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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政治品德思想研究
——以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关系为视角
李育书
(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上海，200233)
摘要：在对待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上，孟德斯鸠在近代政治哲学中独树一帜，他既不同意政治与道德分离，也不
主张政治与道德融合，而是提倡政治品德。政治品德以爱国家、爱法律为主要内容，它不同于个人道德抑或宗教
道德，而是政治的运转所需要的道德。这一思路具有重要意义，它开阔了道德的领域，推动了现代社会性道德的
发展。但在政治品德以及政治本身的道德基础问题上，孟德斯鸠的学说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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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在对待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

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政治是否需要道德问题的认

上，以两种态度最为典型，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政治

识上。孟德斯鸠对洛克开启的自由主义政治与道德分

与道德分离模式，另一种是以卢梭、黑格尔为代表的

离模式做出了修正，认识到政治不但不能离开道德，

政治与道德融合模式。对于这两种模式及其内涵，当

而且需要道德的襄助。对此，孟德斯鸠从历史事实与

前学界已多有讨论。其实，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

政体理论两方面作了阐述。

德关系并非只有分离与融合两种模式，这两端之间还

一方面，孟德斯鸠考察了历史兴衰，特别是以罗

有着一个中间模式，这种模式以孟德斯鸠政治品德思

马的兴衰过程为样本，指出政治品德、社会风气对政

想为代表，认为政治有自身特有的道德要求，政治与

治具有重要意义。孟德斯鸠认为，罗马的兴起与强盛

道德可以实现有限度的融合，只是这种模式很少受到

很大程度上源于良好的风俗与公民的美德，
“罗马人所

关注。而就当前对孟德斯鸠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多

以能够号令一切民族，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战术，同

关注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地理决定论等学说，往

时也是由于他们的审慎、他们的贤明、他们的坚持、

往忽视了孟德斯鸠的道德学说尤其是政治品德思想。

他们对荣誉和祖国的热爱。”[1](103)罗马的衰亡也是因

其实，孟德斯鸠的政治品德思想既是孟德斯鸠思想的

为公民道德的堕落腐化，
“当在皇帝统治之下，所有这

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关系

些美德他们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还能保持着他们的战

几种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类型，它是介于分离

术……但是当军队本身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自身就

与融合之间的有限融合模式的主要代表，对于现代社

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1](103)由此可见，公民

会中社会性道德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的道德水平与整个社会风气对于政治的兴衰具有重要
意义。

一、政治需要道德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深刻的，孟德斯鸠从政体理
论出发，指出政治本身需要道德作为动力来推动。孟
德斯鸠区分了三种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专制

在当前自由主义主流话语中，政治与道德分离成

政体。这一划分方法很独特，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

了一句流行话语。孟德斯鸠虽然也因其三权分立等思

沿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开启的按照统治者

想常被划归到自由主义阵营，但是在政治与道德关系

人数多少来划分政体的划分方法，把政体分为君主、

问题上，孟德斯鸠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学说却有不小的

贵族、民主制。但孟德斯鸠关注的不是统治者人数多

收稿日期：2014−09−12；修回日期：2015−06−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12ZD&122)
作者简介：李育书(1982−)，男，江苏滨海人，哲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伦

理学

146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1 卷第 4 期

少，而是政体的原则差异，
“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

爱民主政体就是爱俭朴。”[2](50)在孟德斯鸠的上述论述

的东西。”[2](22)“这些不同社会的结构不一样，能够将

中，政治品德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爱祖国、

[3](24)

不同的政体有

爱法律，其次是爱民主政治、爱平等、爱俭朴等道德

不同的原则，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

要求。前者是基础性的要求，后者可以看做是由前者

其成员统一起来的纽带也不一样。”

①

则是恐怖，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Virtue) 。共和政

衍生出来的。这些要求既直接关系政权的稳固，也关

体离不开品德，只有品德才能够维持它的良好运转。

系到社会风气的良善，而社会风气的良善与否也终将

因此，政治并不与道德相互隔绝，政治需要道德。

影响政权稳固。

按照孟德斯鸠的划分，共和政体按照统治者人数

政治品德的首要内容是“爱法律、爱国家”以及

多寡分为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两种，
“共和国的全体人

与之相伴的“爱共和政体”
。这三种爱是公民政治品德

民掌握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

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政治品德是政治运转的

[2](9)

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

现代社会

动力，它的内容是政治性的，对国家、法律的爱，对

以来，共和政体特别是其中的民主政体越来越成为最

民主政体的爱，直接反映了公民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

普遍的政体形式，民主政体需要不需要道德，需要什

反映了公民对国家政治形式的认同，有了这种爱的品

么样的道德亟待人们做出回答。在同时期的思想家中，

德，才能够保证政治的稳固，进而推动国家的强盛。

孟德斯鸠坚定地指出，政治需要品德。
“在一个平民政

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还举例说明，政治

[2](23)

“维

品德是国家强盛的必备条件。
“在像罗马和拉栖代孟这

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专制政体，并不需要很多道义，

样的共和国里，人们遵守法律并不是由于恐惧或由于

但是在民主政体中道义却是必须的。……品德是能够

理智，而是由于热爱法律，因此不可能有比这样的共

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
”

[4]

支持该政府的唯一方式。” 共和政体需要政治品德，
这种品德不同于一般道德，它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孟

和国更加强大有力的了。”[1](17)
政治品德还要求公民“爱平等、爱俭朴”，作为“爱

德斯鸠“指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德性，而是政治意义

法律、爱国家”的补充。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

上的德性，后者扎根于爱国热情中，引导人们把国家

爱平等把人们的野心局限于一种愿望和快乐上。这种

[3](25)

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

愿 望 和快 乐就 是 使自 己对 国 家的 服务 超 过其 他公

孟德斯鸠的这一认识得到了卢梭、黑格尔的充分

民。
”[2](50)“爱俭朴限制了占有欲，人人只求家庭之所

肯定，黑格尔指出，
“必须承认孟德斯鸠在他对于这些

需，如有所余，则归给国家。”[2](51)在此我们可以看到，

政 府 形式 的原 则 所作 有名 的 陈述 中表 达 的深 刻见

孟德斯鸠之所以把爱平等、爱俭朴列为政治品德，大

解。”[5]他们都认为孟德斯鸠明确揭示了政治离不开道

致有两方面考虑。首先是因为爱平等、爱俭朴可以抑

德这一特征，具有了不起的深刻洞见，并把孟德斯鸠

制个人欲望，还可以劝导民众把不必要的财富献给国

纳入到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追求道德的谱系之中，虽

家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其次，孟德斯鸠更深的洞见

然孟德斯鸠观点与卢梭、黑格尔的主张之间还存在重

在于他看到了政治品德可以抑制人们的野心和贪欲，

大区别。

保持社会的良好风俗，而社会风俗的良善与否决定了
政治的兴衰。因此，孟德斯鸠把爱平等、爱俭朴作为
政治道德的内容，着眼点仍在于道德对于政治的重大

二、政治需要何种道德

意义，孟德斯鸠终始没有忘记从道德那里借力来讨论
政治、建构政治。

(一) 政治品德的内容

除了爱国家、爱法律等基本要求之外，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对政治品德(political Virtue)的最详细的

并未给政治品德增加过多道德教条，政治品德始终以

说明是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在篇首“著者的几点

政治需要为限，并没有掺杂不必要的道德事项。孟德

说明”中，孟德斯鸠就指出，
“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

斯鸠没有混同政治品德和一般道德之间的差别。政治

[2](32)

在《论

品德不同于个人道德，也不同于基督教道德，
“这不是

法的精神》的第四章，孟德斯鸠再次指出，
“我们可以

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

[2](41)

给这种品德下一个定义，就是热爱法律和祖国。
”

的品德。”[2](32)政治品德的着眼点是政治，它只关注共

在第五章，孟德斯鸠也指出，
“品德，在共和国里，是

和政体顺利运转需要何种道德，而不对公民的个人生

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说，爱平等。
”

[2](49)

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爱共和国。”

“在民主政治下，

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

活或者宗教信仰提出任何要求，它与个人道德、宗教
道德有较为明确的界限。具有良好政治品德的人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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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具有“正义、勇敢、智慧、节制”等传统意义上的

品德。凯撒屋大维以后，罗马的政体变成了君主政体，

德性，也不必具有“信、爱、望”等宗教道德，“‘善

君主政体的原则是恐怖，以原有的原则再也无法维系

人’并不是基督教上的善人，而是政治上的善人；他

新的国家了，对于新的政体也无需再提道德要求了。

具有我所说的政治的品德。他是爱他国家的法律的人；
[2](32−33)

他的行动是出于他爱他的国家的法律。”

孟德斯鸠提倡的政治品德并不是仅仅针对执政者
的，而是对所有人提出的要求，这和中国古代的仅针

(二) 政治品德的对象

对官员士大夫的“为政以德”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

政治品德是要求哪些人的，是针对执政者的还是

的原因之一在于，在共和政体下，公民的平等地位得

针对所有民众的？这也是政治品德需要回答的问题。

到了确立，公民也可以成为执政官，执政官也是普通

孟德斯鸠似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通过他的论

公民，官民之间的身份鸿沟并不突出，这样也就无需

述，孟德斯鸠还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政治品

再在两者之间划出道德鸿沟了。

德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

(三) 政治品德的培养

斯鸠提出政治品德时并未对执政者与平民加以区分，

在共和政体中，为了保持政治品德，需要立法和

而且就政治品德的内容来说，它也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教育。在共和政体中，既要根据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进

爱国家、爱法律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由此衍生的爱

行立法，让立法的精神既要符合共和政体，又要通过

民主政体、爱平等、爱俭朴依然是要求所有公民的，

立法促进品德。它要求通过立法体现爱共和国的具体

而不仅限于执政者。在通过对罗马兴衰原因的考察，

内容，民法的繁简、刑法的宽和、审判制度、刑罚方

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罗马兴起时期的品德淳朴，还

式都要与此相适应，并能够对培育公民的政治品德有

是衰亡时期的风俗退化，都是同样发生在所有民众身

所促进。同时，教育对于政治品德的培养也很重要，

上，罗马的兴衰存亡也并不是由执政者的道德高尚与

当然，孟德斯鸠所看重的教育不是知识性的传授，而

否来决定的，虽然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暴虐的皇

是对爱的感情的激发，因为政治品德在很大程度上是

帝，但是罗马的衰败并不是由皇帝暴虐带来的，而是

公民的政治情感，“它是一种感情，而不是知识的产

因为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了。卡里古拉、尼禄等暴君使

物。”[2](49)这样说来，教育的重点当然就是感情的培养

用一切办法让罗马的民众和他们一起施行暴虐，而罗

了，
“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

马人民也乐于施暴并从暴政中分享果实，因此孟德斯

的爱，教育应该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
”[2](41)

鸠评价罗马人说，
“自从他们失去大权并且不再从事征
战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
恶的一个民族。”[1](80)在孟德斯鸠看来，仅仅是执政者

三、政治品德思想的发展

的败坏并不足以带来社会腐化，相反，社会败坏背后
的基础是整个社会风俗与道德的败坏，它把一切坏的

(一) 分离话语的修正

东西召唤出来了，
“一个总的基础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

近代以来，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往往和个人权利

[1](102)

因此，就有必要以政治品德约束所

联系在一起，为了防范政治干涉个人道德、侵犯个人

有公民，使之成为所有公民的政治生活规范，而不是

权利，自由主义一直主张政治与道德分离来捍卫个人

仅以政治品德去约束执政者。

自由。但是政治与道德分离如果超出维护个人权利之

带动起来。”

因此，孟德斯鸠并没有专门对执政者提出更多的

必要，就易走向政治的非道德化，容易带来一系列问

道德要求，也没有对罗马皇帝们做过多的道德指责，

题，它没有看到社会层面需要一套道德规则，
“民主制

更没有把罗马的衰亡责任全部推到皇帝身上。他认为

受到孟德斯鸠的称颂更主要是因为它的公民的美德，

罗马的衰败因为社会的原则发生了变化，统治必须追

而不是因为它给公民们的安全和自由。”[6](601)因此，

随新的原则而非固守原来的统治方法，只不过罗马的

孟德斯鸠对这种分离模式做了修正与补充。他修正了

悲剧在于，新的原则一直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以旧的

政治的非道德化趋势，并在政治运转层面引入道德作

原则来维持新的帝国是注定要失败的。
“罗马人由于本

为补充。孟德斯鸠看到，如果没有政治品德作为一种

身遵守的原则征服了所有的民族。可是，当他们的目

基本道德规范来规范公民的言行，如果没有一整套的

的一旦实现的时候，他们的共和国反而无法维持了。

运转流程，政治自身是无法运转的。所以，他称品德

应当改变他们的统治制度，而在新政府中所应用的、

是共和政体的原则——亦即动力，是有深刻洞见的。

和 先 前 的原则 相 矛 盾的原 则 却 把罗马 的 伟 大搞垮

这是孟德斯鸠对近代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

[1](102)

了。
”

罗马共和国时期是共和政体，政体的原则是

离话语的修正与补充。这一修正也得到了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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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当前，政治道德建设也成了西方社会政治文明

干、韦伯等人的公民道德与职业道德思路，也有后来

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兴起的宪法爱国主义思路。

孟德斯鸠因其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与道德分离

首先是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思路。在孟德斯鸠

作的修正与补充，而经常受到卢梭、黑格尔的称赞，

以后，无论是职业道德还是公民道德，都主张作为技

但并不能因此把孟德斯鸠纳入卢梭、黑格尔政治与道

术层面的道德应该区别于传统上以个人原则为出发点

德融合的模式之中。一方面，孟德斯鸠对个人自由与

的道德，特别是职业道德应该有一定的技术中立性，

权利的捍卫是非常坚定的。如果一定要在自由主义和

它们根本上属于从事特定工作所需要的技术规范，职

道德政治两个脉络之间做一取舍的话，毫无疑问，孟

业道德水平的高低不等于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这个

德斯鸠与自由主义更为接近，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

中立性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填补社会领

直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对于孟德斯鸠来说，

域的道德空白，可以在个人道德之外提出规范性要求，

主张政治品德有利于国家的强盛，并不意味着他在倡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那么所有这些个人

导一种国家至上的生活方式，孟德斯鸠的政治品德只

的多样化性质就更容易造成混乱状态。所以，我们才

是在填补自由主义在社会道德领域的空白。在私人生

会从一些民主制度中看到这种混沌的状况。”[8](75−76)

活领域，通观孟德斯鸠主要著作，个人权利依然是不

因此，国家倡导的道德一定不能是基于个人原则的道

可撼动的支柱，个人道德原则不受政治权力干涉。另

德学说。涂尔干曾对公民的义务作了如下规定，
“首先，

一方面，孟德斯鸠并不主张以个人的道德原则来代替

我们负有促使我们遵守法律的义务，还有一种义务规

政治的运转，而是主张社会性的道德，这也使得他的

定了我们通过选举来参与构建国家法律的活动，或者

观点与卢梭等人有重大区别。

更普遍的说法，是对我们参与共同生活的活动的规

(二) 个人原则的摒弃

定。”[8](39)他认为公民的义务包括遵守法律和参与选举

孟德斯鸠使得道德关注点不再是个人德性修养，

两块内容，显然，这种义务根本上只是社会性的道德，

这一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其实，自由主义主张的政治
与道德分离，其目的在于限制政治对个人道德的干涉，

它无涉个人道德。
其次是宪法爱国主义的思路。宪法爱国主义虽是

维护个人信仰思想自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政治与道德

法学家们提出的重要概念，但毫无疑问它受到了孟德

融合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个人道德为出发点，目

斯鸠政治品德思路的影响。政治品德的首要内容就是

标是建立一种符合个人道德原则的理想政治。这两种

“爱法律”，它使人们认识到公民的美德在于服从法

模式，都没有摆脱以个人道德为出发点来讨论政治与

律，热爱宪法就是热爱国家，
“宪法爱国主义给集体的

道德关系的思路，都是以个人的道德原则作为道德的

伦理性自我阐明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语言。”[9] 这

唯一可能，虽然在他们的政治学说中对个人道德原则

对于提倡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西方国家，在社会层面凝

采取了或褒或贬的对立态度。孟德斯鸠的政治品德思

聚共识，建立共识性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意义。而宪

路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这两种模式，因为政治品德的

法爱国主义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作为社会基本共识，

原则不再是个人道德原则，而是社会性的原则。政治

爱宪法就是爱国家，孟德斯鸠以爱法律作为公民政治

品德不关心个人私德，甚至也不关心政治与道德的应

品德上的基本要求，爱宪法是公民道德水平的体现，

然关系，只关心政治良好运转需要的道德，并以该种

它为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确立了道德正当性。

道德来促进政治的良好运转。我们看到，20 世纪以来，
西方社会多是从政治良好运转角度来开展政府伦理法
案和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建设，这也可以看作是政治道

四、评价与结论

德思想的后续发展。
(三) 社会性道德的出现

(一) 现实意义

孟德斯鸠不再以个人道德原则作为政治品德的原

在近代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上，孟德斯鸠的政治

则，它大大扩展了道德的领域，使得道德可以成为一

品德自身处于一个折中的位置，他既不主张政治与道

种价值中立层面的技术，这就带来了现代社会性道

德的分离，也不同意政治与道德的融合，因此这一思

②

德 。现代社会性道德“它只是要求人们共同尊奉的‘公

想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德’，而非涉及个人追求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私

一方面，孟德斯鸠对自由主义做了纠偏，肯定了

德’
”[7](26)。自孟德斯鸠之后，从社会性角度来讨论道

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这一主张对时下的政治非道德化

德事项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发展当中，既有涂尔

趋势无疑具有重要针对性，他让我们意识到，道德对

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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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政治失

意义、终极价值之类的宗教性课题。”[7](31)言下之意，

去道德将难以维系自身的良好运转。

技术层面的道德似乎本不应关注背后的道德基础。实

另一方面，孟德斯鸠认识到政治与道德不能无限

际上，孟德斯鸠以“爱国家、爱法律”为政治品德，

融合，而是应该保持合理限度，而且政治所需要的道

本身须有一个前提预设，这个前提是法律本身要承载

德不能同私德、同宗教意义道德发生混同。简言之，

道德，政治本身要符合道德。只有这样，爱国家与爱

政治只需要政治所运转的道德。孟德斯鸠的这一思路

法律的行为才内在具有道德性。但在孟德斯鸠的论述

具有深远影响。首先，正如我们知道的，近代以来特

中，他并没有对共和国与法律本身是否具备道德性做

别是在几次革命运动中，以道德的名义干预政治，最

出反思与批判。政治品德以及政治本身的道德基础也

终出现道德的专制乃是常有之事，因此，保持政治与

没有得到说明，这也成了政治品德理论的最大缺憾。

道德的合理限度，防范政治与道德的无限融合本是政

遗憾的是，孟德斯鸠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基本

治合理运转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也是更为深远的，

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一方面，孟德斯鸠既没有说

那就是孟德斯鸠对于涂尔干、韦伯等人的公民道德、

明政治品德有无道德基础，也没有说明政治有无道德

职业道德的影响。孟德斯鸠限定了政治道德的范围，

基础，
“他和马基雅维利、洛克一样拒绝将古典的美德

不再把个人私德、宗教道德作为政治道德的考量因素，

看作终极的政治指导。”[6](615)这就意味着在孟德斯鸠

而只考察该政治成员所具有的为政治所必需的道德，

的思想中很可能并不存在终极的道德依据，政治的道

这种道德可以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道德，也可以

德根基被孟德斯鸠忽略了，从而成了空白。另一方面，

是作为执政者的官员道德，甚至可以是社会成员的职

孟德斯鸠并未占据一个固定不移的道德原点。孟德斯

业道德，但它们具有一个特征——该种道德不是个人

鸠在其著作中显示出来的终极价值依据只是政治的稳

私德，私德的原则不能成为政治道德的原则，这点影

固，并无更高价值追求。比如在《论法的精神》中孟

响尤为深刻，它开启了近代公民道德、官员道德的合

德斯鸠对“瓦片放逐法”的讨论，孟德斯鸠认为，在

理化建设。最后，对于近年来的宪法爱国主义，其实

现在看来，这是一部很残酷的法，它很荒谬地把一部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孟德斯鸠政治品德之“爱国

分优秀公民随机赶出城邦，但是这个法案有效地维持

家、爱法律”的具体说明，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意识

了城邦的稳固。再比如孟德斯鸠对梭罗立法的评价，

到，作为共同体成员，所负担的义务不是无限的，而

梭罗要求在发生叛乱时所有公民必须参与其中一方

是有限的。作为公民，他的义务在于爱法律和爱国家，

去，这条法律貌似荒唐，但是它可以让那些冷静的公

除此以外，他不承担强制性的道德义务。这既可以防

民参与到叛乱一方去，从而给叛乱方带来冷静的思考，

范政治狂热情绪，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必要保护，否则

能够大大降低叛乱带来的危害。这样看来，在面对各

很多公民将难逃被玩弄与愚弄的厄运。

种道德两难时，孟德斯鸠进行抉择的最终根据是看其

也许，孟德斯鸠政治品德的内容是简单不过，但

是否有利于政治稳固，除此以外，他并没有一个固守

它的意义也是明显不过，尤其他的很多学说都得到了

的道德原则。伯林曾评价道，
“在孟德斯鸠的全部著作

近代历史的备注和说明。也许，作为史书记载的历史

中，在似乎与人类自身的永恒利益相一致的价值绝对

事件可以跳过，但是，孟德斯鸠所确立的政治品德的

价值同取决于具体条件下的时间和地点的价值之间，

原则不容跳过，否则很多历史事件再次回到我们的政

存在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辩证关系。”[10]政治品德具有

治生活将绝非不可能。因此，直面现代政治问题，为

明确的目标，目标在于促进政治的良好运转，但具体

现代政治确立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正是孟

目标通常都是由更高价值支配的，但这个“更高价值”

德斯鸠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我们当下研究孟德

在孟德斯鸠的学说中一直未能明言，而且孟德斯鸠没

斯鸠政治学说必须树立的最大问题意识。

有对自由主义的政治预设提出质疑，使得政治的工具

(二) 政治品德的困境

性质成了既定的价值前提。不同的是，黑格尔、卢梭

孟德斯鸠的政治品德其实可以理解为政治本身顺

一系的思想家对政治的非道德化提出了质疑，并赋予

利运转所需要的道德，它是促进现政体良好运转的润

政治实现道德目标的使命，而这一使命也是孟德斯鸠

滑剂。但是，因其只关心如何促进政治运转使得自身

学说不愿涉及的。

成了一门中立的技术，它不愿意也无力关注自身背后

其实，孟德斯鸠回避的政治品德的道德基础问题

的道德基础，政治道德这一技术背后的道德基础被忽

本身也是个比较“难缠”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政治

略了。甚至很多学者也指出，
“作为现代社会性道德体

品德固守自身的技术中立性，只着眼于政治运转，政

现的法律精神和观念信仰，不应涉及人性善恶、人生

治品德自身的合法性就难以得到充分说明。为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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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与当前孟德斯鸠研究的一致性，本文也称为品德。

些内容可以成为政治品德的内容，它的依据在哪？这
些问题必须要跳出政治品德自身的框架予以回答。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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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泽厚先生在《两种道德沦》一文中提出了“宗教性道德”与
“社会性道德”的区分，认为社会性道德主要指根据社会需要

一方面，如果政治品德不着眼于政治的运转，它将再

而建立社会规范，它为社会运转所必须，但不具备形上基础，

次堕入个别性之中，成为以个人道德为基础的道德，

不关注个人私德。笔者同意这样的区分和“社会性道德”这一

与以往建立在个别性基础上的各种道德原则又会难以

称谓。

区分。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也构成了现代政
治的一个根本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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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ntesquieu’s political virtue: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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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tesquieu is unique among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ers in 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s
and morality. He neither agrees to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morality, nor sides with their fusion, but instead
advocates political virtue. The main content of political virtue is love of state and love of law, which, different from
personal moralty or religious morality, means the morality necessary in the functioning of politics. This idea is
important in broadening the field of morali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morality. His doctrine
faces insurmountabl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n the issue of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he political virtue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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