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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社科系 毛蕙

孟德斯鸠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

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当时法国封建专制

统治已经由顶峰转向衰落的时期。 结合当

时的时局，孟德斯鸠参考了历史上的和当时

各国的政治体制状况，提出了三权分立、互

相制衡的理论学说，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

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而他的思想主要

体现在他所创作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该

书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黑

格尔则称之为“一部美妙的著作”。以下我想

浅显的阐述一下我对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

理论的了解与理解。

一、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思想的理论来源

三权分立思想并不是由孟德斯鸠的首

创，在西方历史上，有许多的思想家先后提

出了关于分散国家权力，从而建立更好的政

治制度的思想。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提出过著名的

政体三要素论（议事、行政、审判），继亚里士

多德后，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也陆

续提出过关于三权分立的理论想法，但是都

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理论之上，并没有得

到突破。

英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自然

也是分权政体思想诞生的摇篮。 英国思想家

约翰·洛克则是第一次系统的阐述资本主义

国家三权分立的思想。他反对世袭君主制，赞

成君主立宪制，认为它属于民主政体类型。与

此相适应， 洛克在其理论中将国家权力一分

为三，分别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执行

权和对外权是辅助性的，隶属于立法权。

而孟德斯鸠正是在对英国政体的借鉴

考察和洛克思想的指引下提出了系统的理

论性的三权分立的理论，但是由于无论国家

和时代背景，还是身份出发点都与洛克有差

距，所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在内容上

与洛克的理论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与发展。

但总体来说，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正是孟德

斯鸠提出完整理论的来源。

二、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内容

孟德斯鸠的理论中首先将整体划分为

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在孟

德斯鸠的理论中， 国家权力被一分为三，分

别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孟德斯鸠认为， 三权不仅要做到分立，

还要保证互相之间的制衡才能保证自由的

实现。 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的重要性

甚至大于权力的分立。 对于立法机关来说，

他指出立法机关不得随意开会或必会，而是

由行政机构决定立法机关开会的时间和期

限。而行政机关对于立法机关的活动一般只

能通过否决权参与，对于立法机关为其确定

的税收法案，只能接受而不能反对，并且立

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有合法监督的权力，对

于违法行使权力的行政首脑，立法机关可以

进行弹劾。而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

动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享有违宪监督权。

但是从孟德斯鸠的阶级立场上，限制了立法

机关对贵族阶层的司法权，规定贵族阶层的

违法行为由贵族院受审。

三、孟德斯鸠对洛克分权理论的发展

1、在权力的具体划分上不同：在洛克的

理论中，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概念，将司法权

独立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是孟德斯鸠在

三权分立思想上的重大创举，这样就更有效

的制约了统治权力的滥用，使得国家权力更

加平衡，从而有利于自由平等的实现。

2、在权力的制约方式上的不同：在洛克

和孟德斯鸠的理论中都提到了关于立法权

和行政权互相之间的制约。孟德斯鸠在洛克

的理论上提出了司法独立的问题，并且提出

了一套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分权结构，在孟

德斯鸠的理论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

间不存在有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互相

独立的相互制约关系。这一理论更加完善了

国家权力的平衡制约关系。

3、人民的地位不同：孟德斯鸠并不像洛

克那样，将人民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

他将贵族和人民在地位上做了高低不同的

划分，有些地位卑微的人民孟德斯鸠则认为

其根本就没有参与平等选举的权利

4、对于君主的态度不同：由于时代背景

和身份地位的限制，孟德斯鸠在具体论述三

权分立原则的时候，他反而将君主捧到了一

个神圣的位置。 这就违背了孟德斯鸠关于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的说法，

而且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更是改变

了对共和政体的支持，转而认为君主世袭的

英国君主立宪制是最理想的政体，这与洛克

的分权思想是有很大出入的。

四、孟德斯鸠分权制衡学说的历史影响

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学说是西方专制时

期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 在以后漫长的政治

发展史上， 都给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建立提

供了重要借鉴。尤其是在美国建立以后，开国

元勋们更是从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的继

承与吸收发展中建立一个符合孟德斯鸠三权

分立理论的政体并成功的实践。 这在西方民

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上影响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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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学者德威提出“社区教育”的

理念以来，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社区教

育逐渐成为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种新潮流。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社区教育在我国北京、

上海等城市兴起，逐渐受到各级政府以及社

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从我市来看， 发展社区教育的时机已经

到来。一是我市教育发展的内驱力增强，市民

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经济社会的

发展，使市民对学习的需求增加了。三是国有

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

人”。 今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把教育列为

“六进社区”的主要内容，社区教育在我市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必将对我市整个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 我国社区教育一般以大中城市的

城区或县级市为单位进行实验， 在这个区域

内， 社区有一定规模的教育资源可以利用和

开发， 可以在较高的层次上实行教育的统筹

领导，可以动员较多的的部门、团体参与社区

教育， 便于在较大范围内通过构建教育培训

网络、创建学习型组织满足学习需求。 也有小

至乡镇（街道）的社区、行政村。 综观京、津、沪

及江苏、浙江、山东等地推进社区教育的运行

机制和工作方略，有以下四种模式：

模式一：“以学校为主体”模式

此模式是教育系统内部逐渐发展起来

的，内涵主要有：学校，特别是中小学作为区

域社区教育的组织者、协调者，利用自身办学

资源和优势进行校外活动。

该模式能较充分地利用分布在各区域的学校办学资源，极

大地提高了这些资源的共驻共享度， 由于教育工作者是主导

者，教育行为较为规范。 但学校在调动社区资源方面具有先天

不足，“社区资源整合”因缺乏行政力量而难以实现。 社区居民

以学校为名义开展的社区教育活动往往停留在“保育”或课外

活动层面上，仅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社区居民的一般性文体

培训，这与 21世纪社区教育理应担任的职责具有明显的距离。

我国社区教育在 20世纪八十、乃至九十年代以这种模式为主。

模式二：“以街道为中心”模式

它是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主要形式。 街道作为辖区社区

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监督者、协调者，以社区服务及社区文

化为着眼点进行的各种休闲、文体、活动性的社区教育。

这种模式发挥了城市街道这一城市管理的最基层派出机

构的主导作用，可在一定限度内调动社区各种教育资源，适用

于城市管理基础较好的大城市， 如果街道派出机构自身管理

能力较弱， 易流于形式， 而且由于街道干部自身素质的局限

性，较难提升办学的层次。

模式三：“以地域为边界”模式

其内涵大致为： 由社会各界共同组成社区教育协调委员

会对社会教育进行总体协调和具体策划。其运作方式为：由辖

区各行各业较有影响并且热心社区教育的单位， 或由某一功

能较齐全单位牵头组成专门机构， 利用各成员系统在各自行

业的影响和资源开展“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式的社区教

育活动。

该模式中的辖区各界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教育意识较强，

居民开始具有自治意识， 适合于产业相对单一或明显具有龙

头主导企业的大中城市， 社区大多为这个行业或这个企业的

“单质社区”。 但由于组织不具有行政力，且受行情、企业经营

状况影响，难以形成持久的核心和合力，社区教育的开展会出

现较大的随意性和波动性。

模式四：“以社区大学（学院）为龙头”模式

此模式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经济快速发展、

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出现，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此模式易于同区域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辖区单位进行

业务沟通，易于系统内资源重组，发挥成人高校的办学优势，

提升办学层次，扩大办学效益，降低办学成本，提高社区教育

的质量。 笔者认为， 它必将成为我国今后社区教育的发展趋

势。 但此模式也有不足，如与现有高教管理权限在上头、传统

学校改造创新、社区教育的公益性质与办学效益的矛盾、社会

各界对社区大学（学院）的认可度等不易解决的问题。

我市社区教育虽然从纵向来比，有发展，而且发展态势良

好，但与京、津、沪及浙江、山东等地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和困难。 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方面对发展社区教育的认识还

没有完全到位； 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建立

和完善，社区教育基地和网络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教

育的经费投入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社区学院的建设还待加

强，其社区教育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不同的社区教育模式有

其产生的不同原因、适用手段和范围、对象，对有所长所短。当

前，我国的社区教育选择何种社区教育模式，要充分考虑当地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因地制宜，不同的

社区教育模式的运用，应依不同的社区发展特点而定，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让青年教师破茧成蝶

———学校消除教师职业倦怠心理调适策略探讨

澧县澧阳镇实验小学教科室 叶秋菊

青年教师以青春活力和不可估量的发

展后劲，成为学校宝贵的财富。 但青年教师

由于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缺少历练，课堂教

学缺少经验， 班级事务的处理流于简单，与

学生的交往中缺少情感的投入，与同事和家

长的沟通上缺少游刃有余的成熟。 所以，青

年教师在学校生活中显得自卑， 缺乏自信，

甚至有的还出现厌教心理。

针对我校青年教师的实际，我们把脉问

诊，开出这几剂处方：

一、关心着，促进心灵的相容

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学校领导选择

了等待。 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课题组成员多

次和青年教师个别交流， 听取他们的倾诉，

帮助他们打开心锁。 同时，青年教师轮流当

学校“教师心灵网吧”的义务“咖啡”服务生，

让他们体会了被需要的快乐，融洽了和同事

的关系，学会了与人沟通和交流。

二、走出去，见识飞翔的美丽

近几年来，学校外派老师外出听课学习

100人次，特别是去年、今年这两年，每位青

年教师都轮着外出听课至少一次。他们走出

校园，到常德、安乡、桃源、长沙，有的甚至远

赴广州。外出学习，既放松了心情，又近距离

接触了名师，使青年教师感受到了学校领导

的重视，自己肩上的责任，以及成长的方向。

青年教师小江多次外出学习，她深有感触地

说，外出培训打开了她人生的窗子，使她找

准了人生的方向。以前有点内向自卑的她变

得自信大方起来。

三、静下来，丰满自己的羽翼

学校每期组织一次读书活动， 引领青

年教师共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老师的一

百个建议》，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在亲

近教育大师中汲取成长的精神食粮。 青年

教师还成立了一个“萤火虫读书会”，每周

定时间、定地点诵读、倾听，享受精神的美

丽， 吮吸思想的营养。 读书使他们目光明

亮、思想睿智、个性独特，对人生的理解闪

现出理想的光辉。

四、展翅飞，搭建魅力的舞台

抓好青年教师校本研训，让青年教师破

茧成蝶。学校利用每周例会时间安排青年教

师展演黑板字、朗诵美文。 每期参与年级组

磨课一次、学校磨课一次，每年参加一次校

级教学比武，许多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另外

学校广播站开通了“吟诵”和“英语角”这两

个品牌栏目，星期二由青年教师小江负责带

领全校学生吟诵。星期四由青年教师小车等

带领学生听英语说英语。她们都发自内心地

说，感谢学校给了她们这个舞台。 小江老师

的吟诵受到许多老师的关注，还被邀请到周

边学校举办讲座。 她说：吟诵是一项事业，她

将用自己的一生去推广。

五、抱成团，勇于挑起千斤担

学校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电脑技术较为

娴熟的优势，通过学校“青年教师群”“校园

网”“青年邮箱”等通道，组织青教师在网上

分享美文、探讨课堂艺术、发表评论、广交朋

友、传递经验和爱心。 这些交友、网上磨课、

网上听课、在线讨论等等活动，青年教师这

个群体都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最近心理学专家到我校对教师们组织

心理后测时，4 名阳性症状者有 3 名职业

倦怠心理已经全部消除，1 名倦怠心理有

所减缓。 其中有小江等三位青年教师被学

校评为“教研希望之星”，成为学校教研的

新生力量， 说明我校青年教师职业倦怠心

理调适策略卓有实效。

红眼病的预防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 罗建波

红眼病也叫急性卡他性结膜炎、 暴发

火眼，是传染性结膜炎。本病全年均可发生，

多发于夏秋季节。 可散发感染，也可流行于

学校，工厂等集体生活场所，具有高度的传

染性；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接触传染。

预防红眼病发生的措施有：

一、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红眼病的预防首先是勤洗手， 由于手

先接触了不洁的东西，再去揉眼睛是引发红

眼病的主要病因；所以，在手清洁之前不要

揉眼睛。 其次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家里

要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要混合使用，毛巾

等直接接触眼睛的物品要专物专用，毛巾用

后挂于通风处。 如果身边已经有了病人，病

人所用的脸盆、 毛巾等要与他人分开放置，

并且经常煮沸消毒。

二、切断红眼病的传染途径

在红眼病流行期间，尽量少去有传染源

的公共场所，如游泳池。 红眼病人的眼睛分

泌物里藏有大量的病菌，红眼病人所用过的

毛巾、脸盆、洗脸水和手帕，以及他们的手指

上都有大量的病菌，所以凡是红眼病人接触

过的物品，如枕头、棉被、衣服、门把手、电话

机、遥控器等都沾有这些病原体。 正常人使

用了红眼病患者用过、 摸过的东西或者同

红眼病患者握过手， 没有洗手就去揉自己

的眼睛，就会受到感染。 所以，如果发现自

己周围有红眼病患者，必须提高警惕，别乱

摸物品，勤洗手，不揉眼睛。

三、及时消毒，正确用药

同红眼病患者接触后， 要注意洗手、消

毒，并预防性地使用氯霉素等眼药水。 游泳

前后滴一两滴眼药水，这种眼药水最好具备

抗过敏、收缩血管、止痒消肿的作用；游泳前

滴用，可预防眼睛受到感染或刺激；游泳后

滴用，可迅速缓解或消除游泳引起的结膜充

血及其他不适，同时还能起到清洁眼结膜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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