保险法。

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是西方国家观念彻底更新的催生剂。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 贝弗里

奇爵士在他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 中明确地提出: 保护国民免于大

规模的失业 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 就像国家现在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

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 无论是在大陆欧洲, 还是在英伦三岛, 甚至远及北美,

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社会的无力量, 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 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国

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国家的对内社会保护

职能与国家的对外职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已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共识。

这种共识具体地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的政策上: 第一, 由政府出面提供与个人及家庭收入

相应的最低收入保障, 第二, 政府有责任帮助个人和家庭抵御社会风险 ( 如疾病、老龄和失业)

可能带来的危机, 第三, 政府保证所有的国民个人 ( 无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 享受尽可能最好

的、没有确定上限的社会服务。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的发展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出现, 每个福利国家

都根据本国的特定情况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余下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干预社会的必要性, 而是

干预的方式和方法。

福利国家是工业化时代主权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它突出地强化了现代主权国家的社

会功能。主权国家机器对于社会的干预受制于三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国家合法性的构

成, 一个因素是国家对于工业社会需求的认识和承诺, 还有一个因素是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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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的能力。在工业化时代, 这三个因素几乎是同时发展, 共同成为福利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 福利国家与政治制度

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中还没有哪种国家形态能像福利国家这样, 融入了大量的不同利益。如

果把普选制产生的政府当做通过社会再分配, 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的代表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使

用国家的社会转移支付占平均所得税的比率, 来观察国家社会职能的大小 ( 见表 1) 。

表 1 转移支付占平均税率的百分比 ( %)

国别 年份 平均税率 转移支付率 %

瑞士 1982 26. 0 7. 3 28. 0

西德 1984 36. 0 19. 8 55. 0

爱尔兰 1987 29. 5 20. 5 69. 5

芬兰 1987 36. 9 27. 7 75. 0

澳大利亚 1985 32. 2 11. 3 35. 1

荷兰 1987 67. 2 28. 3 42. 1

加拿大 1987 24. 8 12. 4 50. 0

瑞典 1987 45. 0 35. 5 78. 9

挪威 1986 32. 5 15. 1 46. 5

英国 1986 31. 0 24. 3 78. 4

美国 1986 30. 6 9. 4 30. 7

资料来源: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ECD Countries, 1995, Tables 7 3 & 7 5, pp 105 &107.

上表表明, 20世纪 80 年代福利国家大规模改革之际, 在美国, 社会转移支付率仅占平均税

率的 30 7%, 而西德则占到 55%, 瑞典和英国甚至达到 78% 以上! 我们通常把瑞典和英国称为

典型的福利国家 , 正是由于社会福利占国家职能比重偏大的缘故。如果从国家社会转移支付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些差别, 那么这一比例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 34%, 在欧洲大陆

福利国家占到 44%, 瑞典和丹麦甚至占到了 53%。

福利国家 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特指国家中专司福利的那部分职能和机制。我们已经看

到, 这种职能在各个国家中的分量很不相同, 当然福利国家小并不意味着福利小, 因为福利可

以取之于国家, 也可以取之于市场和社会。

福利国家的大小往往被用来说明一个国家内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利益的认同程度。福利国家

不同于前福利国家的一个现象是它所体现的利益认同。在二战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

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在各个工业社会中都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在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就是战争产生的反作用力: 战争的残酷与无常使战后的人们更加向往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

以西欧主要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民族国家由于在安全上受制于美苏对峙的局面而得以减少

国防开支, 加大社会投入。这种局势直接导致了国家社会福利功能的扩大和发展。所以,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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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概念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与 战争国家 相对立。它承诺给国民提供与战争完全相反的条

件: 发展经济、充分就业、老年生活保障, 进而根据各国的国情提供全民最低收入保障。

福利国家 概念的第二个要点在于国家对社会需求的认识。在英国, 由于工业化的加速发

展, 工业剩余人口问题被熟练劳工短缺的现象所取代, 国家的社会功能随之由开办济贫所转向

开放性救济, 又转向提高工业劳动力素质的各项政策, 其中包括得到两党广泛认同的 1947 年

国家健康法 。福利国家保障的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收入, 而且还把社会管理的职能延伸到营

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福利国家以社会需求为主要出发点,

把机制模式和补救模式结合起来, 面向所有的公民, 实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 力图造成代表

国民整体利益的印象。国际劳工组织 1950 年的报告把这种国家形态称为 向广大国民提供服务

的新组织 , 说它是 把社会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 这个组织逐渐成为民族国家政府的一个组

成部分, 而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就成为紧密地协调提高福利水平和促进人口活力的民族主权国家

政策。

福利国家与 战争国家 的对立导向福利的最大化, 普选制条件下的社会需求认定又加剧

了这种导向。威伦斯基认为, 福利国家是由民主机制的发展、多数投票权的推行促成的, 安德

森和施密特认为, 阶级是福利国家的动力。所有这些理论都归结为一个结论: 民主普选制度中

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福利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国家对于社会需求和社会管

理的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导致这种变化的动因不是国家自身, 而是构成国家的各种利

益和社会因素。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自由民主党人, 当他们开始关注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

发展的时候, 就都发现福利国家是个不可或缺的机制。于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福利国家中增加社

会再分配的力度, 而自由民主党人则在福利国家的项目中加进了支持和培育资本主义市场机制

的内容。在各派力量共同努力下, 福利国家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结合体, 它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塑造了一种包含了各种利益的新的国民意识。

哈佛大学教授皮尔森认为, 对于社会保护的承诺加强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合法性。 正是为

了争取社会上各派选民对政府的支持, 福利国家才发展成为满足各派利益的机器。各派政治和

社会力量都向福利国家的政策中添加符合自己利益的条款, 也都能在福利国家里找到自己不喜

欢的东西, 结果使得福利国家变成一台利益错综复杂的机器。

这种利益相互交织的国家是不可能不排外的, 因为资源有限。在福利国家的实施过程中,

资格 是一个经常被涉及的问题, 公民身分, 或者合法居住身分是最基本的根据。福利国家用

社会服务和福利待遇将人的国籍特性突出出来, 福利国家的时代是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得到充分

强调的时代, 也是社会服务被最大限度地国家化了的时代。

总而言之, 国家这台政治机器不仅具有维护安全或发动战争的外部功能, 还有进行社会控

制与社会管理的内部功能。国家的对内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重新的界定, 它的社会管理

观念和方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 而总的趋势是国家干预社会的功能得到了加强。福利国家

正是国家机器在 20 世纪干预社会, 并且为此又干预经济、计划经济、强化行政、管理社会而形

成的一种国家形态。福利国家与国家的安全职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战争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的对

外安全职能, 而福利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的对内安全职能。在福利国家时代, 国家将社会安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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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国家的 责任 , 并启动国家机器, 调动社会资财, 去 履行 这项责任, 从而获得 福利

国家 的称谓和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二、全球化时代的福利国家

近20 年来, 福利国家的危机 一直是热门的话题。8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人口老龄

化给福利国家造成的压力和高福利对劳动道德的威胁。对此, 西方的一些福利国家分别采取了

改革的措施。90 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福利国家的国家社会功能面临着更加严峻

的挑战, 关于福利国家需要结构性调整的议论一时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一) 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方式与福利国家的功能

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 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 其中资本的流动可

能影响主权国家的税源, 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可能引起 社会倾销 , 而人员的流动则会对主权

国家内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功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当今的社会里, 产品和服务的大批量流动, 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价格竞争。价格竞争直接

威胁到福利国家的高劳动力成本, 迫使它们仓促应付 社会倾销 , 采取反倾销、保护市场等措

施。但是 社会倾销 可能导致的福利普遍降低的梦魇, 始终挥之不去。这些国家既要参加世

界市场的竞争, 又不想面对竞争可能导致的福利国家削减的现实, 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十分有

限。

信息产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全球性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资本逃避纳税要比劳动逃避纳税容易得多。为了追逐利润, 资本避开

对劳动征税很重或劳动受到严密保护的国家, 迫使那里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因此, 当私人

企业的跨国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时, 那种在主权国家内部平衡贫富的社会契约形式也就

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威胁。资本的 四处流动 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 成为独立的自主决

策体, 使受着地域约束的雇员和政府日益失去其影响力 。

全球性的资本流动还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全球化和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根据日内瓦国际社

会保障学会 90 年代中期的统计, 已经有一亿多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 到其他的国家居住或

谋职。在这一轮移民浪潮中, 北美和欧洲分别接纳了大约 1 300 万到 1 500 万移民, 总数超过

3 000万人 。资本的外流使福利国家的财力外泄, 而经济移民 ( 其中多数在母国不享受任何社

会保障) 的涌入则造成福利国家在住房、医疗、失业救济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额外负担, 迫使

福利国家纷纷通过新的移民法案, 阻止新移民享受福利国家的待遇 。

当世界进入新世纪的时候, 国家的征税能力因为资本增殖场所的外移而受到挑战, 国家赖

99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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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分配的能力随之被削弱 。福利国家面临沉重的负担而必须保持对于

劳动的高征税率, 否则, 一旦国家无力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危机

就可能再现。

在福利国家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 最先放弃福利国家理念的是美国, 这当然与美国的传统

立国观念有关。斯柏贝认为,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把 寻找新的世界机遇 当做最高价值, 而把

欧洲式的社会权利摆在从属的地位上。自 里根主义 以来, 除了养老保障以外, 美国在其他

一些社会福利和救济项目中都尝试着实现 为工作而福利 的新观念, 设计了 享受两年福利

然后工作 , 工作与责任法案 等改革方案, 在儿童补贴、单亲家庭福利、技能培训等方面进

行促进就业的改革 。因此, 有人形容美国宛如 一家大公司, 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民族展开竞

争。 福利国家, 这个 20 世纪的重大政治成果, 被看做是 单纯成本因素 , 是削减的对象 。

在欧洲, 虽然近年来福利的观念也在向着鼓励劳动的方向发展, 但是人们似乎还不打算把

福利国家的困境和经济全球化简单地联系起来, 因为那样的连接将意味着欧洲福利国家步美国

的后尘, 而 福利国家美国化 是为欧洲的民众和政治家们难以接受的选择。欧洲的研究者们

于是证明, 福利国家目前的困境 与经济全球化几乎毫无关系。 论者的基本论据是, 在二战以

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福利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过世界经济的限制。也就是说, 因为

在西方福利国家之间本身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和壁垒, 资本、产品、人员的流动从来就没有受

到过人为的限制, 福利国家从起源到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传统, 所以边界的

开放只可能是福利国家发生困难的外部原因, 而不可能成为福利国家困境的内在原因。

那么, 当前福利国家困境的内在原因到底来自哪里呢? 如果我们接受福利国家的出现是国

家对于工业社会变革的政策反应这个逻辑, 那么答案就需要从社会变革中寻找。毋庸讳言, 当

今的社会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工业社会的特性来概括了。经济和社会学家们认为, 人类已经进

入了信息时代, 人类社会具有了许多知识社会的特征。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 人的

工作寿命延长了, 工伤风险减少了; 随着产业转型的加速, 失业变成了常态, 同时产业小型化、

家庭化的发展明显;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公共医疗计划变得无比昂贵,

难以为继 。

从福利国家内部的这些发展来看, 不仅由于许多劳动者变成了小型的所有者, 从而使国家

作为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协调人的作用正在减弱, 而且社会危机的性质也改变了: 由于知识

的匮乏而造成的社会排斥超过了工伤和疾病引起的贫困, 老龄的恐惧由生活无着变成难以支付

高昂的医疗照顾费用, 就业准备变得比失业保险更加重要, 过度的国家保护和政府对家庭责任

的替代造成了单亲家庭对社会的依赖, 这一切都迫使福利国家从观念到实践进行根本的变革。

吉登斯警告说, 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 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的管理风险的能力。 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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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目前的 福利国家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 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 比如与技术变迁、

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 这是因为福利国家在两个方面出现了脱节的

现象: 一是福利所涵盖的风险并不符合需要, 二是受到福利保护的群体本不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因此, 福利国家的危机远远不仅是财政的危机, 而且更是结构的危机, 甚至还是福利国家作为

一种国家形态, 它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危机。

(二)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正

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有知识的个人可以不依赖已有的社会体系而自行创造就业, 而且

是灵活性的就业、跨国界的就业, 这对福利国家的普及性覆盖原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福利国

家如果无法解决灵活就业的社会保护问题, 不能将体制外的劳动积累纳入社会安全网的储蓄,

那么随着灵活就业的增多, 它的社会功能就会不断地缩小。而如果不将知识经济创造的就业与

财富合理地纳入社会再分配的轨道, 而依然沿用旧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形式, 那么就可能造

成几个方面的社会不公正: 1 使越来越多的人搭乘 福利国家 的便车, 将新经济带来的额外

收入存入个人的账户, 而让民族福利国家承担社会风险; 2 使越来越多的人由于缺乏对新经济

社会的风险和机遇的知识, 并且得不到相应的保护而蒙受损失; 3 国家由于缺乏政策手段和资

源, 对可能出现的社会两极分化, 对知识匮乏和技能落后造成的新贫困完全束手无策。

面对这种社会变迁, 福利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一种是以原有的福利国家结构为基

础, 按照工资税单, 紧缩社会保障开支, 让其余的人自由发展、自我保护。这是一种让传统的

福利国家功能萎缩的办法。另一种是重新定义社会安全网, 使福利国家在新经济时代继续拓展

新的保护领域。这是一种根据形势的发展改换福利国家保护方式的做法。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政

策选择, 就是双管齐下。在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第一阶段, 各个福利国家, 特别是西欧的福利

国家, 采取的大多是第一套方案。进入 90 年代以后, 重新定义社会公正的概念, 改变社会安全

措施的要求越来越成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方向。

由于福利国家是一种和普选制共生的机制, 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容纳和平衡了多种

利益, 所以任何削减或改革的方案都要遇到一个特殊的难题, 这就是如何能够拆解这些利益,

然后根据新经济的社会需要, 用新的方式满足和平衡这些利益, 取得新的社会公正。皮尔森在

研究英国和美国的福利国家紧缩政策时区分了长期紧缩和短期紧缩, 结构紧缩和项目紧缩, 系

统性的紧缩和纲领性的紧缩, 结果发现, 英国和美国分别采取了 分而治之 和 赎买损失者

这两种策略 。所谓 分而治之 就是按照福利项目, 区分不同的受益者集团, 保证每项紧缩措

施只危及个别的利益集团, 而不得罪大多数人, 使国家的合法性不受危害。所谓 赎买损失者

就是对在紧缩政策中受到利益损害的集团给予补偿。结果, 美国在里根时代, 英国在撒切尔时

代, 都先后逐渐地完成了福利国家的结构性变革。结果是福利国家的机制性成分减少, 而补救

性成分增加, 目标集中到了扶贫和扶困 。

在新的社会公正方面, 福利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德国观念的主流仍然是不触

动福利国家的核心, 在福利国家覆盖不到的社会危机领域, 采取 在福利国家核心范围外新建

立 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积极向上的市民社会 的办法。在英国, 第三条道路 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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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要求的则是福利国家从观念到结构的更新: 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改

福利国家 为 社会投资国家 , 从个人争取政府的保护, 转变为个人寻求 自主与自我发

展 , 政府的功能应当从提供经济援助改变为进行人力投资 , 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调

整。

在实践中, 英美已经开发了社会保护的市场机制。目前, 美国和英国有很多金融保险产品

是直接针对个人与家庭的, 而在欧洲, 金融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政府。从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的私

营养老金项目来看, 美国私营养老金的种类从 1946年以前的只有 7 311 种, 发展到 1975 年的 34

万种, 进而增加到 1985 年的 80 万种 , 储备金额从 1950 年的 130 亿美元, 发展到 1989 年的

1 836兆美元 ( 见表 2) 。

表 2 私营养老计划的资产 , 1950 1989 (以 10 亿美元为单位)

1950 1960 1970 1980 1989

私营基金 13 57 153 627 1836

私营托管基金 7 38 112 470 1234

私营保险储备 6 19 41 157 602

OECD, Private Pensions in OECD Countries : the Uni ted States, Paris: 1993, p 54.

养老保障中的市场因素在福利国家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 80 年代初, 55

岁以上老年人收入来源中来自公共养老金的收入百分比, 在德国是 54 14% , 在荷兰是 41 84% ,

在英国是 41 69% , 在瑞士是 34 71% , 在加拿大是 32 63%, 在美国只有 29 78%。75 岁以上老

人在瑞典是 85% , 在德国是 75% , 在英国是 54%, 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只有 45% 。可以看

出, 在养老保障方面, 北欧的市场因素最少, 社会团结因素最多, 德国次之, 美国的市场因素

最多而政府作用最少, 英国则界乎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之间。

那么, 能否据此而判定瑞典的制度比德国的更公正, 而德国的制度比英国更公正, 美国、

加拿大、瑞士的制度最不公正? 在这个问题上, 近年来出现了分歧。仍以养老金为例, 美国人

认为, 越少的政府干预越公正, 政府应当通过税收优惠和立法保障, 帮助企业和个人利用市场

去获得更大的收益, 而不是通过加大税收力度, 强行实施再分配去保护公民。政府是 最后出

场人 , 只照顾必须照顾的社会脆弱群体。因此保持福利国家救助项目的低水平是必要的。但

是, 北欧国家的宣传品仍然在维护它们固有的 社会团结 理念, 认为 社会团结 不仅是国

家的历史传统, 而且是人民的生活方式, 是社会信念, 这种社会信念的利弊得失是不能简单地

用经济模型计算的。

当欧洲的福利国家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保持着社会公正和社会平衡的时候, 英美式的社会

公平概念变成了一种可以跨行业跨国家操作的方式: 私营养老金虽然也会因为投资的成败而有

所损益, 但是由于它的移动性能良好, 不受国界的限制, 也不受职业性质转变的影响, 所以特

别适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保险虽然满足了 机会公平 的需要, 但是却无法向

那些没有多余资金参加私营养老项目的社会成员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 福利国家就又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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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双重的责任: 既要从传统的社会公正观念出发, 继续对本国内公民实施有效和必要的保护,

同时又要从新的社会公正的观念出发, 允许并帮助公民获得 选择 和 自由 的权利。因此,

社会公正也就被赋予了双重含义: 公平与自由。

(三)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功能

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使个人福利的来源多元化, 来自公共渠道的保护出现停滞, 而来自各

类私营渠道的保障正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 福利国家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将会产生何种变

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西方国家的政府将放弃其高度发达的社会职能。

就连提倡 小政府 的美国, 其社会功能也是在加强, 而不是在减弱 。美国政府并不是越来越

疏虞社会管理, 而是更新了福利给付的观念, 并且使用了多种手段。虽然在社会保护的领域里

市场的因素在增长, 但是迄今为止, 向社会提供福利和保护仍然是国家的主要功能。面对一个

通过支配社会 30%的财富来达到社会目标的国家, 我们很难得出福利国家衰落的结论。

进一步看, 福利国家在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时的确有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在福利国家

紧缩速度最快的 80 年代, 各福利国家的政府都对不同收入阶层进行了一些税率和转移支付率方

面的调整, 如美国和英国都降低了中产阶级的税率, 与此同时加大了对中产阶级的转移支付力

度。这种状况当然和资本主义国家里中产阶级力量和地位的增长密切相关 ( 见表 3) 。

表3 还告诉我们, 在福利国家紧缩的年代里, 国家的税收功能虽然没有减退, 但是各个福利

国家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的比例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多数欧洲国家将税收的 50% 以上用于社会

转移支付, 有些国家甚至高达 70% 80% , 但是美国等少数国家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的经费只相

当于税收的30% 左右。

再从政府开支来看, 英国和美国对国防的投入高, 社会转移支付一直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而赶上了新经济潮流的一些小国家则通常是对教育投入高的国家 ( 如芬兰、荷兰等) 。英国撒切

尔主义时期对于福利国家的削减, 主要是在社会服务和附加保险领域里, 对于基本社会保障并

没有触动。在美国, 中央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比较稳定, 但用于医疗卫生的开支却明显上

升。除了法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以外, 中央政府对于社会保险与福利的支出反呈上升趋势。

这些都说明, 福利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根据各自认定的主要战略和主要社会风险, 已经开始采取

不同的政策组合 (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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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美国各级政府用于国防和国际关系的财政支出占该财政年度总支出的 39 3% , 到了 1970 年, 这

个数字下降到 25 3% , 到了 1992年更下降到 14 1% 。与此相对照, 美国各级政府用于社会保障与医疗

保险的财政支出在 1955 年时仅占财政支出的 3 9% , 到了1970年上升到 10 8% , 在 1992 年更上升到了

16 5% 。相应地, 在逐渐减少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 美国的社会保障工薪税却从 1955年的 4 8% 增加到

1970年的 11 5% , 进而增加到 1992 年的 17 4% 。详见 美国财政税收概况 , 载 美国财政制度 , 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9月。



表 3 税收和转移率 (%)

国别 年份

最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 中高收入 最高收入

税收
转移

支付
税收

转移

支付
税收

转移

支付
税收

转移

支付
税收

转移

支付

平均

税率

转移

支付率

澳大

利亚

1981

1985

1 1

0 7

42 8

40 1

8 1

7 6

22 2

24 6

16 2

16 3

13 3

14 4

24 8

24 2

12 5

12 9

49 8

51 2

9 2

8 0

29 9

32 2

10 8

11 3

荷兰
1983

1987

5 5

10 3

21 8

24 9

11 8

10 0

21 8

21 3

17 0

16 2

18 4

16 9

22 9

22 3

20 4

17 7

42 7

41 2

17 6

19 2

57 0

67 2

28 5

28 3

加拿大
1981

1987

1 8

3 6

33 0

29 5

9 3

8 8

22 9

24 2

16 7

16 2

17 9

19 2

25 8

24 8

14 1

15 0

4615

4615

1211

1211

1910

2418

1011

1214

瑞典
1981

1987

1011

613

1810

1512

1311

1215

231 9

251 8

1717

1717

191 8

211 7

2313

2313

191 5

191 9

3518

4011

1817

1714

4217

4510

3510

3515

挪威
1979

1986

315

317

3410

2115

1114

1312

201 9

161 6

1812

1912

161 4

141 2

2518

2517

131 6

121 2

4111

3811

1511

1110

3510

3215

1315

1511

英国
1979

1986

410

415

3016

2617

1115

811

201 0

251 9

1810

1519

171 4

191 4

2511

2510

171 0

161 1

4114

4614

1510

1119

2518

3110

1815

2413

美国
1979

1986

215

318

2917

2912

716

619

211 1

211 2

1416

1319

171 4

171 1

2417

2216

141 7

171 5

5016

5217

1711

1511

2811

3016

819

914

   资料来源: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ECD Countries, 1995, Tables 71 3 & 71 5, pp1 105 &107.

表 41  按功能划分的中央政府支出 (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国家
医疗卫生 教育 社会保险与福利 国防

1981) 90 1991) 95 1985) 90 1990) 95 1981) 90 1991 ) 95 1981 ) 90 1991 ) 95

澳大利亚 918 1219 714 714 271 7 321 5 911 717

奥地利 1214 1313 916 915 451 5 451 4 219 213

比利时 119 11 1219 11 401 3 11 510 11

加拿大 518 419 313 218 341 7 401 6 718 615

丹麦 112 110 914 918 381 7 411 1 514 415

芬兰 1017 219 1411 1212 321 2 451 3 511 412

法国 1611 1718 715 710 431 0 421 9 616 517

德国 1816 1618 017 018 481 9 451 3 818 614

爱尔兰 1310 1411 1117 1218 251 4 271 5 311 311

意大利 1110 11 812 11 321 8 11 314 11

荷兰 1112 1319 1110 1015 361 6 371 4 512 413

新西兰 1218 1315 1118 1414 291 4 371 7 419 318

挪威 910 315 719 613 351 2 361 7 812 710

葡萄牙 817 11 919 11 241 2 11 610 11

西班牙 812 612 519 414 471 0 391 0 419 317

瑞典 113 015 912 713 461 1 501 1 618 516

瑞士 1310 2017 312 217 491 1 461 0 1014 711

英国 1316 1410 217 412 301 0 301 5 1310 912

美国 1117 1619 119 118 291 9 281 5 2412 1913

   世界银行: 5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6 表 A13, 第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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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否认的是, 现代主权国家的社会功能的确出现了从普及性向选择性, 从系统性向实用

性, 从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向个人与社区的责任转变的趋向。除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外, 在其

他国家, 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国家, 这种趋向并没有导致机制性或结构性的变革。有研究证明,

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还在继续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¹ , 虽然除了社会保险这个坚硬的内核

变化较小以外, 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领域有很多的政策方针都在发生着变化。

同样难以否认的是, 福利国家在继续履行其作为主权者的社会职能的同时, 已经开始在其

他一些功能领域里改变行为方式。例如国家致力于降低关税、通过降低公共部门的开支来降低

赤字、软化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口号、从援助个人转向支持资本、有选择地发放对低收入家庭

的补救、限制普及性的福利的发展、增加对于教育的公共开支或政府政策力度, 等等。因而也

有批评认为, / 福利国家正在变成竞争国家。0º

市场无法提供可以替代政府的服务, 这是已经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那么问题的关

键就不在于政府有无社会功能, 而在于什么样的政府和哪一级的政府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福

利国家是从欧洲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民族国家发展成为主权国家的一个象征。当

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产生冲击时, 主权国家对于本国公民的保护必然会受到影响» 。归根结

底,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针对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功能领域, 而不是针对福利的。在经济发展出

现了新的形式和风险的时候, 当市场的拓展撑破了民族国家的辖权的时候, 传统的、已经在冷

战时期得到充分正名的福利国家就面临了一个重新正名的问题。福利国家在国内的社会保护方

面具有合法性, 但是这种合法性随着主权国家边界的被打破而变得复杂困难起来。人们对于社

会保护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如何来满足, 由谁来满足? 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

三、欧洲一体化与福利国家的外化

  (一) 欧洲一体化与欧洲福利国家的困境

从政治和政体的层面上讲, 福利国家是主权国家的国家机器, 但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上

讲, 福利国家又是为了政治权力、为了保障资本的发展、补充市场的不足、缓解和预防社会风

险而设立的机制。这种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使市场与社会的需要和政治的能力结合起

来, 甚至一度被认为, 它使 /繁荣、平等和充分就业达成了完美的和谐。0 ¼ 福利国家在新时代

面临的困境恰恰是由于在 /繁荣0、/平等0 和 /充分就业0 之间产生了裂痕, 在市场和社会之

间出现了脱节, 在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方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衔接纽带。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离

异现象在努力扩大市场的欧洲联盟非常突出。

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宗旨是帮助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在成员国之间更自由地流动, 从

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制和效率的优化。如前所述, 这种流动必然会打破民族主权国家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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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G«sta Esping- Andersen, ed. ,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 SAGE Publica-

tions, 1996,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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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Publications Ltd. , 1994, p. 21.

Ibid, pp. 100) 101.

Jens Alber, / Social Dumping , Catch-up, or Convergence?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Global Context0 , Journal of Euro-

pean Social Policy , 2000 10 ( 2) ,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p. 107.



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作为新市场的补充, 所谓 /四大自由0¹ 是难以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 当欧洲联盟实现了统一大市场的时候, 单一的社会福利机制却没有被提上

日程, 甚至连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直接操作的最低社会标准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º。1961 年,

在意大利都灵, 欧洲委员会向各成员国提交了一份 5欧洲社会宪章6。宪章确立了4 项基本原则:

11 没有性别歧视地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平等待遇的权利, 21 劳动者获得信息和咨询的权利, 31 劳

动者参与决定和提高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权利, 41 老年人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

对于单个成员国来说, 这些原则似乎过于基本, 但是对于欧洲共同体整体来说, 即使是这

样最基本的原则也难以在共同体的层面上实施。因为欧共体毕竟只是经济共同体, 而不是社会

和政治共同体, 它缺乏政治统治力和管理工具去实施这些原则。欧洲联盟虽然享有一定的政治

行动力, 但它仍然是成员国的政治联盟, 而没有过渡成为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主权者或主权体。

这种状况到了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马约) 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马约虽然没有

提出欧洲社会一体化的问题, 但是马约为欧洲单一货币规定了时间表和基本条件, 特别是关于

年度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3% , 公共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60%, 以及通货膨胀率不

超过三个通胀率最低国家平均数的 115% 的严格趋同标准, 无异于给各福利国家上了一道紧箍

咒: 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不再能够根据国内福利开支的要求随意地举债或发币, 主权国家只剩下

征收税费这个手段, 而这正是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需要削减的。

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给民族福利国家的继续发展亮出了红灯, 这种强迫刹车行为是非常

及时的, 因为福利国家保护的只是主权国家界限内的国民, 而这种分割的社会保护并不适应欧

洲的社会现实。必须发展新的社会保护机制, 用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不过, 这样一个对于主

权国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工作, 对于欧洲联盟这个独特的政治体来说, 却十分复杂。这是由于,

首先, 欧洲联盟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国家间的盟约和各成员国国内的全民公决, 这就造成了欧

洲联盟授权有限的前提; 其次, 由于欧洲联盟授权有限, 特别是它没有被赋予直接向全体公民

征收税费的权力, 所以也就不可能获得实行财政性社会再分配的行动能力; 第三, 福利国家之

间在结构、水平、乃至传统观念上的差异使得在它们之间进行的趋同努力非常困难。

  (二) 社会欧洲的建设与福利国家的外化

欧洲大厦的建设者们正在构建的是一个层次复杂、但是又反映了欧洲市场和政治状况的社

会政策模式。简单地说, 就是这个模式在跨国的层面上反映市场发展的需要, 在成员国的层面

上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它依赖传统的福利国家对非流动人口实施保护; 在福利国家之间架设

交流和互补的渠道, 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需要; 通过欧盟层面的政策, 鼓励创造就业和人口流

动, 同时通过社会立法和监督机制, 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

自60 年代起, 欧共体有关社会方面的法令和政策都是为了实现 /四大自由0 的需要和风险

而制订的。1964 年 2月, 欧洲共同体决定采取特别协调措施, 使在成员国工作的 /外籍劳动者0

能够享受公共政策、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 旨在鼓励劳动力市场在共同体范围内的优化组合» 。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 共同体各成员国开始将福利国家政策 /外化0 至包括非本国公民。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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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 月, 流动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问题被提上了共同体的日程¹。1972 年 3月, 欧共体再次通过

决议, 要求成员国为流动就业人员及家属提供社会保障º 。同年 10 月, 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首

脑在巴黎举行会议, 更加明确地提出, 应把社会领域里的各项工作摆在和经济与货币联盟同等

重要的地位上。不过, 其有关机构起草的社会行动计划并不是北欧或西欧福利国家式的蓝图,

文件提出的目标包括: 11 充分就业和改善就业条件, 21 在各国之间协调这些条件, 31 增进管理

者和劳动者在共同体经济和社会决策方面的参与。文件重申, / 共同体不在成员国中间寻求对所

有社会问题的单一解决方式, 也不尝试承担所有由其他各个层次更加有效地承担着的责任0, »

从而明确地划分出民族国家和欧洲共同体这两个不同层面的责任范畴。1974 年, 欧共体部长理

事会通过了 /欧共体社会行动方案0, 关注与工作环境有关的三个方面: 充分和更好的就业、生

活和工作条件的提高、劳动者在企业活动和社会管理方面更多的参与。显然, 上述社会行动的

目标都与促进市场发展密切相关, 都是为了使共同体内部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更加人道化, 都是

积极就业政策的组成部分。

80 年代的经济停滞曾经直接地影响到民族福利国家的发展, 欧共体的成员国先后相应地采

取了紧缩财政和制约福利国家发展的措施。但是经济不景气没有影响共同体在社会政策方面的

发展, 欧共体在社会立法和社会监督领域里的咨询、指导与监督职责继续加强。1976 年和 1978

年欧共体公布了妇女在就业、职业培训和晋升、工作条件以及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原则¼。1983年欧共体开始公布各成员国的年平均实物福利开支, 1985年又第一次就社会政策问

题举行了专题讨论, 承认如果忽略欧共体的社会功能就会导致共同市场的失败。

关于社会应当和市场协调发展的认识导致了两个重要的进展: 第一, 1986 年的 /单一欧洲

法案0 将社会政策纳入了法律框架。欧盟法中包括了有关改善工作环境和保护工人健康与安全

的条款 ( 118a) , 有关要求企业家与劳动者对话的条款 ( 118b) , 以及有关结构基金的条款

( 130b) 。共同体的社会政策开始对成员国产生约束力。第二, 欧共体通过专项协议, 规范了妇女

和流动劳动者在享受福利待遇和职业社会保障方面的平等权利原则½ , 因而触及了成员国内部的

社会再分配模式。随着劳动者的跨国流动, 在彼此分割的社会保障机制之间出现了沟通、合作

和互助的事例。它们为1989 年的斯特拉斯堡 5欧共体劳动者基本社会权利宪章6、1993 年的 5德

勒斯增长、竞争与就业6 白皮书以及 1994 年的 5欧盟社会政策6 绿皮书和 5欧洲社会政策 )))

欧盟发展之路6 白皮书奠定了基础。

进入 90年代以后的欧洲联盟开始对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进行越来越具体的指导。从建立社

会救助的共同标准, 发展到在欧盟的层面上进行社会目标和社会政策的协调¾ , 进而发展到在

1999 年通过决议, 为跨国雇佣和跨国社会保障金的发放规定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欧洲联

盟在整个联盟的范围内逐步地协调经济和社会政策, 并且向世界宣告, 欧洲人所需要的社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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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双层结构模式¹。这种模式应当尊重人的价值, 但又要适应市场向全球化

方向的发展; 它既要保留福利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的特色, 又要在共同市场中寻求经济增长和社

会公平之间的新的平衡。这个模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加强经济创造力上。为了在超国家的大

市场中达到这个目标, 欧洲联盟开始建立超国家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和社会行动计划。关于稳

定、增长、就业的 5阿姆斯特丹条约6 ( 1997 年) , 以及提出社会欧洲建设具体措施的 5尼斯条

约6 ( 2000 年) , 都已经清楚地指明, 欧洲的未来将不会是美国化的欧洲。全球化将要造成的是

/一个世界、两种版本0º。除了自由以外, 公平和团结是决然不可或缺的欧洲价值观念。

必须要补充的是, 欧洲联盟并不是一个实体的 /福利联盟0。欧洲共同体在建立之初就为社

会承诺定下了基调: 建立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促进就业和机会平等, 以

及实行最低的社会保护, 而且这些目标是通过成员国的国内政策来实现的。共同体的责任仅限

于制订标准、提供咨询和实行监督。不仅如此, 从欧共体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来看, 不难发现,

共同体的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基本上没有触动福利国家的机制模式))) 社会保险, 它的政策范

围仅仅局限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通过社会保障机制之间的协作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并且通过促

进就业, 特别是跨国界就业, 提高生活水准和劳动条件, 21 促进妇女的平等权利, 31 反贫困、

反社会排斥。

可以看出, 这一在共同体层面上的社会政策指导方针与传统的民族福利国家的相关原则有

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 在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中, 就业岗位是受到保护的。失业被认为是非常态, 是

社会风险, 所以需要通过失业保险给失业者以补偿。社会政策的出发点是社会需求。在欧洲联

盟的层面上, 就业是需要利用各种激励政策去寻找的, 失业得不到补偿。社会政策的出发点是

促进就业。

第二, 在福利国家制度中, 妇女的平等权利体现在社会保障机制中, 家庭妇女可以享受丈

夫的养老金和其他一些福利, 平等的尺度是用 /得0 来衡量的; 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 妇女的

平等权利表现在就业上, 社会应当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 使妇女享有和男人同等的劳动机会和

劳动报偿。这里强调的是 /机会平等0 而不是 /结果平等0。

第三, 在反贫困的问题上, 欧洲国家发明和发展了庞杂的社会保障机制, 通过代际再分配

和社会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别、消灭贫困现象; 而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 我们找不到超国家的

社会再分配机制, 贫困和社会排斥是用特例补救的方式来解决的, 欧洲联盟的作用是倡导各成员

国在某些社会行动方面进行协作。

在指导观念上没有变化的是福利国家中的机制模式。欧洲联盟只是要求成员国就流动工人

的社会保障待遇进行协商和协调, 以保证流动工人能够享受到不低于在本国内的各项保障。为

了使社会保障具有灵活性以更加便于劳动力的流动, 成员国共同决定将社会保障金分块计算,

通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商达成国际协作, 这也是福利国家主权外化的一个渠道。

综上所述,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 欧洲联盟成员国的福利国家出现了功能外化于传统主

权国家的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在:

11 在共同体层面上出现了一致的社会标准。围绕着这些标准的确立和监督实施, 一些超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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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 如欧盟委员会、欧洲社会政策专家委员会、欧洲法院以及欧洲议会等等, 就变成了社会行

为主体。在它们的努力下, 通过了一些有约束力的社会政策文件。欧洲联盟因此而获得了 /社会立

法权0 和 /社会程序管理权0。通过这些权力的行使, 欧洲联盟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21 在成员国的层面上实行了 /被动的0 社会政策改革, 例如通过了 5劳工流动协议法案6

(Reg. 1408P71, 574P72) 、 5自由服务法案6 ( Arts. 7a, 59 ) 66, EEC) 以及 5区域和部门补贴规

定6, 这些规定和法案都超出了福利国家的传统权力范围, 由欧洲法院、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

府共同执行。

31 欧洲一体化造成的间接的压力迫使福利国家之间出现趋同的现象。为了避免 /社会倾销0

现象在福利国家中间出现, 欧洲联盟的雇主、工会和成员国政府共同努力, 使欧洲联盟内部的

福利待遇呈现出一种 /向上趋同0 的趋势。根据欧洲联盟的决策机制, 欧盟的 /四穷国0 ( 指希

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没有足够的权数向下拉动福利, 反而由于欧洲联盟内其他福利

国家的拉动, 出现了改进和提高福利国家水平的现象¹ 。这样一来, 决定福利国家的政治因素就

不仅限于国内的政党和利益集团, 而且包括了外部的政治势力。

欧洲福利国家权力外化的三种倾向, 即超国家行为倾向、政府间合作倾向和共同决策倾向,

对于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转变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首先, 从概念上讲, 成员国的政府不能

再把社会福利局限于仅仅提供给本国的国民, 而且民族国家的政府也不能再单方面决定来自其

他成员国的 /外国人0 是否享有福利方面的公民待遇。其次, 成员国不能够再坚持福利的当地

领取和本土消费政策。第三, 成员国的政府不再有排他性的福利管理, 因为这种权力会由于流

动劳动力而有所交叉。如果福利国家的相互交叉与民族国家的自治原则发生矛盾, 那么就要由

欧洲联盟出面进行协调和解决, 这样一来, 民族国家的边界就会不断地向主权缩小的方向移动。

此外, 成员国已经不能再将市场和政府的成分混在一起, 随意地提供福利, 自行选择提供福利

的方式, 因为随着主权让渡, 决定福利国家构成的权力也减弱了。最后, 成员国不能再单独地

决定由谁来提供社会服务 ))) 欧洲联盟也被赋予了提供意见的权力º。总之, 欧洲联盟一方面在

制定凌驾于福利国家之上、约束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 另一方面在取消一些不利于单一市场发

展的有民族国家特征的制度, 从而干涉到福利国家传统的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保护等权

力领域, 使福利国家的发展出现了外化于民族国家社会功能领域的现象。

这种同时进行的福利国家的外化与福利国家内部的削减, 目的都是解决民族国家的社会与

全球化的市场相脱节的问题。英国和德国官方明确要求削减政府的作用, 特别是政府在社会再

分配方面的作用, 将政府的作用转换到投资人力资源, 支持企业创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环

境保护上。对于福利国家的未来, 他们喊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口号: 保持最低社会标准;

改革公共服务, 使效率最大化» 。

欧洲的政治领导人主张通过改革政府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通过提供自由和选择

来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公正, 通过调动个人来加强社区意识、增进社会团结, 从而通过新的政策

工具来体现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欧洲 /成为一个在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体0, 面

对美国的优势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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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战略来说, 民族国家的政治普选制是最大的障碍。福利国家的公民可以动用

手中的选举权来阻止全球化带来的 /社会倾销0。但是, 由于欧洲联盟的政府机构并不是普选产

生的, 所以社会欧洲大厦的建设者们可以更多地考虑发展, 而不必在利益平衡问题上裹足不前。

欧洲联盟的双层社会模式恰好可以平衡这两种矛盾: 在共同体的层面上, 可以避开民族国家福

利改革中的难点, 根据欧洲统一市场的现实需要, 致力于以促进增长就业为基本特征的 /非福

利国家性0 的社会政策, 以便使欧洲能够 /赶上经济上升的趋势0。在成员国的层面上, 民族福

利国家将继续补充这种 /小政府0 的欧盟社会模式, 保持联盟的整体社会稳定, 同时保留并突

出各成员国的民族特色。就像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 欧洲联盟既要

/继续建设单一市场, 并促进经济自由化0, 又要 /保存0 /高度发展的福利制度0。¹

欧洲联盟的社会模式还有一种能动的 /中间道路0 作用。这种模式通过欧洲联盟层面上的

市场经济来调动民族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 同时又通过民族福利国家层面上的社会要求来限制

欧洲联盟层面上的 /市场社会化0 发展, 从而形成 /市场社会0 和 /福利国家0 之间的 /第三

种社会模式0。这种社会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逐步地、在重新诠释的基础上引入欧洲传统的

社会公平观念和社会团结模式, 从而建立一种 /新的欧洲灵魂0 (普罗迪语) , 使 /欧盟成员国

的共同命运0 向着适应世界经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以欧洲整体的力量来促进 /福利国家的现

代化0 并突出欧洲的社会特性, / 用新的做法表示社会团结和对他人的责任, 而不是把纯粹的个

人利益完全作为经济活动的动机。0º 在欧洲, 这种新建立的机制不是 /福利欧洲0, 而是 /社会

欧洲0 根据全球化的市场和分权协调制的政治而设计的独特的政治形态。

结束语: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回到这个开始提出的问题时, 我们已经看到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存在多

种趋势: 欧美的有些福利国家出现了紧缩政策, 在南欧和部分东欧国家, 却出现了福利国家继

续完善的迹象, 在部分东欧国家, 福利国家正经历着解体和重组 ))) 虽然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

是各种福利国家的各种调整方向的重要的原因, 但福利国家改革和调整的方向和方法却是由主

权的性质和政治的运作决定的。

传统的福利国家中包含有两种基本的模式: 机制模式和补救模式, 它们都起源于欧洲。二

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承认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 同时都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进行社会保

护。机制模式通常要求个人供款, 而补救模式则由政府拨款。机制模式中体现的社会契约通常

涉及政府、雇主和个人三方, 而补救模式的社会契约关系仅限于政府和公民个人。随着经济的

转型和社会的发展, 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不同点日益显现: 它们不仅使用的社会再分配方式不一

致, 而且观念也不同。

世界上还有其它形式的社会保护。在东亚和智利,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资金

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障。资金积累模式中虽然也有政府的作用, 但是却不牵涉大规模的收入再分

配和政府社会转移支付。这种模式 ( 通常是固定缴费计划) 也在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体系之外,

特别是机制模式之外, 以各种积累式补充保险的形式快速发展。在那些国家里, 福利国家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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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道路6,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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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式本身并没有遭到削减, 但是补充保险的发展却使福利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应减

弱。在东亚和拉美, 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非福利国家模式的社会保护道路: 在社会安全网中出现

了 /家庭责任0、/社区功能0、/职业福利0 等等。传统的福利国家也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结构性

差异: 以补救观念为基础的国家发现, 它们很容易就把国民享受保护的权利转换为国民享有机

会的权利; 建立在机制传统上的国家则发现, 它们有必要告诉人类, 在市场经济时代, 随着工

业和市场的发展, 人类应当认同并建立某种社会权利标准。

总括起来说, 福利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大体表现出以下几个方向: 11 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

福利国家需要重新寻找合法性的依据, 21 以职业福利替补公共福利, 从普及性的社会福利向选

择性的社会福利发展, 在福利国家的改革和削减方面, 利益补偿往往先于妥协, 31 由国际资本、

世界性组织共同提倡全面削减社会再分配的比重。

在世界上, 只有欧洲联盟在主权让渡的过程中出现了福利国家外化的独特现象。欧洲联盟

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 社会模式的发展需要与市场的发展相适应。依照这一

认识进行的社会建设不是福利国家的一体化, 这是一个由多个福利国家 /粘和0 而成的社会欧

洲, 而不是一个使福利国家融合为一体的福利欧洲。

这种既灵活又完整的欧洲双层社会机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趣的预示。首先, 随着欧洲一

体化的深入发展, 欧洲联盟层面上的社会政策还会进一步具体化, 并且会侵蚀到成员国在社会

政策领域里的法律权威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力。另一方面, 民族福利国家仍然是欧洲社会政策

的主要机制, 不过这些福利国家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民族福利国家之上出现了一

个指导和监督的机制, 在民族福利国家之间也生长出许多的联系和沟通的渠道, 它们制约着民

族福利国家的单独行动能力。这种复杂的、多层面的政策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是欧洲单一市场

首创精神的 /溢出0 结果¹ , 与民族国家的国家社会功能的形成相类似, 它们都是变化了的主权

体根据扩大后的市场和转型中的产业所造成的社会风险采取的保护社会的措施。当然, 欧洲联

盟是一种独特的政体, 是在成员国自愿让渡部分主权的基础上享有一部分主权的, 而不是一种

自在的主权体。

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出现了国家间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同时还产生了超国家的

政策指导和监督机制, 从而在社会保护领域里造成了一种新的双层或多层结构的主权体, 这使

我们对福利国家、乃至整个国家形态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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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us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chores in the rural areas. Fewer job opportunities in non-

agricultural sectors are available for women, who do most of farm work and housework. The rate of return is

high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in agricultural operation, which is opposite to their rate of return in non-agricu-l

tural operat i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exes in incom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gap between them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This difference also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sex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exists to

some extent on the labor market.

( 6) New Poverty during the New Century: Knowledge Poverty Hu Angang  Li Chunbo # 70 #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a new concept of poverty ) knowledge poverty ) and, based on theo-

ret 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discuss its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knowledge

poverty, income poverty and human poverty. In the authors. view, ever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policy of re-

form and greater opening to the outsideworld, a great deal has been done to improve and enrich the state of the

knowledge environment in China. However, knowledge poverty is st ill a serious problem in China. Further-

more, there is a great disparity in knowledge between reg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genders. Knowledge poverty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Know-l

edge resource is scantiest for the poorest regions and also constitutes the greatest restraint on their develop-

ment. China must reduce knowledge poverty through new approaches and new mechanisms in the future.

( 7) Where Will the Welfare States Go? Zhou Hong # 93 #

The European national states took over in part the social funct ions of the church during their develop-

ment. Thu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is in compliance with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state power.

It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necessit ies of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other external pressur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n what directions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will develop in the future, we must have a clear idea

of several factors. First,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national states.

Second,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changes in their internal social needs. Finally,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state power organs and their legitimac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s a state form that performs modern social

functions.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a stat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

knowledge economy. Finally, taking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s as examples,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ourse and direction that welfare states will follow in thei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s influenced

by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 8) Jurisprudential Considerations on Villagers. Self-management in China

Cui Zhiyou #129#

Village sel-f management is sel-f management neither by the individual villagers nor by the villager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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