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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民主与苏格拉底之死 

——雅典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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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雅典的直接民主因为奉行绝对的多数统治，因而蕴藏着走向专制和暴政的危险。而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相关制度设计

却不曾对多数权力进行丝毫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城邦生活中也无处可觅，普遍的参与并没有带来充分和有效的参

与，反而降低了民主的质量和效果。这一切都构成了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的原因，也使苏格拉底悲剧的发生无

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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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作为古希腊最著名的城邦，其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

时代臻于巅峰。公元前399年的春天，雅典著名思想家苏格

拉底被控渎神和蛊惑青年，[1]被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民主陪

审法庭表决有罪。苏氏在随后的申辩中只勉强提出“三十命

那”的处罚，终以360票对140票被判处死刑。在狱中，苏格

拉底拒绝了友人克力同逃亡它邦的劝说，饮鸩而亡。雅典这

只惊世骇俗的“牛虻”终于永远停止了飞舞和对雅典民主制的

不断“骚扰”。苏格拉底经民主陪审法庭的审理而被处死以及

他在狱中的言说与所为引出了西方法哲学中几个重大的理

论问题，诸如“公民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司法应精英化还是

民主化”以及“民主制下的多数人暴政”等问题，激发了学者数

千年的讨论至今仍余波荡漾。本文拟以自由的、宪政的民主

理论审视雅典的城邦民主，揭示雅典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

政的成因及其与苏格拉底之死的关联。 
一、多数规则本身不足以为少数提供有效保护 
民主要求普遍的参与，参与的最后阶段是作出某种决

定，以便采取具体的行动。在作出决定时，牵涉到裁决规则

的选择问题。民主社会普遍地把多数意志或多数同意作为解

决冲突、作出决定的基础性共识。而雅典的民主政治正是在

此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尝试，通过抽签选举、轮番而治，雅

典实现了普遍参与、多数统治和主权在民。雅典人把公民平

等看成是民主政治的理想与目标，众人意见虽然纷纭，但并

无优劣之分，所以只能以数量的胜出作为判断的根据。在雅

典，无论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还是民主陪审法庭，

抑或陶片放逐法都绝对贯彻了这种多数统治的原则。萨拜因

因此指出，雅典的政府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因为“管辖之权

是操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中”。多数原则成为雅典厉行

民主的手段有其内在的必然与合理性，对后世的民主政治作

出了可贵贡献。因为多数原则较好地协调了保护性与效率

性，缓解了两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决定权集中

于多数人手中，能较好保护城邦中多数人的利益；另一方面，

多数同意有利于城邦采取一致的行动，避免了全体同意方可

采取行动所造成的低效率。但多数裁决规则并不足以为少数

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因为多数意志仅仅是量上的优势，并

非永远正确，一旦将其奉为“绝对的正义”和法律的唯一来源，

真理常常会被扼杀。多数人在利益驱动之下同样会肆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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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导致多数压迫少数的专制与暴政现

象。而苏格拉底正是死于民主陪审法庭的多数意志之下。 
为了防止出现此种局面，在多数原则本身所能提供的回

旋范围之内，一个可能的方法是通过某种设计形成变动的多

数，即“真正有最后裁决权的不是多数而是成员经常改变的

不同的多数”，[2]  以便达到某种内在的制约和平衡。变动的

多数使每个参与者在决议过程中的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在一

次决议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并不总能在另一次决议中同

样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参与者基于理性的算计，会避免对

少数滥用权力。但变动的多数可能因社会分层状况而难以形

成，即便能够形成，也同样蕴藏着“增加而不是减少压制的

倾向”。而且，变动多数裁决规则认为每个参与者都会进行“理
性的算计”，这种假设在民主参与这一集体行为过程中经常

是靠不住的。 
因此，虽然多数裁决规则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原则有

其内在的必然与合理性，但若将其奉为圭臬，而不进行其它

制度上的补充、制约与完善，多数暴政的发生不仅不可避免，

而且总能为自己找到合法化的根据。如此，“平等的理想在

城邦中立刻就能蜕变成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多数派专制”。[3] 

而变动的多数作为多数裁决规则本身所能提供的救济方法，

其作用无疑是有限的，并不足以为少数人权益提供充分有效

的保护。 
二、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多数人暴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古希腊的雅典，严格的监督是存在的，例如对担任公

职人员的任职审查和离任审查等，即便著名如伯里克利这样

的领导人也莫能例外。但在严格监督的背后却仍然存在着权

力不受控制的现实，从而为多数人暴政打开了一道方便之

门。 
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每个年满20周岁的

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在公民大会上，每个公民都有权发言

和投票表决城邦的重大事情。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另一个

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机构是一些拥有由人民大众选出

的、数量庞大的陪审员的法院。“雅典的法院毫无疑问是整

个民主制度的拱顶石”，[4] 它拥有广泛的权力而不限于司法。

无论是公民大会还是陪审法院，都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行事

和作出决定，因而在雅典人看来，这些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

不可能更改也从未想过需要对这种权力进行制约。值得一提

的是，雅典法院权力的巨大还在于，法院的审判常常并不依

照公开和明确的法律来进行，也无严谨细致的程序来约束。

这就增大了判决的随意性，隐藏了权力滥用的极大可能。事

实上，众所周知，雅典彪炳史册的辉煌主要在于思想方面，

而在实在的法律制度上，对后世贡献殊少。而将多数意志奉

为圭臬带来“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有效的法律到明天是否还

能有效”的局面，致使陪审法院在实际审判中常常没有成文

的法律可资援用，从而使判决具有了极大的任意性。一位现

代学者曾对此问题作出过这样的评述，“民众陪审法庭，采

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

容。”[5] 雅典另一项政治制度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不受控制

的绝对权力，即陶片放逐法。得票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将被放

逐，十年内不得回到雅典并且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也无

处申诉。陶片放逐法据说是为了防止僭主政治的兴起，捍卫

雅典的民主。但这项制度完全诉诸于多数人的同意，彻底地

遗忘了少数人的权利，因而带有浓厚的多数人暴政的色彩。

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导致专制。承认了多数可以享有不受

限制的权力，也就承认了压迫的必然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

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

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

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6] 
三、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必然导致多数对少数的伤害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

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

夫”，[7] 因为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实现完全的自足，过上

至善的生活，这正是雅典的政治理想。雅典的民主要求人们

献身于城邦共同体，私人生活和事务在公共的善面前显得无

足轻重。雅典的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曾经对雅典的民主作过

这样的描述：“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个人事务，而

且关心国家事务：即使那些总是忙于个人事务的人也熟知一

般的政治生活——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并不认为对政治不

感兴趣的人是一个只想着自己个人事务的人，我们只是认为

他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要做。”可见，在当时的雅典，“公”
和“私”浑然天成，“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或者只有通过城邦才

能恰当地实现自我，并过上一种高尚的生活”，[8] 现代的“个
体”和“权利”的概念并未萌发，虽然“在共同体中，公民具有

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些权利并不是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
[8] 萨拜因也指出，在雅典，我们最熟悉的一些政治概念是找

不到的，“特别是关于公民和国家的概念，个别的公民拥有

种种私人的权利”，“我们最熟悉的政治思想所反复考虑的是

求得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的某种平衡”[4] 也从来没有成为雅典

人思考的问题。由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高度融合，由于个

体、权利概念无处萌生，导致了雅典公民虽然能够广泛地参

与公共事务的辩论与决策，却同样形成了在民主制下事实上

的不自由状态。贡斯当在比较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时曾经指出，“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

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亵渎。社会的权威

机构干预那些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

志。”[9] 贡斯当此处的“古代人”虽然泛指古希腊各个城邦的

公民，但无疑也包括了雅典人。而苏格拉底获罪的原因之一

即为“渎神”，更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可见，在雅典，由于并

没有一个明确划定的私人领域，也没有法律对基本权利和自

由进行小心翼翼地呵护，因而雅典的“绝对公民”们并没有受

到民主制的保护。当公民成为城邦的公民，而城邦却不是公

民的城邦时，代表多数人意见的共同体就可以任意地摆布和

屡屡地伤害个人。可见，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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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底线条款，反之，民主与专制的联姻就不

可避免。雅典的民主因为忽略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因而潜藏

着多数主义专制的幽灵。 
四、参与有效性的不足为多数人暴政的发生推波助澜 
雅典的民主作为一种直接民主，致力于扩大参与的广

度。如果将雅典对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问题放到一边，那么

我们可以发现，雅典的民主在广度上是值得令人津津乐道

的。抽签选举、轮番而治扩大了担任公职的机会，使每一个

雅典人都有可能参与到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

等政治机构中。雅典的民主虽然在广度上令人津津乐道，但

在深度上却常常不如人意，这是导致民主质量低下并产生多

数人暴政的重要原因。民主的深度是指参与的充分性和有效

性。科恩认为，充分的参与不仅是指参与投票，而且包括投

票行为以前的许多活动。理想的民主应该让公民“在他们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提出建议，权衡各方面的论证与

论点，表明信念并阐明立场……一般而论，即促进并深化思

考”。[2] 比照科恩提出的要求，我们会发现雅典的民主在参

与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上是极不乐观的。 
首先，抽签决定担任公职的方式作为雅典“极富民主特

色的统治形式”[4] 但其对参与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可能毫无帮

助。是否担任公职，什么样的人担任公职纯粹取决于偶然的

机遇。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理由正是因为他对这

种抽签方法无助于促进参与的充分有效而感到极为不满，苏

氏认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

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

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

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

得多的。”[1] 
其次，雅典的民主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经常采用广场大

会等形式来进行决策因而过于草率，随意性极大。城邦许多

重大问题都要在公民大会上当场表决，这就使他们缺乏必要

的调查研究、冷静思考和分析比较，无视问题的复杂性。而

且在这种群众性集会的场景之下，民众常常以冲动、情绪和

偏见来处理事务，并极易受他人操纵蛊惑而不辨真伪，极大

地影响了参与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正是这种即时性的民主导

致多数人暴政的不幸事例在雅典的历史上一再上演。 
再次，在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对少数人无形的心理影

响是巨大的。无论多数的意见正确与否，在其影响之下，少

数人都可能放弃自己或许也不错误的要求，而同化于多数人

的决定，最终形成某种被人们无意识认同的制度“霸权”，一

种温柔的话语专制。[10]在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军事冒险作出之

际，修昔底德有过这样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每
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

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因此就不作声了”。[11] 

综上可知，雅典的民主虽然实现了广泛的参与，却“灾
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不能从重要信息中筛去琐碎

的噪音和从长远需要中筛去眼前的一时兴致”，[3]而在普遍言

说的表象之下，“多数本身已经使思想身陷囹圄”，因而这种

普遍的发言权并未带来民主质量的提升，相反却造成了“卷
入的人越多，他们的参与效力就越小”的困境，成为推动多

数人暴政发生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雅典的城邦民主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但同样制造了

苏格拉底的悲剧。多数规则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共识无疑

值得肯定，但多数人暴政的风险也恰恰蕴藏其中，需要引起

警惕。雅典的民主政治正是因为将多数规则奉为圭臬而忽视

对多数权力本身进行制度性的补充、制约与完善，因而屡屡

犯错。而对少数人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呵护则是民主政治的底

线条款，逾越了这条底线，民主与专制的联姻就不可避免。

雅典人无法理解此点，所以雅典的民主也就难以恒久。而剔

除了上述内容的直接民主，虽然能够实现普遍的参与，却无

助于参与的充分有效及民主质量的提升，相反只会为多数人

暴政的发生推波助澜。如此，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雅典也就

不再令人困惑了。 
文稿责编 王圣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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