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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行政忠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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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

摘
要
行政忠诚是指在行政过程中，对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
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行政忠诚是行政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是廉政建设的道德底线，行
政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忠诚道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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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忠诚是指行政主体在组织和管理国家事
务、社会事务、机构内部事务过程中，对所在行政组
织、行政领导、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
从、尽责和尊崇。行政忠诚对保障行政组织的运行效
率、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促进行政权力合法性
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面对行政人员忠诚道德相对
缺失现状，探索行政忠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行政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
行政活动之所以需要忠诚，是因为忠诚是合作
的基础，它可以实现行政政治的有效运作；它能减
少摩擦成本，避免因立场多变和背叛初衷而带来的
动荡；可以实现行政授权的目的和本意，从而避免
权力的异化。
忠诚价值观是行政组织的凝聚力。公共行
政主体有两个层次的范畴：一是作为个体的行政人
员，二是作为整体的行政组织。行政组织是一种社
会组织，它通常是指为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公共事
务，通过权责分配、层次结构、人员安排所构成的
国家行政机关的完整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
机关。虽然行政组织的功能必然要通过具体的行政
人员来履行，而且行政实践行为必然由行政人员来
承担，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行政组织作为行政主体
的作用。组织同人一样也有心理需求，它表现为：

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以及社会各界对组织的认
同与支持。其中，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就组织的
一体化，它是指个人用组织的价值、目的取代个人
的价值和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组织目标的实现
不仅要求其成员要出力，而且还要出心。 在公共
行政领域，行政组织对行政人员的心理需求就表现
为，行政人员要认同与支持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
在此基础上，行政人员实现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与身
份认同，并一以贯之地实施公共人维护公共利益的
组织角色行为。在行政组织对行政个体的心理需求
中，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认同是最关键的一环，它
也是行政组织一体化或称行政组织凝聚力的核心
力量。在加强行政组织凝聚力的问题上，新公共行
政学充分吸纳了企业凝聚力的理论与经验。世界上
许多著名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有
一套坚持不懈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松下公司的为社
会服务，飞利浦电器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因此，
公共行政学也把价值观看作是行政组织凝聚的内
在动力。因为，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形成之后，对具
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具有亲和力、吸引了和凝聚力，
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就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
信念和价值规范，对同一现象会做出相同的价值评
判与价值选择，因而行政人员就会产生共同的尺
度、共同的语言。于是，行政人员的观点、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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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情绪等心理因素容易产生认同与趋合，这样

的必然要求。廉政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标

就避免了由于行政人员价值观的差异而造成的组
织中的个人冲突，从而在行政组织中就能形成一种

本兼治、综合治理，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
度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也不可偏废的重要环节和

健康良好的组织气候。
行政忠诚不仅能润滑纵向政府组织间的关
系，更能弥补横向政府组织之间的制度失范的弊

要素。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道德特别是忠诚
道德规范在廉政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
保证廉政、勤政的内在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持。

端。从纵向的委托代理理论看来，现代行政关系是
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从公民道民意代表机构道政

忠诚是重要的社会伦理，更是重要的从政伦
理，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人员有守护道德

府，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道行政人员等，形成了

底线的义务，其基本的要求是，我们的行政人员要

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民
意代表机构受公众的委托，代表公众表达民意和行

忠于职守，忠于党和国家，忠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使最高的公共决策权；其次，政府受民意代表机构

针、政策，尤其要求行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

的委托执行公共决策；最后，政府行政机构的上下
级之间、组织与行政人员之间又进一步形成了委托

干部要为政清廉，忠于职守，率先垂范。廉政建设
需要以忠诚道德为支撑。廉政建设的目的是要建立

——代理关系，上级和组织是委托人，下级和行政
人员是代理人。在这样的关系中，代理人为委托人
办事，而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权力和报酬。作为代理
人的行政人员，只有重视德性的修炼，增强其行为
自主性，积极地为组织目标服务，服从于上级权力
主体，忠诚于组织，忠实地执行上级和组织的决策
和命令，尽职尽责，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实现组织
和谐。从横向组织关系看来，政府个部门之间、地
方政府之间，它们虽然处于极具理性的官僚制组织
之中，处于众多的制度规范之下，然而，与纵向关
系相比，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没有
严格的制约关系，就会忽视了对国家、法律、人
民、良知的忠诚，就会出于保护其局部利益或短期
绩效，极易利用行政权力保护其垄断地位，禁止或
限制竞争者的进入。 例如，地方政府之间出现的
重复经济建设、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等，导致了市
场分裂割据，无法形成规模效益，给国家和人民利
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只有行政组织及行政
人员从宏观角度、从大局出发，强化忠诚意识，不
仅忠于上级组织，更应该忠诚于国家、法律和人
民，这样才能产生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从中可以
看出，行政忠诚能弥补横向政府组织之间的制度失
范，使横向政府组织之间达致和谐，从而保障了政
府组织的有效运行。

起从政者的行为规范，形成包括法律制度规范和道
德规范在内的行为规范体系。其中任何偏废，都会
出现产生腐败的缝隙。就执政党及执政者的道德规
范而言，居其首位的是忠诚道德。忠诚道德，应该
是也必须是从政者一种重要的从政资格，必备的政
治品质和道德素质；忠诚道德，应该列入行政人员
考核的规范中，并作为其奖惩和升迁的重要依据。
忠诚道德是维持廉政勤政的浩然正气。要消除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首先要在行政体制内真正造
成一种浩然正气。行政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必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想群众之所虑，
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帮群众之所需。这
种浩然正气，表现在对自己国家的崇高深厚的感
情，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强烈责任感和奉献
精神；表现为忠诚于行政事业，具有强烈归属感和
责任感，服从于组织，为完成组织目标而奋斗的职
业精神；表现为忠诚于人民的利益，以实现人民的
幸福为己任，以执政为民为天职，一切从人民的利
益出发，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
了这种浩然正气，行政人员才具有强大的精神支
柱，才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些年来，一些行政人员在金钱、权力、美色面
前，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跌入了腐败的泥坑。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
造，忘却了理想信念，烧香拜佛，求神问卦；忘却
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
大化，追求的是金钱、权力和美色等欲望的实现，
丧失了忠诚的浩然正气。
忠诚道德是保证廉政的内在约束力。道德是每

二、廉政建设的道德底线
廉政建设，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是增强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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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内心的守门神，如果撤除了道德的守护，

的法律规范的框架内就可判定公共权力是否合法，

就会使人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贪婪喷涌而出，整个
社会就会处于混乱无序之中。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

换句话说，行政权力的行使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
和规则，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不合法的。关保

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

英教授在《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一书中指

安与社会文明进步。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的基本行
为规范，法律重在外在强制，道德重在内在自觉，
防治腐败需要内在自觉与外在强制相结合。 今天
我们在强调廉政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

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要从法内出发又要从法
外出发，把法内和法外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求公共权力既要在法律规则的基础上有效运行，
同时又必须符合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
”他认为：

同时，更要重视廉政建设的德性化。行政人员只有

“行政的合法性是指宪法和相关的宪法规则要求行

具备了忠诚的自觉，才会在日常言行中，时时惕示
自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公仆，忠实地实践三个

政体系及其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状态。
”
在马克思 韦伯看来，除了服从能给人们带来

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仆内在的道德规定

利益，还包括人们对于合法性权力的信仰，正是这

性。行政人员只有具备了忠诚的自觉，才会形成抵
御各种各样诱惑的道德闸门，现实生活中许多领导

种合法性塑造了下级服从与尊重组织和上级领导
和命令的稳定模式。在其论述的三种合法性权力

干部经受不住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诱惑，在糖衣炮
弹面前倒下了，就是因为没有把实践党的事业与实
现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天职，没有意识到腐
败就是对党的事业的背叛，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信
念淡化了，忠诚意识淡化了，失去了内在的德性约
束力，就会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韦伯认为法制型组织是唯一既符合理性精神又
具有合法性权力的现代组织形式。 在这种理想型
的组织中，由于建立了科学化、技术化的工作程序
和管理方法，只有行政人员自愿地、积极地、竭心
尽力地为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美国著名学者加尔布雷斯认
为，行政组织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
服从的程度，“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
峰效应’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服从其目标的首要
条件。
” 因此，他认为在组织系统中，个人服从组
织，忠诚于组织目标，是形成和强化组织权力意志
并使组织权力有效实施的根本前提。组织在外部权
力的大学，取决于组织内部权力的协调程度，所以，
内部忠诚是行政组织实现其外在治理权力和提高
其合法性的基本要求。行政组织内部对行政目标的
忠诚度越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就会越强，就越能有
效地实现行政目标。当然，行政组织的内部忠诚，
不仅仅是行政人员服从行政组织，忠于行政事业，
更是要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因此，基
于合法性信念的统治是出于自愿的服从，而行政人
员的忠诚又能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忠诚是社会和公众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或
者说要求。人们既然选择了公共管理者的角色，也
就同时选择了忠实地履行职责，选择了成为忠诚的
践行者。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这不仅关系
到公共管理者个人，因为社会对是否给公共管理者
个人的成长创造必要的条件负出重大责任；也不只
关系到伦理道德，因为公共管理涉及方方面面的知
识、技巧和能力。然而，公共管理工作不同于其他

三、行政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对它的
含义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即法哲学的层面和
法理学的层面。前者指对合法性的探究不能仅仅停
留在既定的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应从法律产生、
政制的形成、规则的制定等深层分析，并探究合法
性的实质。“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
一个合法性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
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而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变得更
为突出也更为普遍。
” 在现代西方，公共权力在
法哲学中的合法性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理论从自
然法的角度出发，认为一种公共权力是否合法主要
看它是否符合自然法的属性，就是把人类社会当成
自然界有机体的一部分，凡公共权力能够使人和自
然秩序和谐，此时公共权力是合法的。另一种理论
则对契约性特点进行分析，即对卢梭的理论进一步
拓展，将合法性问题局限于调整公民与国家关系的
契约上，认为政府或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寓于契约关
系之中，一个政府的权力行使是否合法要以公众的
同意为前提。法理学层面的合法性主要在制定法的
框架内分析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简单地说，对公共
权力的判断不要寻求它的根基，仅从一国已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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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不应该仅仅被看做

员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公共人，只有这样，行政人员

是一种职业（在谋生及从业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意
义上），而应该被看做是一项事业（涉及到从业者

才能守住公共行政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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