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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截然不同吗？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截然不同吗？∗
　①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ｔｒａｕｓｓ
陈博∗∗ 　②译

摘　 要： 本文对机会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区分进行了讨论。 机会平等要

求一个人的命运不应由出生时的意外或者其他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因素所

决定， 而这一点也恰恰要求社会对结果进行调整。 另外， 精英主义机会平

等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即人们只有在获得成功的机会不被

特定的人把持时才被认为有平等的机会。 这种平等在充分的民主政治下通

过调整市场分配结果也同样能够实现， 而后者却被定义为结果平等。 即，
主张机会平等的理由和主张结果平等的理由实际上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
在表达和修辞上对 “两种平等” 进行区分并没有提供更好的理解， 反而引

发了更多误解。
关键词： 机会平等　 结果平等　 精英主义平等观

一　 概述

对于 “社会应当保障机会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而不是结果

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 这样的说法，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 人们在批评

政府的一些财富再分配措施时会经常这么说。 这种说法的支持者认为，
政府的角色是确保每个人都能从相同的起点出发， 而不是保证所有人最

终能到达相同的结果。 如果人们有了机会平等， 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就是

①

②

原文链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ｂｏｕｎｄ ｕｃｈｉｃａｇｏ 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１５＆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陈博，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残障法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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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就算有些人最后的境遇并不理想， 政府也不应当介

入并提供帮助。①

我认为这种对 “机会平等” 和 “结果平等” 的区分并没有什么意

义。 这并不是说机会平等的说法太空洞； 恰恰相反， 我认为机会平等能

够成为一个相当强大、 重要的理念。 而那些支持对 “机会平等” 与 “结
果平等” 做出区分的人并没有给出什么有力的论证来说明这种区分是必

要的。
机会平等要求社会消除人们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 “随机”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

ｙ） 出现的阻碍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讨论）， 这是对机会平等最自然

的理解。 其实这就要求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尽管这并不是说要追

求完全的结果平等， 即每个人拥有相同的资源， 但也会相当接近这种状

态， 远远超过那些主张 “要机会平等， 不要结果平等” 的人的想象。 这

是因为人们拥有的智力与能力是不同的， 进而直接导致了结果不均， 而

人们获得怎样的智力和能力是非常随机的。 在 “随机性” 这一点上，
“智力和能力” 与机会平等的支持者希望消除的那些障碍并没有什么

不同。
在第三部分， 我会对机会平等的另外一层含义进行讨论。 在这里， 主

张 “要机会平等， 不要结果平等” 是因为机会平等符合某种价值 （ｍｅｒｉｔ）
原则。 简单来说， 机会平等的正当性是基于其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根据这

种观点， 政府改变市场分配结果的行为追求的是结果平等， 而违背机会

平等。
这种以市场导向、 以价值 （ｍｅｒｉｔ） 为原则的机会平等观念尽管能够自

洽， 但在我看来内涵非常有限，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违反直觉。 更为重要的

是，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在充分市场条件下能够自洽的平等观， 基于同样的

逻辑， 我们也应当接受在充分民主条件下的另一种平等观。 原则上， 这种

基于市场导向、 以价值 （ｍｅｒｉｔ） 为原则的所谓 “机会平等”， 和通过充分

民主改变市场分配结果的所谓 “结果平等” 并无不同。 这种虚幻的区分对

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还会在分析社会制度时有所误导。

４１２

① Ｓｅ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ｆｒａ ｎｏｔｅ ５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ｗｅ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ｙ ｏｐ⁃
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１ Ｓｅｅ， ｅ ｇ ， １３７ ＣＯＮＧ ＲＥＣ § ７２４７ （ｄａｉｌｙ
ｅｄ Ｊｕｎｅ ６， １９９１）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ｎ Ｄｏ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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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机会平等： 消除取得成就过程中 “随机” 障碍

（一） 形式机会平等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无疑是机会平等的一个方面。① 相信那些坚持对机

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进行区分的人也不会反对。
职业对有才能的人开放， 这是形式机会平等最基本的要求。② 法律不

应仅仅因为某人并非贵族出身， 就禁止其从事某项职业或担任某项要职。③

当然这一原则在刚被提出时也面对着非常大的争议， 远没有像今天这么

理所当然。 当然， 我们也可以把 “出身贵族” 替换为 “属于某个种

族” ： 如果法律禁止某些种族的人从事某些职业， 这就剥夺了他们的机

会平等。
为什么这种直接从形式上对机会与准入资格进行限制是不可接受的？

最符合直觉的回答可能就是： 一个人的前途不应当取决于家庭出身或者种

族这种 “随机”、 无法掌控的因素。 对人们来说， 这些因素是在出生时

“意外” 分配给自己的， 完全超出了个人的掌控。 因此， 允许这些因素对

一个人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是不公平的。 当然， 关于为什么要消除形式限制

也能够提出另外一些很有道理的论证。 例如有人可能会说， 我们支持形式

机会平等不是因为这对个人更公平， 而是因为它能够最大化社会总体利

益。 稍后我会对这个论证进行讨论。 至少， 支持形式机会平等最自然、 最

直接的理由是允许随机而无法掌控的因素对一个人的命运造成巨大影响是

不公平的。
然而，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理由， 那我们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消除形式障

碍这么简单。 人们在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时经常会用到 “要形式平等， 不要

结果平等” 的说法。④ 但是如果我们支持机会平等的理由是 “允许随机而

５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Ｆｏｒ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Ｓｉｄｇｗｉｃｋ，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２８５ ｎ １ （７ｔｈ ｅｄ
１９０７） ．
Ｉｂｉｄ
Ｆｏｒ ａ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 ＩＩＩ， § ２ （４ｔｈ ｅｄ １９６４） ．
Ｓｅｅ， ｅ ｇ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ｏｖａｋ， 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１２３ － ２５ （１９８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ｏｗｅｌｌ，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３７ － ６０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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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掌控的原因对人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是不公平的”， 那么我们也必须

接受政府提供大规模的福利和再分配政策。① 这也正是罗尔斯 《正义论》
中的重要主题： 公正的制度不仅要求完善的自由主义制度 （例如社会宽

容）， 也蕴含了对资源的实质性再分配。
对这一主张的论证和对形式机会平等的论证非常类似。 即便在没有形

式上阻碍的情况下， 一个人可能和另一个人拥有同样的天赋和动力， 但可

能因为低劣的教育和缺少医疗保障而无法获得同样的成就。 因为家庭背景

对人的影响如此巨大， 真正的机会平等就会要求对家庭生活进行某种程度

的介入， 而这一点我们恐怕很难接受。② 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扮演怎么样的

角色显然会影响子女未来的发展， 但拥有什么样的父母对每个人来说却完

全是随机而无法掌控的。 因此， 如果说机会平等要求消除随机而无法掌控

的阻碍， 那对不同家庭中家长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影响进行平均化就是很自

然的逻辑结果。 但显然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点。
除了这个看起来不太可行的方案外， 政府其实还可以为实现机会平等

做很多事。 例如， 政府能够在不过分干涉各个家庭的前提下均等地提供教

育机会和医疗保险。 “平等的入学机会” 的要求看起来似乎足够清晰明白，
但其实也非常复杂。 例如究竟应当对所有学生安排同样的资源， 还是需要

为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进行特别安排， 人们也很难取得共识。③ 这说明

在各种情况下， 机会平等的理念都会要求政府做出实质性的介入， 也就是

所谓的福利国家措施。
论证到这一步， 还不能说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进行区分是完全没用

的。 因为其他人可以主张说， 政府的确应当保障人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无法

获得和其他人同样好的医疗服务或教育而遭受不利， 但如果他们已经有了

平等的机会去追求这些优质的医疗服务或教育， 政府就不应对最终的结果

进行干涉。 这样的主张看起来仍然是合理和自洽的。 人们可以主张， 是不

６１２

①

②

③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ｐｏｉｎｔ Ｓｅｅ， ｅ ｇ ，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ｖｅｍａ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 （１９８８）；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ｘ，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２３５ － ３８ （１９７４） （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Ｊａｍｅｓ Ｆｉｓｈｋｉ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ｑｕ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ｙ （１９８３） ．
Ｓｅ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ｄ ａｔ １ － １０
Ｓｅｅ Ａｍｙ Ｇｕｔｍａｎ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１０７， １１０ － １２ （Ａｍｙ Ｇｕｔｍａｎｎ ｅｄ ， １９８８）； ２０ Ｕ Ｓ Ｃ § § １４００ － １４８５ （ Ｓｕｐｐ ＩＩ
１９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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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人在天赋和努力上的差距， 而不是机会上的差别， 导致了结果的

不同。

（二） 天赋和能力是出生的意外

当我们认识到每个人的天赋和肤色或贵族血统一样， 都是出生时意外

获得的， 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分野便开始坍塌。① 当然， 人们可以通过

决心和努力去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 但很难说这些决心和努力就完全是

自己能够掌控的。 即便我们承认这些后天获得的素质并非出生时的意外，
并且在最大程度上肯定后天努力的作用， 我们还是无法否认， 人的能力中

有某些非常核心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② 这不仅仅

是遗传， 还包括了儿童时期的成长和其他环境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和种族

归属一样无法诉诸个人努力。
如果机会平等意味着人的命运不应当取决于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

因素， 我们也就不能允许一个人的命运由她 ／他的才能决定， 因为这也

违反了机会平等原则。 “以天生的禀赋作为分配财富和收入的理由并不

比历史和社会阶级这样的理由更加充分……从伦理的角度看两者是同

样武断的。”③ 一旦我们迈出这一步， 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区别

就开始消失了。 一个人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是自己无法掌控的， 如果

我们认为不能由种族和阶级来决定人的命运， 那智慧和能力也同样不

可以。
针对这个观点， 可以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反驳。
１ 形式和非形式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阻碍

首先人们可以主张， 由种族和阶级为基础的区别对待造成了明显的形

式阻碍。 相反， 没有法律禁止才能不彰的人追求某些职位或社会地位。 才

能不那么高的人拥有尽全力追求财富、 创造命运的自由， 这一点和那些受

限于形式阻碍的人不同。 他们的结果都是无法获得成功， 但才智平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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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并非政府的限制所致， 而只是 “真实社会中自然而然的结果”。 说

得更精确一些， 这是个人决定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些特质会得

到奖励和回报， 有些则不能。 但这和政府决定某些群体的成员完全不能获

得某些机会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应当承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一个赏贤不赏庸的市场，

和在形式上完全剥夺某些群体 （例如少数种族） 机会的体制， 的确有所区

别： 公众对于后者①已经有了强烈的共识， 但很少有人完全反对前者。
尽管针对种族的形式阻碍和平庸之辈面对的市场阻碍之间有所区别，

但这种区别并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 它们都是由出生而决定的意外。 唯一

的不同是， 一个是明确的法律障碍， 而另一个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产物。 在

两种情况下， 社会都允许由武断、 随机的原因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市场

尽管没有形式阻碍那么直接， 但也是由政府创造和维护。 是政府界定和维

护着财产权， 对盗窃和诈骗进行惩罚等。 政府可以选择对才能进行奖赏的

市场经济， 也可以奖励那些我们认为不应被奖励的特质。 很明显， 政府的

上述两种行为并不同样正当， 但它们毕竟都是政府行为， 尽管我们只把其

中之一称为形式阻碍。② 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政府的行为导致了一个人的命

运由出生而决定的意外而决定。
２ 天赋的必然不平等

第二个反对意见聚焦于天赋。 天赋并不像教育和医疗服务那样能被均

等地分配， 大自然已经将它不平等地分配给人们。 “以天赋和能力为基础

剥夺人们的机会和用种族和阶级为标准同样武断”， 这种观点正是建立在

此基础之上。 对于那些规定了在形式上剥夺某些群体机会的法律， 动一动

笔就能消除它们带来的障碍。 诸如教育、 医疗服务等领域中的障碍更加难

以消除， 但政府至少能够尽力加以改善。 然而， 天赋在理论上无法被均等

化。 这种观点能够进一步主张， 政府甚至无法减少天赋之间的差距。 因

此， 由天赋的不平等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不能和形式阻碍或教育不平等相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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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截然不同吗？

如果到了未来的某一天， 基因技术足够强大， 我们要不要为了机会平

等而把所有人的天赋修改到同样的水平？ 虽然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但至少

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是出于一些更重要的价值才搁置了机会平等的重要

性。 然而在我们拥有这样的技术之前， 按照这种观点， 天赋的不均等并不

会引发机会平等的问题， 仅仅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天赋。
然而上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 第一， 尽管我们不能把一个

人的天赋和能力移植到另一个人那里，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天赋能力的均

等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例如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来最小化天赋的差距。①

教育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教育， 而是要求教育内容符合

每个人的特殊需要， 就像 《残障者教育法案》 所要求的那样。② 或者说我

们应当将 “特殊需求” 的理念普遍化， 这样教育平等就意味着教育内容要

针对每个人 （或者更现实一点来说每类人） 的不同天赋和能力， 最终将天

赋上的差别最小化。 针对这样的观点能够提出一系列反驳，③ 但着眼于我

们所讨论的问题， 指出这种教育原则在理论上可能性就足够了。 这种可能

性表明 “天赋上的不平等无法被改变” 的说法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在另一个层面也是错的。 根据我们的分析， 机会平等要求人

们的命运不应被那些超出人们控制范围的武断、 随机的因素所左右。 然而

如果这些因素无法消除， 那就应该通过其他方法来提供机会平等， 确保这

些因素不会影响人们的各种机会。 和天赋的差距类似， 种族上区别也是无

法被消除的， 那就应当通过制度来消除种族的影响， 保障机会平等。
然而在这个意义上， 机会平等几乎等同于结果平等了。 天赋是武断、

随机的因素， 大自然对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并且教育无法完全使之均等

化。 但机会平等要求这种武断、 随机的原因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因此

实现机会平等的唯一方法就是均等化人们的命运或财富， 使之免受无法减

小的天赋上的差别的影响。 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结果平等。 如果我们不迈向

结果平等， 在天赋上的武断、 随机的差别就会造成人们在命运、 财富上的

差别。 因此， 通过我们的推理， 机会平等的理念要求实质意义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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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这个论证并不意味着机会平等要求完全的结果平等， 因为不同的命运

也同样是人们对其天赋进行使用的结果， 这一点似乎是在个人控制范围内

的。 当然， 究竟 “一个人的掌控范围” 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是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① 但就算我们采用一种最广义的理解， 许多决定人们命运的因素还

是无法被囊括在内。 被理解为 “命运不应被武断、 随机的因素决定” 的机

会平等仍然要求很大程度上的结果平等。 的确， 即便我们假设有一套保障

机会平等的制度， 该制度仅仅防止那些毫无疑问超出人们控制范围的因素

影响人们命运。 我们仍然会发现这套制度还是会大规模地要求消除命运中

的不平等。 其目标是某种接近结果平等的状态， 远超福利国家的批判者们

所能接受的程度。
如果这个论证是正确的， 区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就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机会平等就意味着实质意义上的结果平等。 问题不在于两者之间选

择， 而是我们想要何种程度上的机会平等。 对于 “命运不应当取决于武

断、 随机的因素” 的原则， 也是我对机会平等的定义， 我们希望落实到什

么程度？ 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而 “机会平等优于结果平等” 的

主张无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３ 关键属性与非关键属性

“天赋、 能力和种族、 出身是同样武断、 随机的因素”， 对此观点的第

三种反驳关系到对机会平等概念的不同理解。 这种反对观点认为天赋、 能

力与种族、 出身有着不同的性质， 因为对于个体而言， 天赋和能力是关键

属性， 而不仅仅是伴随出生的意外。 是它们， 而非种族或社会阶级， 构建

了一个人的主体性。② 因此通过基因技术均等化人们的天赋和能力是对个

体自主权的侵犯， 因此绝对不能接受。 对于天赋、 能力导致的结果进行再

分配相对温和一些， 但原则上也存在同样的缺陷， 因为人的主体性中的关

键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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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截然不同吗？

在这个论证中， 个人主体性由什么内容构成是关键问题。 有些社会就

认为个人主体性主要由种族决定。① 历史上也有一些社会用阶级而非能力

来定义一个人的主体性。② 种族背景和能力一样都是不可改变的， 并且在

某些社会， 阶级也同样不可改变。 很难说其中某一项比其他因素对主体性

的构建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不同的社会对此有着不同的定义。
当然， 人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来主张应该由能力而非家

庭出身来决定某个人的身份认同。 然而这些观点都关注这样做的结果。 特

别是在市场主导的社会中， 天赋和能力关系到一个人制造产品和服务来满

足他人的能力。 然而， 天赋、 能力仍然是武断、 随机并超出人们的掌控范

围的因素， 按照我们目前的定义， 允许它们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符合机会

平等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我们应当抛弃机会平等来避免这种困

境， 但其实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恰恰是以机会平等为基础继续探索。 鉴于我

们并不想完全放弃机会平等的原则， 那就不得不努力达到结果平等的大部

分要求。

三　 精英主义的机会平等

（一） 精英主义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的概念

机会平等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必须被消除的障碍不再是那些

“超过个人控制范围的、 随机的因素”， 而是那些 “没有足够理由的、 专断

的因素”。③ 例如， 没有什么理由能够很好地论证， 人的命运应当取决于种

族或阶级。 但天赋、 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专断的理由， 因为它们关系

到人们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 因此， 对天赋、 能力的奖励并不违反机会

平等原则。
相反， 以种族、 阶级等因素为基础的障碍减小了社会中创造的价值，

因此必须被消除。 这些障碍是不合理的， 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能够支持这些

障碍继续存在， 但我们已经给出了至少一个好的理由来主张消除这些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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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２４２ － ２４５ （１９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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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当这种形式障碍阻止了有才能的人获得合适的职位， 社会就损失了这

些才能本可以创造的价值。① 为数众多的人受限于这些形式阻碍， 社会总

收益的损失就非常惊人。 因此， 抛弃以种族或阶级为基础的形式阻碍是因

为这不合理， 而不是因为它的随机性。
根据这种观点， 机会平等确保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 天赋、 主动

性和奉献而获得回报。 （在这里我只是用 “价值” 这个概念来指代一系列

复杂的内容， 稍后会对 “价值” 本身进行讨论） 这样， 机会平等似乎证

成， 甚至要求结果的不平等。 因为有着相同价值的人自然会有平等的结

果， 但没有任何理由在不同能力的人之间追求平等结果。 能力不同， 使用

这些能力的意愿也不同， 结果自然就不同。 在这里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似

乎成了对立的概念， 因为结果平等似乎主张将不同能力导致的不同结果予

以均等化。 我将这种 “要机会平等， 不要结果平等” 的理念称为精英主义

平等观， 即价值大的人收获更多。

（二） 精英主义平等观的正当性

这种 “要机会平等， 不要结果平等” 从直觉上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人

们可以通过 “比赛” 的类比来论证其合理性。② 如果一项比赛是经过合理

设计的， 并且按照规则运行， 那参与其中的竞赛者就有赢得比赛的机会平

等。 只有一部分更强的竞赛者能够最终获胜， 但大家都认为这是合理的。
如果说因为竞赛者的能力不同， 所以要均等化最终的结果来补偿弱者， 似

乎就完全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比赛了。
然而， 在这个类比中我们需要对比赛规则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大致来

说， 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人会得到社会的奖励。 但是为什么要将游戏规则

设定为市场主导的呢？ 为什么不能是奖励体力更强的人、 更有勇气的人或

者家庭出身更好的人？ 如果我们更换游戏规则， 很多在市场竞争中无法获

得优胜的人会获得奖励。

２２２

①

②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ａ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ｆｏｒ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ｇａｍ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ｅｅ， ｅ ｇ ， Ｄａｖｉｄ Ｍ Ｋｒｅｐｓ，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１９９０）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ｇａｍｅ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ｐｌａｃｅｓ Ｓｅｅ， ｅ ｇ ， Ｒａｅ， 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９， ａｔ
６５ － ６６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 Ｏｎ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９ ＰｕＢ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２９， ４０ － ４１
（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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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中， 接受市场竞争作为游戏规则的最普遍的理由是它能带来

更好的结果。 根据这种观点， 价值应当被奖励是因为它能够让社会变得更

好。 我们奖励那些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 这样人们能够获得奖励的标准便

是他们满足他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 我们把这种特质称为 “价值 （ｍｅｒ⁃
ｉｔ）”。 没有某个固定类别的能力一定会得到奖励， 也不会有人因为某种无

法实践的能力获得嘉奖， 因为社会的奖励完全取决于某项能力是否让社会

受益。 那些能力不彰的人无法获得好的结果并不是什么 “阻碍”， 而是反

映了他们无法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事实。
根据这种精英主义平等观， 当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和其他人竞争， 而

竞争的标准是谁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在市场中彰显出来的需求和欲望。 如

果政府对这种竞争结果进行调整， 那它追求的就是结果平等， 而不是机会

平等。① 当然， 对市场竞争作为游戏规则的正当性也能够提出很多值得检

讨的地方。 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市场机制应当是财富分配的重要原则， 但

很少有人坚持市场分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下面我要分析的是， 在市场

竞争中什么是机会平等， 以及它和结果平等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的主张

是， 在市场主导下的精英主义平等观中的平等， 和 “政府通过对市场分

配进行调整来实现平等” 中的平等， 两者之间并不能做出有实质意义的

区分。

（三） 精英主义平等的本质

先把机会和结果的区分放到一边， 为什么要将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定

义为一种平等的形式？ 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在游戏中，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

机会取胜， 其前提游戏规则本身是平等的。 而对于体育比赛， 缺乏相关运

动能力的人相较于运动天才， 显然没有平等的机会获胜。② 为什么不把市

场主导的精英主义定义为机会不平等呢？ 至少它承认了拥有某些特殊才能

的人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取胜。 这种不平等同样可以用 “市场能够满足他人

的需求和欲望” 来证成， 并且 “机会不平等” 的说法更加准确。

３２２

①

②

Ｉｎ ｆａｃｔ， ｅｖｅｎ ｉｆ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ｒｅｗａ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ａ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ｅｅ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Ｋ Ｓｅ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ｌ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６ ＰＨＩＬ ＆ ＰＵＢ ＡＦＦ ３１７ （１９７７）．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ｅｎｎｉｓ Ｃ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１１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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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 人们并不看重对市场中他人的需

求和欲望的满足， 而是强调人类形体的美观和体力。 这个社会将财富赋予

那些拥有最美身体和最强体力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来敬畏上帝。 我们不会

认为这种社会是符合机会平等原则的。 或者说，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社会是

有机会平等的， 那所有社会形态也都可以说是有机会平等的了。 需要思考

的是， 相较于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社会， 我们所假设的社会在什么意义上

机会更不平等？ 任何人只要特别强壮或美丽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而能否

拥有成功的特质超出了人们的掌控范围。 但其实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也是

一模一样的逻辑。 和精英主义社会类似， 强调美丽和体力的社会中的人可

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增加自己胜出的机会。 有些人尽管先天条件不好， 但还

是能够励精图治并最终取胜。 但大多数运气不好的人无论多么努力， 还是

会以失败告终。 当然不能说这和现代市场经济完全一样， 但两者之间只是

程度上的差别。
在这种视角下， 把市场规则和任何一种平等观结合起来的做法都是值

得怀疑的。 但我们仍然有很强直觉， 认为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体制是符合

机会平等的， 而我刚才所描述的假象社会以及贵族制社会没有机会平等。
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市场体制中的许多人都认为， 能否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

以控制的。 尽管许多人最终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而竞争失败， 但仍然觉得自

己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他们工作更加努力、 更有开拓精神，
他们就有机会。 很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 并且这是个明显的假

象， 但这仍然是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并且人们因此认为市场体制是某种

机会平等的体现。
第二， 在市场体制中， 某些阶级的人可能觉得似乎每个人都能成功。

一个人只需要想办法获得一群人的认可就能够有所成就； 然而在贵族社

会， 许多出身贫民阶层的人一早就丧失了成功的机会。
第三， 市场中价值标准是动态的。 获得成功的路径并不确定， 可能一

夜之间就发生变化。 另外， 个人也不可能决定哪些能力会获得奖励， 最终

决定什么有价值的是许多不同的个体的偏好与选择。 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

很少有人会永久地丧失成功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失败者本人也倾

向于认为失败是因为个人本身的不足， 而不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决断。 在

机会平等之下， 对于失败的解释是： “我本来有机会， 但我不够好。” 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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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的体制下， 人们会说： “我根本没有机会， 其他人剥夺了我的

机会。”
然而这些关于市场体制的直觉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 就算暂且不讨

论 “掌控” 究竟是什么意思， 人们对于自己能否在市场中获得成功其实也

是没办法掌控的。 即便不像在其他体制下， 一个人从一出生就确定了成功

还是失败， 但我们还是能够大致判断许多人最终还是会成为失败者。 最

后， 市场中什么有价值的确是由他人决定的， 区别仅仅是市场中的 “他
人” 是无数人的决定的集合。

同时， 尽管这些直觉能够让机会平等的概念更加具体， 但也可能让机

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更加难以区分。 市场的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可以被

认为是某种民主的结果。 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下， 决定成败的是民主机

制， 因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许许多多的个体， 而不是某个独裁者个人或

者寡头统治者。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是平等的是因为每个人都参与决定市场

价值， 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或者摆脱这个过程。
正是在这种观念之下， 人们认为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体制被认为是符

合机会平等的。 但即便在市场体制中，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功”， 或

者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掌控自己的命运” 也很明显不是事实。 然

而， 如果市场能够完美运行， 那的确没有某个具体的个人或者群体能够决

定他人的命运。①

（四） 市场和政府中的 “民主平等”

通过前面的论述能够看出， 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平等之所以被认为是

机会平等， 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 而是因为没有人

拥有比别人更大的机会来决定谁能获得成功。 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如此，
总是有人在市场中更有权力和影响力。 但这种精英主义是一种抽象理念，
如果市场能够完美运行， 就能够实现机会平等。 之所以有不平等， 是因为

市场是不完美的。
罗尔斯的理论认为， 所有制造不平等的因素都和形式阻碍一样专断，

而所有人都认为形式阻碍是不符合机会平等的。 在这种背景下， 精英主义

５２２

① Ａ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９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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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观为机会平等的概念提供了更具体的内容： 只要没有具体的人能够决

定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就认为有机会平等。 正是根据这种标准， 一般认为

市场主导的社会中有机会平等， 而贵族体制下没有。
然而这仍然表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区分。 那些

对两者进行严格区分的人认为机会平等是一种市场决定的精英主义原则，
而结果平等是一种改变市场分配结果的政府行为。 然而事实上在这两种情

况下的平等其实是一回事， 或者说， 至少可以是一回事。
如果我们认为精英主义平等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功， 而是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决定他人的成功， 那这种精英主义就没有什么特

别之处了。 这是因为， 这种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决定他人的成功”
的民主内涵才是精英主义之所以被认为是平等的关键， 而这一点在其他类

型的制度下也能够实现， 在充分民主的政府中尤为明显。 和在完美的市场

中一样， 充分民主的政府的各项决定也不是任何具体的人的意愿、 偏好的

产物。
具体来说， 在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来说服其

他公民为自己提供利益。 这和市场体制的原理是一致的， 每个人都有平等

的机会来决定对价值的偏好。 在两种情况下都有人失败。 但在两种情况

下， 能否成功也都是由不特定的其他人决定的。 市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

认为是机会平等， 民主决策恰恰提供的是一模一样的平等。 完美的市场和

充分的民主带来的是同一种平等。
“充分的民主” 指的是什么？ 如果说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提供的是平

等， 那么包括对分配结果进行平均化在内的民主也是平等的。 这里并不假

定民主体制总是追求公共利益， 也并不否认政治结果是各种自利行为的结

果， 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阐释的那样。① 如果民主就是许多自利团体之间

的争斗， 只要没有某个利益团体或者政治联盟能够永固自己的权力， 民主

决策就还是能够提供市场所提供的那种民主。② 事实上， 正是出于市场理

论的启发， 我们才意识到这种民主制下多元竞争对于平等的保障有多么

重要。③

６２２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Ｄｅｎｎｉｓ Ｃ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１１ （１９８９）．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９５６） ．
Ｓｅｅ， ｅ ｇ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ｏｗｎ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１９５７）；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ｈｓ ２１ － ２３ （３ｄ ｅｄ １９５０） ．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截然不同吗？

而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是其始终致力于促进公共利益，
那么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也便是其应有之义， 我们也同样得到了机会平等。①

确切地说， 无论是上述两种民主模式中的任何一种， 人们都有机会通过说

服其他公民来增进自己的利益， 正如在市场中人们有机会通过满足他人的

需求和欲望来获得成功。 很多对其他公民进行游说和说明的努力以失败告

终， 甚至刚一开始就失败了， 但这也同样是市场中会发生的情况。 在多元

竞争模式下， 社会利益的分配是以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进行的； 而在以公

共利益为上的社会， 决策者是在去除了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着眼于公共利

益。 在这两种充分民主的情况下， 最终的结果都不是特定的人能够决

定的。
当然， 民主也可能运行得很糟糕。 某个统治集团可能会强行追求所谓

的 “结果平等”， 这样在完美市场中所获得的那种平等就完全丧失了。 但

市场也同样是不完美的。 这里不仅仅指资本会集中在某个行业， 也包括由

于代理成本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级对下级的 “压迫”。 这在就业市场

中非常普遍， 性骚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市场与民主， 哪一个在运作中更可能出错？ 出的错会有多糟糕？ 就这

个问题可以进行很多讨论， 并且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实证为基础。 但能看

出， 所谓 “市场主导的机会平等” 与 “民主决策下的结果平等” 之间的二

元对立是不成立的。 如果市场完美运行， 的确有理由认为获得了机会平

等。 但充分的民主决策同样能够获得同一种平等。 如果市场和民主政府都

能完美运行， 在市场中彰显出的平等也会同样出现在政府决策中。

四　 结论

机会平等是个很有力量的理念， 然而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粗暴对

比并没有什么帮助。 机会平等的力量源于它非常符合我们的常识与直觉，
即一个人的命运不应由出生时的意外或者其他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因素所

决定。 正是这种观念要求社会对结果进行调整以实现平等。
对机会平等也有另一种理解， 即在市场主导的精英主义下， 机会平等

并不需要主张如此激进的措施。 然而精英主义的机会平等只能在一个非常

７２２

①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３５９ － ３６１ （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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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条件下成立， 即人们只有在自己成功的机会不由特定的人决定时才

被认为有平等的机会。 这种平等在充分的民主政治下通过调整市场分配结

果也同样能够实现， 而这种平等却被定义为结果平等。 这样， 主张机会平

等的理由和主张结果平等的理由实际上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 在表达和修

辞上对 “两种平等” 进行区分并没有提供更好的理解， 反而引发了更多

误解。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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