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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汪进元
（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要： 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 罗尔斯主张协
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 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
摘

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
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 ”促使二者的融合; 博曼的二元民主强
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 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
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
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 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 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
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
免有强奸民意之嫌; 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 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
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
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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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轨”协商民主与“双轨”协商民主
一、
“单轨”协商民主理论包括单一的正式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单一的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
等。当代美国民主大师罗尔斯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 ，菲什金则是第二种类型的代表。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三个理念，即重叠共识、权利的优先性与
善和公共理性，其中公共理性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 在他看来，“公共理性是一系列信条，个人在进
［1］
入公共领域之前就必须接受这些信条 ，而不是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后才发现这些信条 ” 。 公共理性
的理念奠定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形而上根基，并通过正义的 两 个 原 则———平 等 原 则 和 差 异 原
则———来指导基本制度的构建和基本权利的保护 。至于公共理性及其外化的两个正义原则如何规导多
元理性的现实社会，他提出了“重叠共识”的推导方式。他认为： 公共理性潜藏于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
道德学说等各类完备性学说之中 ，并通过对话协商的民主程序达成共识 ，人们之所以能达成这种共识，
是因为人们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都从他们自己的完备性观点出发，并基于其完备性观点所提供的宗
教根据、哲学根据和道德根据来引出自己的结论 ”。而且“人们依这些根据来认肯相同的政治观念 ……
［2］
并不使他们的认肯减少任何宗教的 、哲学的或道德的色彩 ” 。 罗尔斯还更明确地指出： 公共理性“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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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那些包含着我们可以称之为‘宪法根本 ’和基本正义问题的政治问题”。“不适用于我们对政治
［3］
问题的个人性沉思和反思； 或者说不适用于诸如教会和大学这类联合体的成员对政治问题的推理 。”
单一的正式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也可称之为宪政主义的协商民主 ，因为他们强调： “协商民主是自由宪
［4］
政主义的核心思想。”正如罗尔斯所说： “一个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应该被理解为协商民主。” 阿克曼
也认为： “协商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只有在宪政的创建、大萧条和内战等等国家所面临的大
［5］
危机时期，美国人民能够而且确实会提出协商 ，从而同政府抗衡。”
菲什金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通过他所设计的“协商民意测验 ”和“协商日 ”等制度体现出来的。
他在《协商民主》一文中赞赏麦迪逊式的民主理论，即通过小型的代表会议表达公众的声音，优化公众
的舆论，实现理智和审慎的共同体意识。 他认为，协商民意调查是“反映 ”和“筛选 ”的统一，既反映了
“原始民意”，又净化了公共舆论。他在《协商日》一文中规划了一天四场的对话、辩论和协商的会议，公
众可以在家庭的餐桌上、工厂和学校等地方通过电子手段与电视屏幕上的候选人进行对话 ，表达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他始终强调协商的“原始民意”，但又反对采用大规模的公众集会协商 ，而主张“公民协商
的微型组织”，如雅典式的 500 人会议、总统选举团、公民陪审团、规划小组等。这表明了菲什金的双重
担忧。一方面，为了保证协商的“原始民意”不被官方机构篡改，“把协商排除在代议制民主的正式制度
［6］
之外” ，另一方面又怕因为公众“理性的无知”，出现密尔式的担忧①。
“单轨”协商民主将协商场域完全分离，可能出现公民的协商流于形式，无法达到影响决策的效果，
致使民主限于空洞。哈贝马斯等人的“双轨”协商民主可能有助于解决此一难题 。
哈贝马斯针对传统民主理论在协调平等与自由之间关系上的无所作为 ，提出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的民主商谈论。他认为： 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在减少和缓冲事实上的不平等时必然会限
制部分人的自由，尤其是私域自由，于是就形成了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缓解这种紧张关系的
唯一手段就是民主立法，即公域自由； 这样，公民参与立法限制自己的私域自由 ，使公民在两个场域的自
［7］
由得到了互补，趋于事实上的平等 。 他将民主立法分为正式公共领域和非正式公共领域两个层面 ，
议会是正式公共领域的主导者，社团则是非正式公共领域的推动者； 前者是建制化的政治意志形成过
程，后者是指不受权力控制的自主意见形成过程 ； 二者结合的桥梁就是自愿性社团及其成员形成的交往
之流和交往权力，即这些社团通过价值诠释发现好的立法议题 ，并通过信息传递提出好的立法建议，以
［8］
影响甚至改变建制化的意志形成过程的参数 ，促使议会立法更具合法性 。
博曼在批判哈贝马斯的“双轨模型”的非连续性基础上提出了二元民主理论 。 他认为： 哈贝马斯的
非正式公共领域只形成舆论不涉及决策 ，公民们只是“匿名观众 ”，无公民参与决策则无民主更无协商。
于是，他提出了公民参与立法和执行协商的二元民主理论 。他认为： “只有在解决了三个复杂性的制度
性问题的时候，协商公众才能保持主权地位： 政治分工问题、公众及其视角的多样性问题以及使正式制
［9］
度对多样性的实质性舆论和观点保持开放性的问题 。” 他所谓的二元民主是指在正式公共领域中 ，除
了国会立法过程中的民主协商之外 ，行政机关也应该通过公共听证、地方会议等形式创造出自身的公共
领域，实现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公共协商 。这样，基于二元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协商性政治分工，利
用行政机关直面复杂性的社会现实发现问题 、收集信息、反哺立法，发挥行政机关与公众的协商互动 ，有
［10］
助于解决协商与决策分离的隐忧 。
乔舒亚·科恩在《协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一文中首先将协商界定为一种制度化的条件 ，他说： “根
据协商观点，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它更是通过提供有利于参与、交往和表达的条件而促进平等公
民自由讨论的一种社会和制度条件 ，并且以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公开性和司法监督等形式确保政治权力
［11］
的回应性和责任性，将行使公共权力的授权与这种讨论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协商民主除了是一种
政治体制之外，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具体规定了平等公民自由参与对话 、辩论和协商的基本条件，以及定
期的竞争性选举、大众监督和司法审查等形式，保证公民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授予公共管理部门的权
力。同时，他强调协商民主是实体和程序的统一 。他认为公共理性是政治正当性的核心 ，并通过竞争性
乐趣或任性”的基础上进
① 密尔认为： 无记名投票将会鼓励投票者将选票看作获取个人利益的另一种商品。公民将会在“利益、
行选择，这种争夺个人利益的选举将会逐渐腐蚀掉公民对公共利益的热情。参见（ 美） 菲什金等主编： 《协商民主争论》，张晓敏译，中央
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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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程序维持和表现。他说： “为了在各种制度中体现理想的协商程序，我们尤其力图设计一些制度，
［12］
它们将政治讨论集中于共同的善，以促进忠诚于共同的善的方式影响公民认同与利益 。” 至于协商与
决策如何统一的问题，他主张通过政党的上传民意和下达国政的桥梁作用 ，促成二者的融合。他在《协
商与民主合法性》一文中，将协商民主直接界定为社团，他为协商民主制度归纳的五个特点都是围绕社
团提出来的，即协商民主是正在形成的独立的社团 ，社团是多元的，社团是其成员协商的结果，社团也为
其成员提供了协商的条件和程序 ，社团成员具有公开利用理性的能力等 。他认为，政党是协商民主的重
要角色，因为政党有公共资金的支持，能够保证经济地位低下的个人和团体在协商程序中的政治平等 ；
同地方、部门和专门问题的代表会议做出的协商结果相比较 ，政党内部及政党之间的协商具有基于共同
［13］
的善而涉及的更广泛的政治问题 。
当代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就是 ，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的二元分离问题，即在“发现
的背景”中提出的建议、意见和理由没有被转化为“正当性的背景”中的立法决策。哈贝马斯的“交往之
流”、博曼的二元民主论和科恩的政党桥梁作用等都无法解决“自说自话”和“话语霸权”等问题。 所以，
斯夸尔斯在《协商与决策： 双轨模式中的非连续性》一文中明确指出： “如果协商民主要在各个方面提出
前后一致的民主模式，它就必须对这两个阶段形成一个一致的论述 。它就必须更关注协商和决策之间
的制度性关系。”古德在《多元与民主： 表征差异》一文中更尖锐地指出： “哈贝马斯的交往话语与决策相
分离，这种对民主的描述严格集中于谈话 、讨论或协商等参与方式。实际上，在决策意义上，它变得没有
［14］
行动只有空谈。我们可以说没有协商的决策是盲目的 ，但是没有决策的协商则是空洞的 。”
二、单一公共理性的协商民主与多元公共理性的协商民主
多元理性与单一理性的区分是根据协商程序的运作及其结果的达成是否存在统一的标准或原则进
行的分类。
单一理性的协商民主理论认为： 在公共协商过程中仅仅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达成共识的公共理性 ，它
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哈贝马斯的“共享信念 ”等等，是这一理论的代
表。如前所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三个理念 ，即重叠共识、权利的
优先性与善和公共理性，其中公共理性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 。他认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
本特征，是社会基本制度所服务的目标； 它在三个方面是公共的，“作为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 它的
［15］
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 它的本质和内容是公共的” 。他也具体讨论了公共理性的内容，即
所谓政治的正义理念，具体有： （ 1） 它具体规定着某些基本的权利、自由和机会； （ 2） 它赋予这些权利、自
由和机会以一种特殊的优先性，尤其是相对于普遍善和完善论价值的优先性 ； （ 3） 它认肯各种确保着所
［16］
有公民能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的充分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 。当然，他不否认现代社会理
［17］
性多元的事实，但是，他特别强调，“非公共理性有许多，但只有一种公共理性 ” 。他指出： “在现代民
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 、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
［18］
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 。” 但是，相对于政治正义理念的公共理性来说 ，
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理性是非公共的 ，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后者必须服从前者 ，以达成重叠性的共识。
相对于罗尔斯而言，哈贝马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证“单一公共理性”的问题，而他的“理想言说情景 ”、
“共享信念”和“交往理性”等理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公共协商的动态程序之中 。他将“理想言说情景 ”描
绘成一个开放性的、可渗透的、移动性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
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 ，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中而成的公共意见和舆
［19］
论” 。在那里，平等主体的公民基于“共享信念 ”对有关的建议、信息、议题和理由进行自由的处理，

在反思性和包容性的条件之下，形成价值共识和利益平衡。在处理民主政治中少数与多数的关系问题
上，他认为： “只有当少数使多数相信其特定观点的理性具有正确性时 ，他们才会赋予其暂时、有条件的
［20］
同意，公共意见因此而汇集。” 从他关于法规概念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共享信念 ”和“交往理
性”的终极指向，就是罗尔斯的“宪法根本的理性”。他认为，法规是一种具有其有效性产生于人民代表
在一个以讨论和公开性为特征的程序中的同意 ，是主体间形成的意志所具有的权力与合法的程序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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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进元: 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21］
含的理性相结合的产物。宪法所包含的原则和条件在立法过程中具有优先性 。
多元理性的协商民主论者认为： 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的，“价值的不相容”和“理解的不完整 ”是
人类政治特有的现象，所以，协商总是也只能是发生在非理想的现实状态之中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
古特曼、汤普森和艾丽斯·杨等。古特曼和汤普森等认为： 单一理性论者设想的理想协商状态是不现实
的，而现实社会是充满差异、矛盾和不确定性的； 所以，即便参与者是自私的、非理性的，只要他们在决定
行动方案之前给出彼此都能接受的理由 ，或者寻找一种相互尊重的解决办法，协商的目的就达到了，他
［22］
们称之为“互惠原则 ” 。 艾丽斯 · 杨则认为： 单一理性论者压制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协商民主是
“倡导一种共融政治”，以培养“一种非单一成分之公众的理想 ”，这种理想不会预先假设参与者为了能
够融入共同体而放弃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认同 ，相反，它会寻求在公共生活中承认并有效代表各种不同的
［23］
社会群体 。她在《作为民主交往资源的差异》一文中讨论了“差异政治 ”的问题，她认为，差异是一种
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我们发现自己被定位并陷于一个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等结构化的领域
［24］
之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应付这种形式，我们别无选择 ” 。 这种等级和不平等的结构关系，是
民主政治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既是社会冲突的来源，也是公共交往的资源。 所以，民主政治必须是在承
认和尊重差异、保护少数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的前提之下 ，寻求多元团体的合作与共融的政治 。她还借
用阿伦特的观点说： “公共领域是由彼此相互不太熟悉、联系不太密切，以及无法化约的多重历史和视
角组成的。为了揭示共同的善而要求其成员撇开其差异的‘公开性 ’概念破坏了‘公开性 ’的真正内
［25］

涵。” 至于如何保护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 ，菲利普斯提出了“在场政治 ”的理论，即确保少数派的
弱势群体在国会等公共机构有自己的代表 ，让他们能够自由表达他们遭受的排挤和压迫。 艾丽斯 · 杨
进一步指出： “不仅应该有弱势群体的代表，而且还要确保征求其代表的意见，确保他们对影响自身的
［26］
政策有一票否决权。”
三、价值预设型协商民主与价值待定型协商民主
价值预设型协商民主与价值待定型协商民主的划分依据在于 ： 在决策作出之前甚至在协商开始之
前是否存在既定的价值目标及其规范化的实体和程序制度作为协商和决策的指导性依据和标准 。
价值预设型协商民主是指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 ，是建立在既定的价值目标之上的 ，而且这些价
值目标是永恒的真理，具有不可变更性，期待合作的主体在加入联合体之前必须也只能承诺服从联合体
预设的价值目标及其既定的规则 。价值预设型协商民主与单一理性的协商民主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 ，
即都存在着先在的价值拘束或规范指引 。二者的区别在于： 价值预设可以是单一价值的预设 ，也可以是
多元价值的预设，而且价值预设总是表现为意向性协议或者确定的合作性规范 ； 单一理性的协商民主仅
强调价值的单一性，价值的表现形式可能潜藏于特定背景下的文化之中 ，也可能是既定的协议和规范
等。
从政治实践上看，美国联邦共和制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 1787 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来
自 12 个州的代表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该宪法预设了联邦制、民主制、分权制等价值目标； 该宪法
还规定本宪法经 9 个以上的州议会 （ 或宪法会议） 批准后并在批准的各州范围内生效。1788 年 6 月 21
日新罕布什尔成为批准宪法的第九个州 ，意味着美国宪法正式生效。之后，各州加入的前提条件就是承
诺服从联邦宪法。在现代社会，各类国际和区域性条约的签订和国际合作体系的建立 ，以及欧盟的建立
等，都属于这一类协商民主的产物。在现代协商民主理论中，罗尔斯的单一公共理性的协商民主强调原
初状态下的重叠共识以及公共理性协商标准，费里曼将罗尔斯的这种原初状态中达成的共识解释为
“对特定原则的共同性预先承诺 ”。 这一协商民主理论将宪法看成是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形成合作的基
础，就像尤里乌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抵制海妖的引诱一样 ，公民们也通过宪法来限制自身以避免冲
［27］
突 。
价值待定型协商民主否认在协商或者决策之前存在着既定的实体和程序价值标准 ，或者即便存在
着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的意向，但仅仅只是意向，各方合作的具体价值诉求、合作的原则、规则、程序和方
式等，是不确定的，有待于合作各方通过对话、辩论和沟通等予以确定。同多元理性的协商民主相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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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潜在的一致性表现为： 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以及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对峙。 但是，价值
待定强调的是： 价值形成的协商过程以及过程的先在性 ； 而多元理性则坚持价值多元是长期或者永恒存
在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协商一致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服从或者“互惠”。
我们同样可以美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为例 ，予以说明。在费城制宪会议上，来自 12 个州的 55 位代
表期待着建立一个合作型的管理体制 ，至于是否建立联邦制、是否建立国会两院制以及有关奴隶制的问
题等，事先并没有一个统一方案和标准 。在制宪会议上，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
弗吉尼亚的大州方案与新泽西的小州方案 、南部蓄奴州与北部自由州等的激烈辩论 ，最后才形成一个供
各州宪法会议讨论批准的宪法草案 。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宪法第 13 条和第 14 条修正案的出现，并
没有遵循宪法第 5 条规定的程序，也废除了宪法确认的奴隶制； 而经济危机后的新政时期，行政集权和
联邦集权是通过宪法案例形成和发展的 ，也历史性地改变了宪法条文所涉及的联邦分权体制 ； 而这些都
没有按照宪法既定的原则和程序办理 。所以，阿克曼认为： 这种宪法修正在美国历史上是常见的，而且
［28］
涉及程序上的创造性和实体上的创造性 。前面讨论过的多元公共理性的协商民主强调差异政治 ，认
为协商是承认、尊重和维护差异的合作，反对参与者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属性而融入共同体的假设，当属
价值待定型协商民主。
比较而言，价值预设型协商民主强调： 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甚至协商框架本身也是先定的，
这些都是不可撤回的，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的前提就是承诺 ； 尽管承诺过程中也有协商，但这种协商是很
微弱的。这一理论忽视了社会的多样性、可变性和差异性，尤其是代际间的差异性，假定公共理性是永
恒不变的，把宪法及其锁定的民主宪政价值看成是一劳永逸的东西 。价值待定型协商民主认为： 宪法只
是一个提供了筹划和限制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 ，宪法要素在当前民主制度中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再解

释和再磋商等特点； 公共协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问题 ，协商是一种持续性的合作活动，是一种在相
互对话、辩论、理解的基础上的自我负责、相互负责以及对联合体的共同负责的行动者的反思能力 。
当然，还可以根据协商民主自身的价值和功能及与传统民主的关系 ，将协商民主分为激进型协商民
主和补强型协商民主。前者认为： 协商本身具有独立性价值，协商民主是一种激进式的竞争性话语民
主。目前，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都相信激进主义的民主传统 ，批判虚弱的民主聚合模式。与传统激进主
义民主不同的是，他们否认复合的多元社会是民主的障碍 ，并坚信多元主义和社会复杂性会促进在充满
［29］
活力和无民族偏见的公共领域内自由 、平等和理性协商 。正如斯夸尔斯和夏皮罗等所说： “民主参与
［30］
的关键是创造，而不是发现和聚合公共利益。” 后者则认为： 协商只是传统民主程序中的一个部分 ，而
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模式，即只是对传统民主的补充和完善 。这一民主理论严厉地指出： 大多数协商民
主论者没有解决好协商过程中的“压制型话语”和“孤独型话语”等问题，更没有解决好协商与决策的二

元分离问题。“压制型话语”构成了协商过程中强者的话语霸权，“孤独型话语”意味着弱者在协商过程
中自说自话； 二者在民主程序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辩论和沟通，达不到协商应有的效果，相反，还
会促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关于协商和决策的二元分离问题 ，更是协商民主论者的一大难题。
上述分类只是视角的不同，具有相对性。寄希望按照学者的观点进行队列式的分类，是不可能的，
也忽视了学术观点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交融性。
四、结语
研究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同类型的目的在于 ： 揭示出各自的特点、功能及其实践意义，对当下中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也具有参考性意义 。目前，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就是指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一种误解，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指出：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
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 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
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解读《决定》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 （ 1）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
系，是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 （ 2） 拓宽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人民（ 团体） 之间广泛多层的民
主协商渠道，是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 ； （ 3） 协商民主广泛运用于立法和决策等国家机关活
56

汪进元: 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动之中，也运用于政党、人民团体和公民的参政议政活动之中 ，涵盖了哈贝马斯的正式公共领域和非正
式公共领域。据此，本文认为： 建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可供借用的理论模型包括： 双轨统合、单
一理性和价值预设等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体制模型应该是 ： 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
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宪政体制。具体地说，通过制定政协参政法和人
民参政法等宪法性法律，确立民主协商的基本原则，即党的领导、平等协商、民主集中和程序公正等； 固
化人民与党委、人大、政府之间参政议政的互动机制，如座谈会、听证会、协商会、立法和决策草案公布与
征求意见等； 完善立法和决策执行的反馈机制 ，如询问、咨询、调查、评议、网络或书面意见等； 建立人民
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动机制 ，如议案征集签名、代表联络机构、互动电子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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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Types and Function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ng Jinyuan
（ Law School，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189）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of consultation and decision is a key problem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singletrac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inks that consultation can be only used in legislative process or among citizens，
but for the double-track both are ok． The single-reas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pholds that only one reason
leads to the whole consulting process and its result，but the multi-reason is for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reasons．
The scheduled-valu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tands for guiding values and rules，but the expecting value insists
that all the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after consultations． Now political reform is going on in China． Led by the
Party we can set up the proces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ruling．
Key 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different types； foundation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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