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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国家起源新论

———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

萧 功 秦

摘　要:用“五种生产方式”范式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难以自圆其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从

“国家 村社”结构来解释公共职能的需要对于国家形成所起的作用,虽然别开生面,却无法解释中国早期

国家起源.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必须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先秦文献入手,但单纯研读这些文献,难以

通过直接归纳,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成的历史图景.１３世纪蒙古草原游牧共同体显现出来的“庇护

扈从”组织结构,恰恰为我们理解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全新的启示与思路.从«史

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文献中,可以发现类似于游牧社会强者提供保护、弱者提供扈从效忠的“猴

山结构”,这种上位者与下位者基于双方利益的结合,实现了小共同体从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的最初转变,

以此关系结构作为解释框架,可以形成中国国家起源的新假说.夏商时代的中国,从“猴山结构”的松散联

邦,经由作为分封制前身的“因故土而封之”的“羁縻制”,再发展到西周的分封制;到了春秋战国,分封制下的

诸侯纷争,导致了中央集权化的变革,最终发展为秦汉帝国.在这一历史轨迹中,可以探知中国早期国家形

成过程的完整链条.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经由西方古典奴隶制的路径,也不是简单地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

所指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而是在华夏小共同体的“庇护 扈从”关系上,经由酋邦联盟、羁縻制、分封制等

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民族的集体经验中演化而来,并最终走上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道路.

关键词:亚细亚生产方式;庇护 扈从;猴山结构;酋邦联盟;羁縻制;分封制;中央集权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

１．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是运用“五种生产方式”范式来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这种范式认

为,最早产生的国家只能是奴隶制国家.夏朝既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那么,夏朝就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商朝是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① .为了证明它们是奴隶制社会,
就必须找到根据.２０世纪初,恰恰在安阳商王墓里发现大量的人殉,被认为是提供了商朝为“奴隶

制国家”的铁证② .
根据这种论断,学者们要研究的只是中国从什么时代开始从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制.有人提出

“西周封建说”,这是因为西周的分封制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领主封建制颇为相似③ .有人提出“春秋战

　

作者简介: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①　安金槐:«河南夏商考古综述»,«华夏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②　郭沫若:«读了‹记殷商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另参见«奴隶制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③　这种把西周与西欧的社会形态视为领主封建制的观点,在国内一些学者中十分流行,例如,有人这样论证:“中国历史和西欧历

史都经历过领主封建制阶段,公元前１１ ７世纪的西周和９ １５世纪的西欧均处于领主封建制时代.分封制,作为领主封建制等级结

构赖以建立的形式,在领主封建制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见李朝远:«中西领主封建制比较研究»,«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国封建说”,因为商鞅变法,土地从此可以自由买卖;认为铁器的使用,改变了以土地国有为特征的奴

隶制生产关系①.这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三百多年后的东汉与王莽时期,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奴隶,而
且奴隶还可以在市场上当作商品买卖.有人提出“魏晋封建说”,认为魏晋时代的农村自然经济、由
自由民到部曲与客的变化,以及宗主部曲制下,农奴依附于领主这一结构特点,比西周更接近于中世

纪西欧的领主封建制②.同时,这样分期也可以解释东汉有大量奴隶存在的因由.然而,“魏晋封建

说”却无法解释,早在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华夏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地主经济.
关于社会形态的每一种分期说都如同瞎子摸象,难以自圆其说.例如,即使是学术界公认的“商

代奴隶制说”,仍然大有可驳议之处.根据胡厚宣统计,仅现存甲骨文所记载的人祭人殉数量就近一

万四千人③.郭沫若仅凭大量人殉,就简单地推断商代是奴隶社会④.苏联学者谢苗诺夫发表于«亚
非民族»１９６５年第４期的一篇文章提到,商代杀殉人数如此之多,正可以证明那时并不是奴隶社会.
因为按经典作家的论述,奴隶制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再大规模地剥夺奴隶生命,而是将奴隶商

品化.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已经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还认为,战俘并不是

奴隶,只是从原来的生产关系中暂时脱离出来的人,他们究竟属于什么阶级,取决于以什么方式重新

与生产资料相结合⑤.这样精致的分析,远比郭沫若的粗放的说法更有理论根据.由此可见,把苏联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形成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教条套用于中国古代社会,注定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理

论窘境⑥.

２．“亚细亚生产方式”假说:国家形成的多元路径的意义

古典奴隶制的学说认为,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足以炸毁氏族血缘纽带的阶段之后,阶级斗争十分

剧烈,以至于剥削阶级必须建立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才能保持奴隶主的统治秩序,奴隶制国家起源论

由此而建立起来.根据这一理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马克思在对印度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则得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欧类型的国家起源假说.他在

«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指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

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⑦.马克思还指出,“专制君主作为最

高的和唯一的土地所有者,高居在所有公社之上,以贡赋的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并主管灌溉,交通等公

共事务.在各个公社范围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因而亚细亚形态必

然保持得最牢固也最长久”⑧.
马克思这一思想的要点是,东方国家的起源不同于欧洲古典时期,东方社会并没有古希腊意义

上的那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村社内部广泛存在的血缘纽带也并没有被商品经济所炸毁.然

而,整个社会的公共功能,包括赈灾、水利、管理、安全、自卫的需要是如此迫切,这就使旨在实现这些

公共功能的公共组织,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在商品经济炸毁血缘纽带之前,就“提前”出现了.马

克思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形象地把这种凌驾于小共同体之上的专制君主称之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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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甚至认为,封建制开始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４７５年.参见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何兹全:«汉魏封建说»,«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胡厚宣先生考证,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在这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前１３９５ 前１１２３年)间,共用人祭１３０５２人.

参见尹占群:«殷代殉祭文化简论»,«盐城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郭沫若:«读了‹记殷商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另参见«奴隶制时代».
[苏]谢苗诺夫:«古代东方的经济制度问题»(俄文版),«亚非民族»１９６５年第４期.
据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一文介绍,自１９７６年以来,赞同中国古代无奴隶社

会的学者越来越多.另参沈长云:«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对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４期.持同

样观点的张广志还出版了专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７２ ４９８页.



之父”①,它运用官僚制度,从村社小共同体获得税收与贡赋,以此实现国家的公共功能.虽然马克思

后来并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予以进一步研究,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他甚至不再使用这一名词,但
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假说,对于我们理解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与发展类型,却具有

启示意义.

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构特点:国家 村社结构

那么,这时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假说,实际上

指的是一种在东方社会广泛存在的“国家 村社”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在氏族血缘纽带没有被商品

经济炸毁之前,由于社会的公共功能的需要,这种村社共同体在东方国家产生了.国家作为“共同体

之父”,通过向各共同体获得赋税来供养官僚,从而凌驾于社村之上,并与村社共同体形成有机的结

构关系.马克思认为,也正是因为“共同体之父”采取了专制形态,从而使它得以利用这种权势,强占

村社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②,如此,就形成了东方传统社会中

特殊的剥削方式.
马克思首先在对印度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发展模式的社会形态.这种国

家把原先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的小共同体即村社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内,通过对村社征取税

赋来实现公共功能,满足社会需要,并将税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国家私产,供养官僚,或供统治集

团享用,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在这一结构中,专制君主高高在上,是最高的和唯一的土地所有者,
没有贵族在中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专制君主的普遍奴隶.这种村社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

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但是,“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

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③.
换言之,马克思把东方专制国家的产生,归结为同质个体群在共同应对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

战的基础上,由于功能需要而自然地形成的国家形态.这种国家之所以采取专制形态,是因为只有

这种政治形态,才能自上而下地调集和支配从各孤立分散的同质个体手中集中起来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资源,以便迅速而成功地应付从水利到集体自卫等公共事业的需要.以往人们研究古代国家的

形成,总是从“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视角入手,而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

的研究,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在马克思那里,国家也可以作为承担公共功能的组织载体而

提前产生.

４．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

西方与东方社会,由于地理生态与历史环境的不同,各自的原始村社的解体方式和走向国家的

道路,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认识这种差异,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代希腊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以及基于这种差异性的物产种类

的多样性,使从事不同生产经营的各原始部落之间,例如,在从事山区畜牧业,丘陵地带的橄榄油与

葡萄种植业,沿海渔业、航海业以及平原地区谷物种植业的各部落之间,很早就发展起商品交换关

系④.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又促进了各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分化,并最终迅速地“炸毁”了原始的血缘

纽带关系.这种社会内部异质化和经济私有化的过程,造成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奴
隶制国家应运而生.另外,由于各城邦贵族、平民集团的利益多元化和异质化,又导致国家采行以契

约性的互补关系为纽带的古典民主政治制度,作为综合多种利益与整合政治秩序的制度手段.
西方社会自古希腊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异质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作为联系这些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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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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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契约性关系纽带,如同一根绵延的红线,存在于欧洲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例如,它以不同的

表现形式,存在于中世纪国王、贵族、领主、骑士之间,存在于国王、教会与中古城市市民之间.随着

近代工业的兴起,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终于形成了杜尔凯姆所谓的“有机团结”,那是一

种以高度的异质互补关系为基础的契约性关系.近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的各个组织细胞体,正是以这

种有机团结为基础而实现整合的①.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由异质个

体构成的社会之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与这种社会“几何”结构有关的制度文化特征,如个体自

主性、自治性、多元性、契约性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存在于西方古代到近现代的不同历史

时期.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古代东方农耕社会,单一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使村社内部社会分

工与分化过程极其漫长.在各同质共同体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挑战与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专制国家

在宗法血缘纽带被冲垮之前就出现了.这种专制国家反过来又把同质个体与同质共同体(村社)“接
管”过来,作为自己的基层细胞组织,既有的宗法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随之被改造为专制国家自

上而下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指这种国家与村社相结合而形

成的社会结构形态.
马克思同时也认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型构的社会,其政治体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换言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的著作中吸

收了这一概念,此后始终保持着这一观点②.

５．人类学家的新发现表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

一方面,马克思从有限的东方历史文献中,敏锐地发现了不同于他所熟悉的西方经济社会结构

的特点,并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来表述他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的同

时,也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非西方民族原生的社会形态,
确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也为当今时代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启示.另一方

面,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只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由于支持该理论假说的历史信息资料相对贫乏,
这一理论假说当时只能停留在理论粗胚阶段.马克思本人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并没有在这一领

域进行深入研究.而且,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对东方问题的论

说难免有不相一致之处.所有这些都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可解释的空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假说

因此也成为多有歧见的一个学术领域.况且,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印度村社的研究提出这一概念

的,而印度与中国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来直接推演古代

中国国家形成的路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许多西方人类学者尤其是法国文化人类学者,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以及南美洲土著社会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人类学新信息.这些人类学家发现,他们

根本无法套用“古典奴隶制”或“封建制”这样的概念,来解释非洲与南美洲的前现代社会的性质.相

反,他们所研究的大量事实,却与马克思所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特征惊人地相似.以至

于许多人类学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古希腊罗马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因
而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古典奴隶制的发展模式,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例③.相反,历来被认

为只具东方特殊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却更具有超越亚洲地域的全球普遍性④.人类学家从实证

立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的研究,对于长期以来只能从经典文献中寻求答案的人们而言,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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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①.
事实上,从大量前人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氏族社会的农村公社有多种解体路径,一种是“希腊

罗马型”,血缘纽带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对立与分化越来越明

显,奴隶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这样的国家就是古典奴隶制国家.另一种

是“亚细亚型”,在世界上相当多的地区,由于社会的公共需要,例如抗灾、水利、防御外敌及维持共同

体的公共秩序,等等,从而使国家因承担社会功能,而不得不及早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的村社

小共同体通过对“功能性”国家的效忠,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功能,且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

性,成为国家的基本细胞组织,这样就形成了国家与村社相结合的新的社会形态.国家不但没有排

除而且是利用了原来的血缘纽带作为其统治工具.马克思所指的“共同体之父”,就是这类国家的

雏形.
当然,还存在着其他路径的可能,事实上,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些苏联学者就注意到,不能简

单地用亚洲与西欧国家形成的路径,来解释中东的社会结构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国家的形成路径与社

会形态,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剥削形态与所有制形态具有多样性②.然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正
是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法国人类学者的重要发现与学术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

产生任何影响.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才再次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兴趣.经济学家吴

大琨翻译了意大利学者梅洛蒂的«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

论,解释了东方专制主义与官僚制的起源,并提出人类历史发展路径的多元性,认为东方社会形态有

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异质体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它对于封闭多年的中国人重新理解东方国家不同

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理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历史起源,具有冲击性的影响③.
但在当时的语境条件下,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在

国内历史学界并没有展开;这一概念与理论资源,也并没有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多大的影响.另

外,单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推演中国国家的起源,也可以说无从下手.用东方专制主义的水

利功能来解释大禹治水,并以此来论证夏朝是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也是牵强附会,没有什么说服力.

二、国家起源新思路:从“类游牧结构”到酋邦国家

１．１３世纪蒙古社会中“庇护 扈从”关系对华夏古代史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收录的重要汉语文献«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波斯历史学

家拉施丁的«史集»,以及俄国学者符拉吉米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这些中外文献所记载的１３世

纪蒙古草原帝国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活动,对于重新理解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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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读到«亚非民族»杂志上的这段文献后就有这种豁然开朗的强烈感觉,这是因为早在“文革”后期,笔者还在工厂里当工

人时,就曾向复旦大学经济系伍丹戈教授借得一部线装本的«东华录»,通过此书来研究满族入关前的历史.当时也注意到满族入关

以前的社会形态,注意到它竟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描述的社会的基本特点颇为相似:土地不能买卖,租税合一,且以劳役为主.
满族入关前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村社制度,村社中氏族血缘关系紧密,满族政权以这种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基础,使之成为自己的基

层组织的纽带.满族军队的战俘并没有变成奴隶,而是成为编户齐民,等等,这些特点与五种生产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关系,而
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指的“国家 村社”结构却若合符节.可见,“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描述的那种社会类型,在东方不同地区确实是

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
[苏]斯米梁斯卡娅:«欧美史学家六十年代对阿拉伯国家１８ １９世纪传统经济结构的研究»(俄文版),«亚非民族»１９６６年

第５期.
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许多有现实关怀的青年学者与大学生来说,梅洛蒂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别开洞天.笔者在此前

就阅读了一些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国家社会形态的国外原版著作.读了这本书,笔者更加相信,中国历史发展可以在“五种

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之外另辟蹊径.



１３世纪蒙古草原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动乱中的牧民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正如上述史料与

论著所揭示的,由于游牧生活的高度流动性、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弱势部落纷纷向强势部落投靠,以
换取庇护,强者则通过对弱者提供保护,赢得后者的效忠.这样,强弱双方通过契约盟誓,建立起一

种纵向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可以从«蒙古秘史»与«史集»中看到这种盟誓契约关系的大量记述①.
实际上,草原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弱势部落与强势部落之间,以及弱势部族与强势部族之间,均会形

成这种纵向的相互结合的信誓关系.弱势的投靠者被称之为“伴档”,蒙古文称为“那可儿”.信誓是

一种双方的契约,它使伴档与主人之间,在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诸多方面形成相互约束.保护人与

扈从者之间的盟誓关系,是一种在强弱个人之间、强弱部落之间、强弱部族之间、强弱酋邦之间广泛

存在的结合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种在社会不同层级上存在的特殊组织形式,称之为“庇护 扈从”关
系结构.

在了解了蒙古草原时代共同体之间的这种庇护 扈从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阅读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与«殷本纪»,就会惊讶地发现,从三皇五帝到夏商时代,华夏大地

上的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关系,与１３世纪蒙古草原社会的庇护 扈从关系,是何其相似.用“庇护 扈

从”关系结构作为解释框架,来观察华夏先民的社会历史活动,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令人豁然开朗.
学术界研究中国国家起源与社会结构的著述虽然汗牛充栋,然而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远古时代契约盟

誓关系与蒙古草原社会结构的高度相似性.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了解草原部落之间的庇

护 扈从关系的大量丰富而具体的信息,是很难通过先秦文献的只言片语式的碎片化信息,直接在

头脑中还原这种关系结构图景的②.

２．华夏早期国家的“类游牧结构”
夏商时代是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夏朝、商朝其实是进入王朝时代的后人加上

去的名称,夏、商并不是王朝,它们只不过是先后出现的、以部族联盟为基础的酋邦共同体.
根据史料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早期的国家形式,其实就是一种粗放的部落联盟制度.即在众多

部族对峙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较为强大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领袖就成为盟主,他以本部落为中心,
把许多相对弱小的部族吸引到自己身边.这些小部落团结在这个强大部落周围,彼此之间由于利益

相近而结合成一种庇护与效忠关系.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强弱部落的结合体称之为酋邦国家.这是

一种类似于草原游牧社会结构的组织.这些大共同体由许多独立自主的、具有高度自治性的小共同

体结合而成.小共同体通过盟誓关系,形成对强势部落的强人的效忠关系.
先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一段史料: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

征不享(索隐:谓用干戈以征诸侯之不朝享者).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

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

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③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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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大汗时,向那颜们宣誓说:“一旦我成为许多地区军队的君长和统帅,我一定关照我属下的人,
我要从别人那里把许多马、羊、牛、营宅、妇女和孩子抢夺过来,交给你们,我要为你们组织围猎.”(参见[波斯]拉施丁:«史集»[俄译

本]第１卷第２册,第１３０页)«蒙古秘史»也记载,巴阿邻氏贵族豁尔赤对铁木真发问:“你若做国的主人呵,怎生叫我快活?”铁木真回

答:“我真个做呵,教你做万户”此后,众人便向铁木真宣誓:“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
好马都将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的地面里者.”这般盟誓了,立
铁木真做了皇帝,号成吉思(参见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６０页).

事实上,此前很少有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前辈学者,具有治蒙古草原历史的学术背景,并对蒙古草原社会结构的学术著述

有所了解.必须指出的是,继巴多尔德以后,苏联杰出蒙古史学家符拉吉米佐夫对蒙古游牧社会的契约性关系结构的研究,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参见[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页.



———在远古时代的黄河流域,并存着各自独立的部族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彼此征战,«史记»作
者以后世人使用的“诸侯”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些独立的部族首领.我们不可望文生义,用春秋之后

文质彬彬的诸侯形象,来想象远古时代的草莽部族首领.
———神农氏部族曾经是维持草原社会秩序的优势部族.由于神农氏部落走向衰落,失去了维持

秩序的力量与实力优势,天下就陷入混乱之中.面对蚩尤氏对原有秩序的破坏与侵扰,力量衰退的

神农部落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新崛起的部族轩辕氏,利用自己的威信与实力,对那些不

听从其意志的部族进行讨伐.在它的感召下,诸侯咸来宾从,于是轩辕氏部落就成为新的部落联盟

体的霸主.受蚩尤欺侮的各弱小部落纷纷投靠轩辕氏,并以之为中心,形成新的联盟.注意文中“宾
从”两字,它表明,轩辕与加盟的众多诸侯之间是主宾关系,即保护人与扈从者之间的关系,前者为后

者提供保护与安全,后者向前者表示效忠与顺从.
———当时与轩辕氏并存的,还有另外一些强大的部落联盟,成为轩辕氏的挑战者.一是蚩尤氏

(活动于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最为强悍.二是炎帝氏,它不断以其暴力威胁其他部族.在这

种情况下,其他受其侵凌的弱小部族纷纷投靠强大的轩辕氏,以寻求保护.
———轩辕氏首先对付炎帝这个挑战者,通过不断积聚力量,并四处联络各方诸侯,取得对自己的

拥护与支持.在条件成熟时,终于在阪泉之野进行了三次战役并打败炎帝.阪泉之战则是决定性的

较量.此后轩辕氏稳定地保持了霸主地位.
再看«五帝本纪»的一段记述: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

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

尝宁居.①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了解到,轩辕部在战胜炎帝部之后,进而对付第二个挑战者蚩尤部.这是因

为,蚩尤不服从轩辕氏的权威.
———对蚩尤氏的战争是通过征召各地诸侯参加联盟的方式来实现的.凡是宾从轩辕氏的诸侯,

必须听从这个共同体霸主的命令,这是当时的规矩,如不服从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正是在这一号

召下,黄帝部集中了优势的力量攻击蚩尤部.并在涿鹿这个地方,打了大胜仗,最终获享天下独尊的

地位,各部族纷纷依附黄帝部族.
———凡是不服从其权威的部族,黄帝下令各诸侯进行讨伐.经过惨淡经营,新霸主的权威得到

巩固.在其势力范围内,黄帝履行了霸主的责任,指挥众多归顺者一起开辟道路,辛劳经营,从未休

息.这样,原先由神农作为霸主的时代,变为由黄帝氏作为霸主的时代.
黄帝氏成为酋主联盟的统治者之后,是如何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威与势力的? «五帝本纪»

记载:

　　(轩辕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

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

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

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②

以上史料表明:
———黄帝虽然是华夏大地上的共主,但其居处不定.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不断地

迁移以从事游牧或游耕,以此保持地力有关.
———轩辕氏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并以“云”来命名这些卫队,这就是后世的亲兵.轩辕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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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页.



中的这种亲兵,与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的宿卫一样,维持盟誓共同体领袖的王权,维护规矩与纲纪,
并起到威慑参盟的各诸侯的作用①.大体上可以认为,通过扈从 保护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其王权

体制向国家体制的演变,就是由王者私人的亲兵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宪兵”功能的方式来实现的.轩

辕氏还建立了左右大监,对各地诸侯进行监控,以防离心与反叛.此外,还以颁布历法与封禅的方式

加强自己的权威.这种强化权威的方式,已经孕育着从部族联盟向早期国家的官僚体制转化的最初

形态.

３．禅让制就是推举制的残余形态

«五帝本纪»对于黄帝轩辕氏以后若干代的记述是这样的:尧已经在位７０年,他对以四大诸侯为

首的众诸侯说:“当诸侯中有能顺事用天命者,入处我位,统治天子之事者乎?”四岳皆回答:“鄙俚无

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尧让众人举荐贵戚与疏远隐匿者中的合适者,众人则向尧推举了民间

的舜.尧经过对舜的试用之后,得到众诸侯的认可(“诸侯远方宾客皆敬”②).«五帝本纪»对尧舜的

权力交替是这样记载的: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

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

舜.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③

根据«史记»的上述记载,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
———酋邦共同体的盟主尧,由于对其子丹朱能力与品德的不信任,即认定其子丹朱缺乏统领酋

邦的足够能力与威信,为了酋邦内部的团结,让参盟诸侯中的四个最有威信者(四岳)发挥其传统的

推举权.
———具有推举权的四岳,在酋邦共同体内部的各部族以及贵族后裔中,寻找适合于继承酋邦王

位的人选.这个继承人必须是有魅力的,有足够的智慧、品德和威望,足以服众.只有这样的新领

袖,才能保持酋邦内部的团结.舜就是从参盟部族中被众人推选出来的继承人.
———通过四岳的推举,再经过尧本人对舜多方面的考验,舜的能力得到认可,于是舜取得了继承

王位的资格,并最终登上王位.尧把王位禅让给舜,历史上称之为禅让制.
儒家把这种制度作了泛道德化的解释.其实,只要理解基于庇护 扈从关系的共同体内部的契

约盟誓关系,禅让制就很容易得到解释.正如草原共同体一样,各部落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有强

有力的领袖才能保护众部落的安全与利益.如果盟主没有足够的权威与能力,原本效忠他的各部人

马就会离散而去,部落联盟就会迅速解体.为了保持酋邦国家的凝聚力,这种军事民主制授予各部

落小共同体以推举新领袖的权利,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去追随新的领袖,这与蒙古草原出现的

情况相类似④.
当然,华夏酋邦国家中的继承制,与蒙古游牧共同体的继承制还是有差异的.在中原华夏共同

体内部,嫡传制比推举制要更为普遍.从«五帝本纪»可知,黄帝传位给自己的孙子高阳,其后的继承

者高辛以及尧,都是酋邦王族后代,直到尧晚年,由于原先作为嫡传对象的丹朱并不理想,才让残余

的推举制得以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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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长期的草原争战中,铁木真创建了严格的护卫军制度,它起到保护大汗安全,监督共同体,整饬共同体内部的规则与纲纪

的作用;它的产生体现了王权的加强,构成了一种与传统贵族内部的军事民主制相对立的维护王权的力量.«蒙古秘史»记载:“成吉

思汗说,您宿卫于大雨雪夜里在我帐房周围宿卫,使我心身皆安,凡有紧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里坐了.”参见额尔登

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１０２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２１ ２２页.并参见第２２页郑玄注.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３０页.
巴托尔德指出,在蒙古草原帝国时期,诸王与贵族们召集忽里台选汗大会,前汗的意愿将会得到参会贵族们的尊重,但并非

无条件接受.参见[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民族史十二讲»,引自«巴托尔德院士全集»(俄文版)第５卷,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７年,第１４７页.又参见萧功秦:«论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危机»,«萧功秦集»,第３６７ ３８５页.



为什么华夏早期国家内的嫡传因素比草原帝国更为早熟? 原因是,游牧社会流动性更大,推举

制具有吸引各部落参盟部落共同体的更大作用.比较而言,嫡传制更加适应华夏共同体的定居性要

求,因而更加有利于王权的进一步强化.
从史籍中可以发现,盟主与诸侯之间的这种庇护 效忠关系,始终是整个国家结构的基础.到

了夏酋邦时代,推举制进一步得到强化,参盟部落首领(诸侯)不再效忠于舜的后代,而是转向归顺效

忠新的主人禹.«史记夏本纪»对这一事件是这样记述的: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

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①

这种推举制残余在夏朝初期仍然体现在夏启的继承过程中.禹本来要将王位禅让给他已经授以政

事大权的皋陶,但还来不及禅位,皋陶病死.而后,禹又禅位给皋陶之子伯益,这可以理解为在推举

制传统的压力下,禹被迫将王位让给强势的诸侯皋陶家族,这就是禹“而后举益,任之政”的原因.这

里的举,就是举荐的意思,禹死后,益成为王位继承者.但伯益能力有限,在诸候中缺乏足够的威望.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还是嫡传制取代了推举制,而这种取代仍然是在众多具有推举权的诸侯们自愿

归顺禹之子启的名义下实现的: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

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②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理由认为,远古时代黄河农耕地区的先民,具有与１３世

纪蒙古草原环境相类似的组织结构方式? 大量史料表明,这种“庇护 扈从”结构并非只为蒙古草原

所独有.正如马克思首先从印度村社中发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法国

人类学家在非洲与南美洲同样发现了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在生产力极度

不发达的草莽时代的不同民族中,由于应对自然环境挑战的手段与方式的简陋性与粗放性,与之相

应的社会组织,也往往具有相似性与同构性.
“庇护 扈从”结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人际关系结合模式.它通过纵向的保

护与效忠关系,把生活中的强者与弱者结合到一起,从而在文明程度低下、物质生活资料贫乏的条件

下,以最简便、最低成本的方式,形成最初级的社会组织,原本零散的社会个体细胞,由此而形成初级

共同体,再由小共同体聚合为酋邦国家.
换言之,只要社会上有强者与弱者,只要强者有提供保护的能力,并具有获得他人效忠的需要,

只要弱者在获得强者的保护的同时,愿意提供对强者的效忠,那么,就会形成这样的庇护 扈从关

系.事实上,从结构比较的角度来说,这种庇护—扈从关系结构的组织成本是最低的,形成条件是最

为宽松的,即使在没有文字的草昧阶段,只要双方经由简单的仪式,向对方发出口头信誓,让对方相

信自己的诚意,两者的主从关系就可以确立了.按照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违背盟誓,无论是接受效

忠的强者还是受强者庇护的弱者,在先民眼中,都是不道德的、令人蔑视的行为,背誓者将受到无情

而残酷的讨伐甚至诛戮.
其次,蒙古草原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游牧人活动的高度流动性,它使得誓盟关系更加重要.

在这种誓盟关系中,如果强者不能履行对弱者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高度的流动性会使扈从者轻而

易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因为如此,基于利益交换而确立的参盟者对契约的遵守承诺,就显得特

别重要.直到文明发展到国家力量足够强大,具有超经济的强制力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比较大

的改变.
虽然,相对于游牧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农耕村落的先民具有定居生活的特点,但古代中原处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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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半农耕的经济阶段,先民的流动性远比后世人的想象为大.我们可以从«史记»的«五帝本纪»
与其他纪传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载:“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无常处”,“伏羲神农皆行止无

定”;又如盘庚五迁,等等.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史学者把古代黄河流域先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称之

为“游农制”.然而这种庇护 扈从关系对于国家形态的重要性,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仍然没有

得到系统的研究①.

４．从«夏本纪»与«殷本纪»看华夏族的早期国家

事实上,五帝时代中原大地上的酋邦国家,就是这样的“类游牧结构”.由于草原酋邦与夏商时

代中原大地上的酋邦共同体之间具有相似性,我们可以通过对草原游牧结构的内部关系的比较与分

析,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的先民社会在结构上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在«史记夏本纪»中不断读到这样的文字记载:一旦出现盟主的挑战者,盟主就会征

召效忠于自己的扈从部族前去讨伐:

　　夏后帝启,禹之子,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
天下咸朝.②

启讨伐有扈氏时,所有参盟部落都有义务参战,并一起作誓,这是酋邦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游戏

规则.启率领众扈从部落打败挑战者有扈氏之后,中原大地上那些还没有归顺的部落,也在夏王的

强大权威的感召与威慑下,纷纷投靠,这就是“天下咸朝”.夏酋邦成为华夏大地上的霸主,夏王朝就

是以夏王为霸主的盟邦国家.此时,夏王朝已经开始实行比较稳定有效的嫡传制.此后,一旦强势

部族首领即联邦盟主的势力衰落,各部就会出现离异倾向,整个酋邦就陷入松弛状态,这就是“夏后

氏德衰,诸侯叛之”③.“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④.夏朝后期出现的诸侯部落对夏王

朝的叛服不常现象,正是庇护 扈从关系从牢固状态走向解体的征兆.
若干代以后,如果这一酋邦内部没有产生出强有力的领袖,那么,在曾经效忠于这一酋邦的部族

中,就会出现新的挑战者.这个挑战者会积聚力量,争取人心,随时取而代之.原来归顺夏酋邦的商

部族的首领汤所导演的夏商之变,即属此类:

　　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率兵以伐夏桀.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

周封于杞也.⑤

在«史记殷本纪»中,有一段更为详细的史料记载了夏商之变.大意是,夏代后期,夏政衰,诸
侯昆吾氏为乱.夏王桀无力征伐,于是令附属于他的商部族首领成汤率领其部众兴师伐罪.然而参

与平叛的众诸侯却趁此时机归附于汤,汤在灭了昆吾之乱后,回头把夏朝也灭了.在伐夏桀以前,汤
对投奔他的诸侯有一段盟誓,于是以新的盟誓为基础的新的共同体形成.“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

天子位.平定海内.”⑥

我们还可以从«殷本纪»中发现,在某一时期内,以商王为中心的酋邦共同体,其王在诸侯中的威

信衰落下来,诸侯即不再依附商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⑦然而,
一旦商酋邦内部出现中兴之主,恢复了商酋邦的实力与威信,各部落的诸侯们即再次归顺商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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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商酋邦就再次中兴了:“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①盘庚就是这样的中兴之主:盘庚渡河南,复
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
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②.

到了纣王时再次衰.“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③这时,纣王的三公,即三位加盟参与议政的部

落首领(诸侯)西伯昌、九侯、鄂侯,因反对纣王的暴政而受到迫害.西伯在此后被赦,献出自己的土

地,以示效忠,并暗中拉拢各部落(“阴行德政”),于是“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④.
此时,原来依附商共同体的周部族已经兴起,周武王趁势东伐,至盟津,诸侯叛商会周者八百.

于是周与商战于牧野,周武王大胜,成为新的酋邦霸主(天子),将战败屈服的商族封为诸侯.这表明

商部族失去了霸主地位,但仍然作为归顺新酋邦的一员,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保留着本部族的自

主性与独立性.

三、酋邦国家的内部组织分析

１．“猴山结构”的游戏规则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远古时代最早的国家形态,颇类似于动物园中的“猴山结

构”.各个部落如同猴群中的猴子,许多部落之间彼此争斗,如同众多猴子打架.其中最强势的部落

成为霸主部落,其他部落都归顺于它,以求得庇护,如同众猴归顺于猴王.这样就以猴王为中心,形
成一个松散的共同体.

无论是１３世纪的蒙古草原,还是四千年前的华夏大地,各民族都是以这种组织方式形成共同体

的.华夏先民在特定的区域社会中,只能有一个霸主,正如猴山上约定俗成的秩序,只能有一个猴王

一样.霸主不允许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有任何挑战者存在,只要一出现挑战者,就立即率领扈从他的

众部落,对挑战者予以讨伐.这与猴山上发生的故事一样:猴王要求所有效忠它的猴子一起行动,来
讨伐挑战它的野心家,这就是猴子王国的游戏规则.猴王与猴子之间是通过纵向的契约关系结合起

来的,双方之间有权利与义务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信誓固定下来的.如果说,保护 扈从关系是早

期国家的聚合基础,那么,信誓就是联结这种聚合的最早的政治纽带.
猴王拥有至上权威,战利品必须先由它分享,余者分配给自己的扈从者,但它也有义务在危难时

冲在前面,应对这个群体的共同敌人,这就是典型的庇护 效忠关系.等到猴王年老体弱,一些有能

力、有体力的年轻猴子,就会成为新的野心家,试图挑战老猴王的权威,一场恶战无可避免.在这场

恶战中,挑战者成则为新猴王,荣享尊位;败则为流寇,或者永远离开,或者处于边缘状态,在老猴王

的权势之下做顺民,或者在做顺民的同时,等待再起的机会.
用“猴山结构”来比喻“三皇五帝”时期的社会生态结构,其实再合适不过了.神农曾经是叱咤风

云的“老猴王”,他衰落之后,黄帝取而代之,成为“新猴王”,炎帝、蚩尤就是与黄帝氏争夺猴王地位的

失败的挑战者,夏禹、商汤、周武王,正是于不同时期称霸的“新猴王”.我们可以根据猴山结构中的

庇护 扈从关系,把这个时期复杂多变的重大历史现象,解释得生动而形象.

２．从“庇护 扈从”结构看中国早期国家

通过对«五帝本纪»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三皇五帝时代的黄河流域,各自独立的数以千计的部落

占地而居,为了争夺土地、水源等生存资源,彼此之间发生频繁的争战,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

则.可以说,这种严酷的无休止的生存竞争,是远古时代的先民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必须找出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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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这种无序状态与困局.以“庇护 扈从”关系为基础的酋邦制度,就是在先民的集体经验中逐渐

形成的,它是华夏先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避免无序状态、建立秩序的可行的制度手段.归根到底,
这是一种适应环境挑战的制度文化.

这种酋邦制结构的特点是,在各部族相互展示实力的竞争过程中,一旦最为强大的部族中出现

某个强力领袖人物,那么,受其权威与威慑力控制的一些邻近部族小共同体,就会向其输诚,聚结在

这一领袖之下,形成效忠关系.当然,强势部落的强势领袖,也会在接受效忠的同时,以庇护效忠者

作为回报,这样就形成更大的部落联合体.酋邦国家就是由许多自主的小共同体,在“庇护 扈从”
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这个联盟体中,促使各部族聚合起来的纽带是什么呢? 那就是契约盟誓关系.这种盟誓是双

方的口头约定,经由简单的仪式得以固定,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作为天下共主的首领,有权命令参

盟者为其出征,对其效忠.各参盟部落通过对霸主的效忠,成为酋主的扈从,遵从霸主的旨令,派兵

参与其所号令的战争,讨伐共主的敌人,惩处叛乱者,定期纳贡,服役,驻定边地,以保证霸主的势力

范围不受侵犯,并将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缴由酋主享用.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权享用战利品,包括财

富、妇女、新获得的土地,并享有这一秩序下的安全.一旦受到敌人的威胁与侵犯,也可以求助于霸

主,以取得庇护,先民社会的秩序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形成.人们可以在１３世纪铁木真崛起的时代

看到类似盟誓契约关系,同样也可以在«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与«周本纪»所描述

的先民社会中看到这样的秩序.
已如前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一个合格的酋邦领袖,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只有这样,他才

能具有足够的威望与令人敬仰的品德.这就是草莽时代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秩序不是先圣的发

明,而是先民面对无序化的压力而探索出来的文化适应手段.只要人们褪掉远古传说中的圣人的道

德化的外衣,呈现出来的,不过就是持续千百年的无序状态下,先民们通过无数次的尝试而摸索出来

的集体经验而己.
当然,华夏先民的这种盟誓契约关系是松弛的,不稳定的.各部族在非战争时期,都在自己的势

力范围内保持自己的自治性与独立性,只有在受命出征时才纷纷聚合在王者的旗下.当王者失去权

威,失去惩处违抗者的能力,不能显示其足够的威慑力时,他也就失去了对各部的实际控制能力.与

此同时,各扈从部落既不能从他们所效忠的王者那里获得战利品,也不能从王者那里获得保护,这样

的效忠对象即失去价值,他们就会离散而去.如同猴山上的衰老猴王所面对的那样,形成“树倒猢狲

散”的局面.
可以肯定地说,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由自主的小共同体结合而成的大共同体,处于时聚时散状

态,它们远不如后世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各项制度保证下形成牢固的君臣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
当优势部族衰落以后,原本效忠于这个部族霸主的各部落,将会重新陷入群龙无首的离乱无序状态.
新的强势部落与强势领袖,又会在战乱中应时而现,争夺新的天下共主的战争就又拉开了序幕.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老霸主尚未退出政治中心,此时在其他部族中,就已经出现若干挑战者,
这些挑战者一般是从属于老霸主的较弱的部族的首领,例如神农氏时代的轩辕氏,或夏王衰落时出

现的商部落领袖成汤.这样,在新老强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战,一旦新强人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原
本依附于老霸主的各部族诸侯,就会投靠新的主人,形成新的酋邦组织.依附于神农氏酋邦的轩辕

氏,依附于尧酋邦的舜,依附于舜酋邦的夏部落的大禹,依附于夏酋邦、作为商部落首领的汤,以及依

附于商酋邦、作为周部落首领的周文王,都是在老霸主衰落后,通过取而代之的方式,赢得了众多诸

侯的支持,从而走上新霸主的王座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当酋邦联盟领袖或天下共主的继承者无力控制这个酋邦国家时,整个组织便

会再次陷入危机,诸侯们就会人心涣散.为了不致让整个酋邦瓦解,有权势的各部落领袖,便会在这

个大共同体内的各小共同体的首领中,选择能力、威望俱佳者为联盟新领袖.新领袖会让这个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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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元气,使涣散的组织重新归于稳定,离散他去的部落,又会重新归顺.正如«史记»中的«夏本

纪»、«殷本纪»所记述:

　　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①

商王雍己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②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③

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④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⑤

一个酋邦如果无法产生中兴之主,那么,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的酋邦就可能取而代之.例如,
商朝末期周武王东伐,至盟津,八百诸侯纷纷叛离商王,前来追随周王.

强者为了维护自己在组织内部的权威,维系扈从者对自己的效忠,维持组织内部的秩序,势必会

组建自己的亲兵.这种亲兵,在蒙古草原部落时代的铁木真那里,就是伴当,后来演变为怯薛;在华

夏古代轩辕氏那里,就是以“云”命名的师兵.这种亲兵,起到维持大共同体内部秩序的作用.可以

认为,亲兵的组建,伴随着听命于强势领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就是早期专制王权的起源.

３．庇护 扈从制度的普遍性及其功能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庇护 扈从”结构,会成为华夏早期国家的起源? 这是

因为,华夏先民不可能按某个圣人的理性设计,来建立一种理想制度.无论是个人、家庭、部落、村
社,还是更大的共同体,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相互竞争厮杀中幸存下来,获得生存安全.即

使是共同体处于强势地位时,也希望能通过争战获得土地、水源、劳动力或其他财产品物.从文化角

度来解释,这样的纷争环境形成的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使利益相近的人们在团结一致

的组织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更大机率.对于华夏先民来说,需要怎样的机制,避免动物世界般的弱

肉强食? 根据当时文明能够达到的水平,这个机制还不可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因为这种官僚

制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如交通的发达,文字作为信息传递载体的出现,通讯传递方式大幅度改进,等
等.而在华夏先民社会,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华夏共同体的

最初形态,只能是建立在庇护 扈从关系基础上的盟誓契约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能把强弱各方结

合到一起,通过组织来实现各自的目的.
事实上,在先民粗放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险恶环境的挑战下,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种朴素的“庇

护 扈从”人际关系.因为它同时满足了强者与弱者各自的需要,并把双方通过纵向关系结合到一

起,形成一种上下层之间的自愿性的聚合.它是最原始、朴素,且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简便可行、可
以无限扩展的人际关系结构.

用这一观点来分析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一切都迎刃而解.只要存在着险恶的生存环境,存在

着外部压力与危险,人们出于安全感与竞争的需要,就会不期然地促发庇护 扈从关系的形成.而

这一需要的普遍性,就决定了这一结构的普遍性.这种早期国家形态,离中央集权制还相当遥远.
在华夏地区,它还要经历西周分封制、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直到秦汉时代,才会形成近似于“亚细亚

生产方式”所定义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事实上,即使到了后世,这种关系结构仍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只要当国家无法保护个人安全,

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效忠与庇护关系,就会应运而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主督护制”,１３世纪初期

蒙古入侵金朝,中原大地上广泛出现的的“汉人世侯制”,以及意大利西西里岛黑社会组织内部的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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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关系,均属于“庇护 扈从”结构.这种关系结构绝非个别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特殊发明,它是人类

社会的一种最古老、最基本、最容易建立又最广泛存在的人际关系模式.与其用经济生产方式的理

论框架解释国家的起源,不如用“庇护 扈从”结构这种与人类群体生存密切相关的关系结构来解

释,更为清晰可辨.事实上,人类的经济生活本身,也只有通过这种关系结构,才得以看清.

四、从西周分封制到秦汉中央集权

１．夏商周是三个政治集团分别成为霸主的时代

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夏、商、周是前后相续的三个朝代.这种观念还认为,夏代、商代

与周代,是专制君主制的王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张光直先生通过大量考古证据得出这样的结

论:“三代考古学指明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不像过去所常相信的那样是孤岛式的,即夏商周三代

前赴后继地形成一长条的文明史”,“而是‘平行并进式’的,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北、华中,有
许多国家形成,其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相互冲击的、相互刺激而彼此促长的”①.他还指出,“在
这三个时代中,夏的王室在夏代为后来的人相信是华北诸国之长,商的王室在商代为华北诸国之长,
而周的王室在周代为华北诸国之长．但夏商周又是三个政治集团,或称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的

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其间的势力消长各代不同便是了”②.这是张光直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

一,他通过大量考古实证资料,印证了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得出的基本论点.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三代

平行论”,与本文对«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解释,可以说不谋而合,
殊途同归.

正如本文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夏、商、周这三者其实并非三个前后相继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

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取得优势地位的部族,由于受到其他政治集团的扈从与归顺,而成为酋邦

权力的中心,其他相对弱势的部族簇拥在这一中心周围,形成契约共同体.形象地说,在华北平原这

个“大猴山”上,夏族、商族、周族这三个“猴子”,是同时存在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

成为大猴山上的猴王而已.无论优势部族还是非优势部族,在远古时代都各有其相对固定的活动疆

域.而作为主体的那个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则被称之为这个朝代的活动中心.夏朝在黄河大拐弯

的两岸,商朝在河南东部,周则在陕西渭水一带.所谓“三代”,实际上就是处于不同地区的夏族、商
族与周族,在前后相继的时期,各自成为“天下共主”.夏商周三代只不过是夏、商、西周三大强势集

团先后称霸的时代.
这种聚合关系一开始出现时是相当松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越来越具有强化的趋势.弱

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自愿归顺,是这种远古组织的最初状态,但到后来,这种自愿性的上下结合,就逐

渐演变为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契约盟誓越来越变为礼仪形式,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随着战

争规模的扩大,王者私人宿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以效忠王者私人的军队为后盾的王权,压倒了契约

性的盟誓关系,成为组织的新的聚合纽带.王者的旨令,如同１３世纪成吉思汗发布的札撒一样,变
成神圣不可违反的至高法令,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国家对个体的强制性支配力量也就越来越成

为国家组织的主要手段;以契约盟誓为基础的小规模的组织,就变成以强制力量为基础的大规模组

织.东方专制主义的权威,就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

２．从猴山结构到羁縻制:分封制的起源

猴山结构,可以说是一种以猴王为中心的松散的大共同体,当这个大共同体的王者以亲兵为后

盾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并维持这个大共同体内部的规矩,起到现代人所说的“宪兵”作用时,我们可以

说这样的组织离早期专制国家就更近了一步.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

８１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①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４７页.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４７页.



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手段.前文所引«五帝本纪»中轩辕氏手下的师兵或亲兵,就起到“垄断合

法的人身强制”的作用.师兵对组织规矩的维护,使统治者在其统治地域内实施有效管控与治理的

愿望得以实现,专制体制的功能由此开始体现出来.
然而,这种国家形态如何进一步扩展为更加完整的国家机构呢? 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早期文献中

的“故土分封”制度.由于条件有限,优势部族没有能力以武力征服各部,只要各部承认它的霸主地

位与权威,王者也就满足了.作为回报,凡同意服从该王的部族,王者就会让其保持原有的土地、人
口、军队与各种资源,效忠者在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治权,享受该地域的收益.这就是«史记五帝本

纪»中的“因其故土而封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史学家缪凤林在其«中国通史要略»中,就是这样记述

古代华夏的封土制的:

　　邃古之诸侯,皆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出自帝王之封建,而起于事之不容已.部落时代,酋长

各私其土,各子其民,有大部族起,势不能不取诸部族一一而平之,故挞伐与羁縻之策并行.举

凡部落以从号令者,即因其故土而封之,使世袭为诸侯,边远之国,政策有所不加,刑戮有所不

及,则亦因仍旧俗,自主其国.①

我们可以把缪凤林所指的“因其故土而封之”称之为“羁縻制”.按«汉书»颜师古的注释:“羁縻,
系联之意.马络头曰羁也.牛靷曰縻.”②所谓“因其故土而封之”,就是酋邦领袖通过怀柔、笼络的方

式来控制归顺者,让归顺的小共同体继续保持其对原有的生活区域的自治权,承认其对该地域土地

与人民的直接管控权力,通过颁发“特许权”,换取归顺者对王者的效忠.王者通过笼络让对方服从

自己的统治,而对方在服从自己权威的同时,仍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性与自治权力,这种羁縻制可以看

作是分封制的前身.根据张光直先生的统计,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１１世纪的商代,周族在陕西

龙山文化区域、夏族在河南龙山文化区域、商族自身在河南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都有自己的自治区

域③,而这些自治区域都是商王给予效忠于自己的诸侯国的羁縻地.
在羁縻制下,受封者变成服从于优势部族的诸侯,他们可以世袭自己的权力,在羁縻地享有充分

的自治权,但必须服从王者的号令,参加征战,并承担其他各种政治与军事义务.这样,在分封的实

施者与受封者之间,就形成一种政治契约关系.这种“因故土而封之”的制度是很粗放的,一开始并

没有复杂的仪式.对于酋邦的霸主来说,只要这些扈从诸侯不生异心,保持对以他为中心的权威的

尊重,形成相对稳定的主从关系,也就相安无事了.
事实上,西周以后的分封制正是对羁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巩固,是“保护 扈从”关系在领土

分配关系上的逻辑发展.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一样,任何新的创设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地突

然出现的,新制度不过是在原有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３．西周分封制国家

西周沿用的仍然是夏商以来的“庇护 扈从”关系模式.这在史籍中说得很明白:武王即位后,
曾经有八百诸侯前来会师准备拥护周族,攻击已犯众怒的商王,但武王最终还是发现条件尚不成熟

而中止: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九年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

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④

过了两年,武王认为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号令归顺自己的众部族诸侯,前来会师,各部族再次前

来,向周武王表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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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诸侯咸会.武王乃作«太

誓»,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纣)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
诸侯毕从.受天明命.①

归顺新酋邦的各部族会师以后,在牧野向商酋邦发动会战,打败商王召集的军队,建立起以周族

为主体的酋邦国家,是为西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从.
受天明命”.这表明,周王是通过对投靠自己的部族的号召与动员,来促成灭殷商的军事集结的.周

武王在战胜商王朝以后,也进行了封赏,其中包括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
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再封功臣谋士,各以次受封②,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充当效忠于周

王朝的诸侯.
西周分封制的出现绝非突兀,它是从夏商时代酋邦国家的“庇护 扈从”关系中直接演变过来

的.分封制的许多重要制度元素,均可以从羁縻制中找到其源头.分封制对于周王来说,是为了解

决他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即在当时条件下如何同时实现藩屏、安抚、奖酬与羁縻功能而选择的

办法.
分封制在客观上使一种核心文化价值(宗法,礼文化及道德观)从周王室的中心扩展到诸侯各

国,从而展现出以核心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过程.另一方面,借助于各个诸侯国的对外扩张能力,
把这种文化发散到离中心更远的地域,这就使春秋时代的华夏共同体的幅员,较之西周分封制实施

初期大为扩展.
从松散、粗放的酋邦制,进入联系更为紧密、制度化程度更高的分封制,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些基

本要素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如礼制,宗法制度,天道观念,贤人政治,民本与德治,等等.一方面,
人们可以看到,春秋多元化体制对于文明进步,对于激发中国人的创造力与智慧,对于文化普及,具
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自分封制建立起,意味着诸侯国家脱离周王室的独立自主化的趋势

将无可避免.

４．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

应该说,西周的分封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诸侯国家势必走向离心化.这是因为受封者获得了封

地的自主权,可以从容地在自己的领地上扩展自己的实力,而作为分封主体的周王室却没有足够的

资源来维持自己的吸引力与威慑力,使受封者始终保持对自己的效忠.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国家之间必然会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在周天子的仲裁力及权威越来

越式微的情况下,诸侯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武力较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不断激

化.各国为了扩张、生存与自卫,不得不持续动员本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进行兼并与反兼并战

争.当时各诸侯国也曾经尝试制止兼并战争,例如作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
宋襄公,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将周天子的权威与自己的实力相结合的方式,来维持各国之间的平

衡,以求建立一种尊重国与国之间秩序的游戏规则,但都没有成功.
既然各国之间的平衡已经无法实现,由此而形成的无休止的战争困境,只有通过大一统的方式

来解决.大一统可以说是解决无休止的“争则乱,乱则穷”的战争困境的唯一选择,是中国文明发展

到特定阶段的宿命,统一也就成为中国文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由此才能理解,秦王朝确立的官

僚专制大一统的历史性贡献,它是避免这种无分之争的不得不然的历史归宿.
兼并战争的竞争逻辑,决定了各国只有强化本国的军事实力一途可走,这就使得自春秋以后,各

国都先后走上了以军事化国家为宗旨的法家式的变法道路.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诸侯国家纷

纷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变法运动走向中央集权国家.战争的实效表明,相对于权力分散、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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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严、动员效率低下的分封制诸侯国家,这种军国主义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国家,能最为有效地

动员人力、财力与物力资源,满足兼并战争的需要.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的本质,与其说是“地主经济

化”,不如说是军、国、民一体化,从而把整个社会变成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就是把分封制国家改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国家,变法就是通过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国家对社会进

行干预的力度来实现的.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的自主性,随着变法的深入,随着中央集权程度

的提升,而进一步丧失.变法的结果,是使各国的国家动员能力上升到新的层次,兼并战争的烈度也

进一步强化.而中央集权化程度最高、从而使战争机器运转得更为有效的秦国,最终成为兼并战争

的胜出者,秦国也因此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由国家决定社会与个人的命运,是中国文化二千年发

展的基本趋势.
事实上,自西周到秦统一中国的历史,就是沿着这样的逻辑线索演进的:分封制———各国对周王

室的离心 化———兼 并 战 争 的 加 剧———竞 争 压 力 下 各 国 的 变 法———走 向 军 国 主 义 化 的 中 央 集

权————秦朝统一中国.这一逻辑线索可以合理地解释从分封制社会向郡县制国家转变的历史

进程.

五、结　论

用“五种生产方式”范式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这已经为中国几代学人的

学术实践所证实.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让我们看到在“五种生产方式”以外,存在着新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从

“共同体之父”对村社部落予以“接管”的方式,来理解早期国家的形成.按马克思的理解,当古代社

会成员结合成共同体时,承担这种公共功能的国家,不得不在“商品经济炸毁血缘纽带”之前,就提前

出现了.这种功能主义的解释,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后世人最为重要的启示.它作为马克思

思想的宝贵学术资源,突破了用“五种生产方式”范式解释社会发展史的陈旧观念.
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假说,主

要依据的是印度的社会史资料,人们无法由此直接推断中国国家产生的具体路径与方式.而且,根
据“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论的假说,东方古代国家似乎从诞生起就是专制中央集权的,
其论式是,“共同体之父”为了履行公共职能,通过税赋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并由此形成了

专制中央集权.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从汉语文献中找到最早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官僚制的依据.众

所周知,中央集权官僚制必须以交通、器物与文化信息传播方式等文明条件的相对成熟为前提.处

于草昧时代的华夏文明,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文明条件.事实上,过去任何一位想直接运用“亚细亚生

产方式”理论来套用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没能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取得成果,不得不铩羽而归.
解释中国国家起源,必须从«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先秦文献入手,但单纯

研读这些文献,也难以通过对这些碎片化的史料信息的归纳,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成的历史

图景.
可以说,无论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或朴素的考证论,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都无法令人信

服地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要避免这些研究困境,必须另辟蹊径.

１３世纪蒙古草原游牧共同体显现出来的“庇护 扈从”组织结构,恰恰为我们探索从三皇五帝到

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启示与思路.
从«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及其他中国古代文献中均能发现,在华夏先民各部

落中,存在着类似１３世纪蒙古草原盛行的盟誓契约关系.强者与弱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利益结

合,双方都可以通过这种结合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双方通过权利、义务、责任的盟誓契约把这种结

合固定下来.由此,在强势部族与弱势部族之间,就形成了“庇护 扈从”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个

人之间,部落之间,部族之间,部族联盟之间,都广泛存在着这样的庇护 扈从关系结构,这种基于双

１２华夏国家起源新论———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



方利益需求的纵向结合,实现了小共同体从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的最初转变.
夏商时代的中国,从“猴山结构”的松散联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自然会产生“因故土而封之”的

羁縻制.王权通过羁縻制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地域联结,形成以王者为中心的统治领域.到了西

周,羁縻制又进一步演变为以礼仪器物等文化象征符号为基础的、具有精神与文化资源支撑的分封

制.然而,在西周分封制的条件下,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使各诸侯国陷入战争困境,为
了摆脱这一困境,各诸侯国不得不通过旨在加强国家军事动员能力的变法运动而走向中央集权.成

功实现了中央集权变革的秦国,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而这种以国家动员为基础的大一统,势必

是专制中央集权性质的.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前后相继的几个阶段:一、华夏先民的“猴

山结构”.二、炎黄与夏商时代以盟誓契约关系为基础的酋主盟邦.与此同时,在酋邦体制下出现了

具有封赏性质的羁縻制.三、以礼器名分为制度纽带、以高级盟誓关系为基础的西周分封制.四、春
秋战国时代多元诸侯国家的竞争格局.五、在兼并战争中,为适应军事动员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中央

集权官僚制,最终完成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在这一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国家形

成过程的完整链条.
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经由西方古典奴隶制的路径,也不是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

所指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而是在华夏小共同体的“庇护 扈从”关系上,经由酋邦联盟、羁縻制、
分封制等前后相继的阶段,在华夏民族的集体经验中演化而来,并最终走上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道路.
中国的国家形成经过了复杂的多阶段的历史道路,从以“猴山结构”为基础的酋邦联盟,到中央

集权专制王朝国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部族社会的先民只是不自觉地在为解决自身面临

的困境而竞争着.先民们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都在为后来的王朝国家的建立,作出自己的贡献.
事实上,历史的演变并非遵循某种先定的大逻辑、大理论,它既不是古代圣人或智者的特意的理

性设计或灵感发明,也不是人们按自己的道德理想作出的有意选择.历史就是人类为应对自身环境

挑战而不断适应与经验试错的过程.历代的先人面对生存困境,在没有人能预知其结果的情况下,
经过漫长的岁月,运用自己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与政治手段,寻找在乱世中建立秩序的办法,形成了

一些维持这些秩序的游戏规则,其中包括军事与超经济强制在内,这些规则与办法,上升为习俗与惯

例,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制度,国家则是用强力来维持这些制度的政治文化手段.无论是盟誓共同体、
酋邦、羁縻制、分封制,还是中央集权王朝体制,都是这种政治文化手段前后相继的不同发展阶段.
沿着这条思路求索国家的起源与演进,追溯先人在困境中形成秩序的集体经验,比用大理论来套用

文献中的信息,也许会让我们更加接近于国家形成的真实历史过程.

【作者附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作者在南京大学攻读元蒙史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结合

１３世纪蒙古史的研究心得,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思考,写下了数万字的读史札记.近来重新翻阅这

些笔记,仍然觉得言之成理,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如置之高阁,未免有点儿可惜,于是敝帚自珍,在笔记整

理的基础上写就此文.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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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

李 若 晖

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是否专制社会的讨论,君主是否专制为其中重要关节点.目前在学界比较流行

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并无君主专制.这一观点的重要支撑点,即是中国古代并无君主专制的自我批评.具

体而言,“中国古代并无君主专制的自我批评”又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专制”固然是黑暗的,但是中国

古代并未将“专制”用于君主,即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君主专制”的事实;二是中国古代认为君主就是应该

“专制”,即中国古代虽然存在“君主专制”的事实,但在古人的自我认识中却给予了正面评价,“专制”的批

判性仅仅针对臣下对于君权的侵夺,换言之,是在维护“君主专制”.通过对古代文献的仔细梳理,可发现

数例将“专制”一语用于君主,并对“君主专制”进行抨击的论述.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的自我认识中,中国古

代不但存在“君主专制”的事实,而且还存在着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国古代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１．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根基,即是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君主一人之私有;２．为

了确保第一点不沦为空论,确立了君相分权的政治制度.君主如不经过宰相(中书省)擅自发布诏命,即是

肆意妄为,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

关键词:专制;君主专制;分权制

一

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专制主义社会的争论,成为学界热点之一① .虽然各种观点早已

存在,不过激发争论的是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发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
文.侯文虽然一再强调其“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

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

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② ,但是侯文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中国古代绝不是专制政

体:“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士多德

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见,１８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１９世纪末以后则

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③ 侯氏的结论过于仓促.其文论证的

焦点集中在“专制”观念的传播史与接受史,这不能替代对于“中国专制主义”本体的论证之检讨.再

进而言之,即便论证有问题,也不能绝对地证明结论一定错误.众所周知,“哥德巴赫猜想”在数学史

上曾有过无数失败的证明,但是这些失败的证明却并不能用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荒谬.要证伪

“中国专制主义”,不能简单地指出现有证明之不足,而必须提供“中国专制主义”不成立的正面论证.

　

作者简介:李若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①　相关争论之述评,可参见黄敏兰:«近年来学界关于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的讨论———兼及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②　侯旭东:«古代中国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侯氏后来在其答辩文章«从方法看中国古代专制说

的论争»中又重复了这一说法,参见«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第９版.

③　侯旭东:«古代中国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针对侯氏之论,阎步克提出:“如果放弃‘中国专制主义’概念,可放弃的东西就可能有三:１．‘专
制’概念的‘所指’不当,应予放弃,即不承认有这样一种政体;２．承认‘专制’为一种政体,但帝制中国

不是那种政体,即只放弃‘中国专制’而已;３．大致承认‘中国专制’的‘所指’,但因某种原因,只放弃

‘专制’之标签,另觅替代语词.”阎氏自己的观点很鲜明:如果要在中国研究中“放弃‘专制’术语,就
应一视同仁,对所有同类政权一律免去‘专制’之名”①.

就侯文而言,其所指斥的无疑是阎氏所言的第２点,即中国并非“专制主义”.当然其全文有多

角度多层次的论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

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
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②侯文此论正如其注释

所指明的,乃是来自日知、罗志田、王文涛,但其叙语明显承用王文涛的论文«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

读»③.
检王氏前后发表数文,内容大同小异④.王氏论说不妥之处所在颇有,如言:“‘君主’和‘专制’连

用的情况极少,在«四库全书»中只有一例,见于«道德指归论»卷六:‘君主专制,臣主定名.君臣隔

塞,万物自明,故人君有分,群臣有职,审分明职,不可相代.’”⑤这里充其量只能说是“君主”二字与

“专制”连用,而非“君主”一词与“专制”连用.很显然«道德指归论»的原文应读为“君/主/专制,臣/
主/定名”,“君”“臣”对言,各有所主,“主”为动词,主管、负责之意,因此下文才接着说“人君有分,群
臣有职”云云.

王氏最大的失误,即在采用林志纯(日知)之说,断言“在中国古代,见于文献的‘专制’或‘颛制’,
少得很,而且更多更主要地适用于人臣,而非用之于君后”⑥.王氏通过«四库全书»全文检索,找到三

处将“专制”用于君主的例子.１．«国语楚语»,春秋楚国大夫子张借称赞商王武丁劝楚灵王虚心纳

谏:“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知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犹不敢专制.
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２．«周书宇文孝伯传»,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欲
引置左右.时政在冢臣,不得专制”.３．«宋史隐逸传»,宋神宗鼓励臣民上书言事,文州曲水县令

宇文之邵上疏建议:凡是有所建置,皇帝一定要与大臣共同商议,“以广其善,号令威福则专制之”.
神宗没有采纳⑦.此外,«道德指归论得一篇»说:圣人“与时俯仰,因物变化,不为石,不为玉,常在

玉石之间,不多不少,不贵不贱,一为纲纪,道为桢干,故能专制天下而威不可胜,全活万物而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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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侯旭东:«古代中国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之外,尚有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崔向东等编:«王权与社会———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研究»,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２０２ ２１４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思与言»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王文涛: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南都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

第８期.
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崔向东等编:«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２０７页.
林志纯:«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是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６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崔向东等编:«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研究»,第２０６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思与言»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引用林文,评论道:“林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虽不十分恰切,却使笔者深受启发.”不过,此后发表的数文中,王氏处理方式却有不同.在«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一文中该引语一字不差出现,但是未注出处,也未加引号.王氏«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南都学刊»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乃曰:“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其«“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

语»(«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８期)一文则径云:“鲜有学者论及,‘专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没有君主专制的含义,而且也不用于君主,而是

主要用于臣下.”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宋文孝伯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７１６页;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传中»,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３４５０页.



量”①,王氏认为:“此处所言‘圣人专制’,可以理解为‘圣王专制’,即‘君主专制’,能‘专制天下’的不

是君主,又能是谁呢?”②王氏缺乏对这几条材料的分析.实则前三条史料都指向君主不得专制,而应

当充分尊重大臣的意见,究其实,即君主的权力应受到大臣的限制.武丁的“不敢专制”,结合下文楚

灵王“恶规谏”来看,自然是指武丁听从臣下的劝谏,而不敢独断专行.北周武帝“欲引置左右”,必须

得到权臣宇文护的同意.第三条并非如王氏所言,是“宋神宗不采纳臣下要求他专制的建议”③,恰恰

相反,是宇文之邵划定了皇帝专制的范围,要求神宗听取大臣的意见.
至于«道德指归论»,即严遵«老子指归»④中所出现的三处“专制”,需要重点分析.

二

«老子指归»共出现三处“专制”,原文如下⑤:

　　A　是以圣人为之以反,守之以和,与时俯仰,因物变化.不为石,不为玉,常在玉石之间;
不多不少,不贵不贱,一为纲纪,道为桢干.故能专制天下而威不可胜,全活万物而德不可量.
贵而无忧,贱而无患;高而无殆,卑而愈安.审于反覆,归于玄默;明于有无,反于太初.无以身

为,故神明不释;无以天下为,故天下与之俱.(«老子指归得一章»)

B　故众人之教,变愚为智,化弱为强,去微归显,背隐为彰,暴宠争逐,死于荣名.圣人之教

则反之,愚以之智,辱以之荣,微以之显,隐以之彰,寡以之众,弱以之强.去心释意,务于无名,
无知无识,归于玄冥,殊途异指,或存或亡.是以强秦大楚,专制而灭;神汉龙兴,和顺而昌.故

强者离道,梁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长存? 不求于己,怨命尤天,圣人悲之,以为教先,书之竹

帛,明示后人,终世反之,故罹其患.(«老子指归道生一章»)

C　是以明王圣主,正身以及天,谋臣以及民.法出于臣,秉之在君;令出于君,饰之在臣.
臣之所名,君之所覆也;臣之所事,君之所谋也.臣名不正,自丧大命.故君道在阴,臣道在阳;
君主专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万事自明.故人君有分,群臣有职,审分明职,不可相代,各守其

圆.大道乃得,万事自明,寂然无事,无所不尅.臣行君道,则灭其身;君行臣事,必伤其国.
(«老子指归民不畏死章»)

让我们从材料B开始.“强秦大楚”,无疑指秦王朝与霸王项羽之楚国,«老子指归»多次言及秦楚.
«老子指归万物之奥章»:“古之将民,何弃之有? 桀纣之吏,可令顺信;秦楚之卒,可令顺善.故能

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老子指归生也柔弱章»:“昔强秦大楚,灭诸侯,并郡邑,
富有国家,贵为天子,权倾天下,威振四海,尊宠穷极,可谓强矣! 垂拱而诸侯忧,跷足而天下恐,发号

而天心悲,举事而神明扰.亡国破家,身分为数.夫何故哉? 去和弱而为刚强也.及至神汉将兴,遁
逃龙隐,万民求之,遂不得免.父天母地,爱民如子,赏功养善,师于天士,当敌应变,计如江海,战胜

攻取,降秦灭楚,天下欣欣,立为天子.夫何故哉? 顺天之心而为慈小也.”⑥可见材料B正是抨击秦

始皇、秦二世、楚霸王项羽身为君主,一则在道理上倚仗一己之才智气力满足一己之嗜欲,是谓“刚
强”.«老子指归至柔章»对此有详尽的描述:“故地广民众,国富兵强,吏勇卒悍,主能将严;赏重罚

峻,削直刻深,百官战栗,若在君前.势便地利,为海内雄,轻敌乐战,易动师众,合变生奇,凌天侮地,
诸侯执服,靡不悬命,威震境外,常为枭俊,人忧物恐,威动天地.道德不载,神明是离,众弱同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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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页.
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的历史考察»,崔向东等编:«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２０６ ２０７页.
王文涛:«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南都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老子指归»当为西汉末严遵所作,其作者、时代、性质,可参见樊波成:«‹老子指归›当为严遵‹老子章句›»(«老子指归校笺»

代前言),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第１ ５２页.
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第２７、４１、２００页.
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第１４５、２０９页.



民不附,身死国亡,族类流散.夫何故哉? 体坚刚而积娇吝也.”二则政治上独断专行,不接受任何制

约,亦即“专制”.«老子指归得一章»论曰:“侯王有为,动不顺一,为贵得贱,为正得蹶,乱扰迷惑,
事由己出,百官失中,丧其名实,万民不归,天地是绝.”①这一对君主专制的批评并非孤例.«老子河

上公章句»则有一个相对折中的见解,«老子»第三十一章:“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河
上公«章句»:“为人君而乐杀人者,此不可使得志于天下矣.为人主必专制人命,妄行刑诛.”“人君”
即“人主”.身为人主而以杀人为乐,即是“专制人命,妄行刑诛.”检«老子»第四十三章:“无为之益,
天下希及之.”河上公«章句»:“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无为之治身治国也.”②可见在河上公看来,
人主去道远矣.后世有在“妄行刑诛”之上加“不”字者③,乃是误以“人主专制人命”为正常,由此认为

河上公应否定“妄行刑诛”,而不知“为人主必专制人命,妄行刑诛”整句乃承接上“为人君而乐杀人

者”而来.因此,河上公此处无疑表达了对于“人主必专制人命”的否定.«庄子外篇在宥»:“其
存人之国也,无万分之一;而丧人之国也,一不成而万有余丧矣.”郭象注:“己与天下,相因而成者也.
今以一己而专制天下,则天下塞矣,己岂通哉! 故一身既不成,而万方有余丧矣.”④在郭象看来,如果

君主专制,以一己独断天下之事,必然导致天下否塞,相应地一己也就无法顺畅,结果是一己和天下

都归于丧败.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有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
反之,“神汉龙兴,和顺而昌”.“和顺”亦屡见于«老子指归».«老子指归上德不德章»:“上仁

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虚静,神气和顺,管领天地,无不包裹.上礼之君,性和

而情柔,心疏而志欲,举事则阴阳,发号顺四时.顺心从欲,以和节之.”«老子指归圣人无心

章»:“及其寐也,心意不用,聪明闭塞,不思不虑,不饮不食,精神和顺,血气生息,心得所安,身无百

疾,遭离凶害,大疮以瘳,断骨以续,百节九窍,皆得所欲.”«老子指归道生章»:“是故宇宙之外,营
域之内,拘以无禁,束以无制.安危消息,无有中外.同风共指,和顺仰制,全活姣好,靡有伤败.”«老
子指归善建章»:“治之于国,则主明臣忠,朝不壅贤,士不妒功,邪不蔽正,谗不害公.和睦顺从,上
下无怨,百官乐职,万事自然.远人怀慕,天下同风,国富民实,不伐而强.”«老子指归治大国章»:
“是以民如胎 ,主如赤子,智伪无因而生,巧故无由而起,万物齐均,莫有盈损,和洽顺从,万物丰茂,
鬼神与人,合而俱市,动于自然,各施所有.寂如无君,泊如无鬼,万物尽生,民人尽寿,终其天年,莫
有伤夭.”«老子指归用兵章»:“是以明王圣主,放道效天,清静为首,和顺为常,因应为始,诚信为

元,名实为纪,赏罚为纲,左德右威,以应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毁伤,故国可保而民可全也.”«老子指

归言甚易知章»:“民若无主,主若无民,亡于知力,依道倚天,万国和顺,并为一君.”⑤从君主角度来

看“和顺”,大要有二,一是在道理上清虚自然,顺应天道.«老子»第四章谓道“渊兮似万物之宗”⑥,能
做到这一点,于是君主乃与道相似,为百姓之宗,成为百姓生息长养的总根据.在这一意义上,可以

说君主成为圣人,事实上做到了“专制天下”.斯即«老子指归天下有道章»所言:“是以得道之主,
建心于足,游志于止,辞威让势,孤特独处.捐弃万物,唯神是秉,身存名荣,久而不殆,天下归之,无
有不制.”⑦此处“得道之主”的“无有不制”,即材料 A 的“圣人专制”,亦即材料 C中的“君主专制”.
这一正面的“圣人专制”,落实到政治操作层面,则成为第二点,在政治上无为而治,将具体政事交由

百官各自履行其职守.这正是材料C所说的“君臣隔塞”,亦即君臣分职.«老子指归善建章»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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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第４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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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章句»,第１２９页.
郭象注,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３９２、３９４页.
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第１６ １８、７７、９４、１０６、１３３、１７４、１８０页.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１４页.
严遵撰,樊波成校笺:«老子指归校笺»,第６２ ６３页.



类似的表述:“治之于天下,则主阴臣阳,主静臣动,主圆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

大通,平易无为,寂泊无声,德驰相告,神骋相传,运动无端,变化若天,不行而知,不为而成,功与道

伦,宇内反真,无事无忧,太平自兴.”①

由是可知,要避免出现负面“专制”的君主,必须在政治操作层面落实君臣分职.

三

对君臣分职进行系统阐述的政治理论,就是黄老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之说.刘笑敢指出:“道
家讲无为,但道家并不认为一切人都可能做到无为.事实上,老子讲的主要是圣人无为,庄子讲的主

要是至人(真人、神人)无为,而黄老派讲的主要是君主无为.如果普天之下的人都真的实行起无为

的原则,那么人类就只能回到穴居野处的时代,根本谈不上治天下.黄老之学是道家中最重视现实

问题的一派,他们看到了这一问题,因而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②先秦诸子关于“君无为而

臣有为”的论述甚多,择其要引于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

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

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

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外篇天道»)③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
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
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管子心术上»)④

汉初推行黄老之治,故“君无为而臣有为”之论成为汉代治术之核心.其时以君拟天,以相配天(君),
故有相不居职之论.«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
“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

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

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 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

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

称善.⑤

«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

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
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

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

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⑥

陈平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乃是承袭阴阳家 «吕氏春秋»一脉的观念;而丙吉之“三公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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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阴阳”,则是汉代吸收了阴阳家学说的儒学观念①.董仲舒于此以五行理论加以阐述.«春秋繁

露五行之义»:

　　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

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
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

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

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

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职,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
不名所生,土是矣.②

其后班固袭董生言以论人主,«白虎通德论五行»曰:

　　土在中央者,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土所以不名时,地,土别名也,比于五行最

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元命包»曰:“土之为位而道在,故大不预化,人主不任部职.”土尊,
尊者配天.土所以王四季何?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无土不高.土扶微

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行有五,时有四何? 四

时为时、五行为节,故木王即谓之春,金王即谓之秋,土尊不任职,君不居部,故时有四也.③

由是可知,汉代儒道政论,都承袭黄老道家“君无为而臣有为”之说,建构虚君之论,以君为“天/
道”在人间世的象征,于是君成为一切政治规则的根据,亦即百姓生活方式的根据———“法原”.相应

地,以相作为君在政府中的象征,因而间接地也就是“天/道”在政府中的象征,于是相在政府中成为

一切政治施为的根据,亦即政府运作方式的根据———“权原”.«淮南子主术»:“古之置有司也,所
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

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④

在这一架构中,相虽是作为君在政府中的象征而成为政府首脑,但是君却不能因此干涉政府的

具体事务.«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矫传»,魏明帝时,陈矫为尚书令,实居相位,“车驾尝卒至尚

书门,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

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⑤.这说明,“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政治原则在

具体政治制度中,集中表现为君相分职.

四

«吕氏春秋贵公»有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⑥,这乃是秉承了早期周礼的观

念⑦.儒学继承了周礼国—君主观念.«孟子万章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

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
“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

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

８２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李若晖:«顺阴阳,明教化———‹汉志›儒家小序引述‹尧典›发微»,«孔子学刊»第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８７ ８８页.

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二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第５６７页.

班固:«白虎通德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７ ３０页.
刘安撰,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８８页.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矫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６４４页.
«吕氏春秋»,浙江书局辑刊:«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３１页.
参见李若晖:«尊贤亲———秦制崩溃探因»,«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１８辑(２０１２年８月).



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

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

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①

禅让本来就被视为公天下的表现,但是孟子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必须以公天下的方式来实现表

现公天下的禅让.其中的关键即是“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是“天与之,人与之”.在其具体实现

过程中,“天不言”,最终是由民众的选择来决定谁为天子,此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再来看道家.«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河上公注:“天地神明,蜎飞蠕动,

皆从道生.道无形,故言生于无也.”②河上公将“无”释为道.但“无”何以是道? 河上公以“无形”为
中介沟通二者.于是我们可以基于此推理:此“无”并非指空无一物,而是指有物无形,由是可知道为

物.然则道为何物? 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道何以“无形”.«管子心术上»:“物固有形.”③万物中的

每一物都与他物相区分而成其自身,每一物与他物之区分亦即该物得以成其为该物者,每一物与他

物之区分亦即该物作为物之“形”.由是可知,道“无形”,即道不与任何他物相区分,道无他———道包

含万物之每一物,于是道直接是万物之全体.说“道直接是万物之全体”,意味着道赋予万物以整体

性,对于每一具体之物而言,就是其得以在与他物的关系之中生活,此即“道生之”(«老子»第五十一

章)④.
与道物关系相对应的,则是圣人与百姓的关系.«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心.”河上公«章句»:“百姓心之所便,圣人因而从之.”⑤严遵«指归»作“圣人无心”,云:“是以圣人建无

身之身,怀无心之心,有无有之有,托无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万民之心.载之如地,覆之

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虑,归之自然.动之以和,导之以沖,上
含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动天地,德连万民.民无赋役,主无职负,俱得其性,皆有其神.”⑥道直

接是万物之全体,与此相应,圣人自己无心,其心直接就是百姓之心.圣人仅仅在形而上层面作为百

姓生存长养的根据,其于现实政治层面则是“无有之有,无存之存”,亦即圣人不进入现实政治层面,
“主无职负”,于是乃至于百姓不知圣人的存在,尤其是圣人不成为百姓的负担———“民无赋役”.

因此儒道两家便都认同这一基本的政制安排,即君相分职.
由此我们便可以进而探讨“专制”的基本内涵.
«说文解字»卷十二下«女部»:“嫥,壹也.”段玉裁注:“壹下云,嫥也.与此为转注.凡嫥壹字古

如此作.今则专行而嫥废矣.”⑦«左传文公三年»:“与人之壹也.”杜预注:“壹,无二心.”⑧是“专”
之义为合二为一.«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冯因抟三国之兵”,司马贞«索隐»:“徐作‘专’,亦通.”裴
骃«集解»引徐广曰:“音专.专犹并合制领之谓也.”⑨本来秦韩魏三国之兵应该各由其本国将领指

挥,现在却由韩冯一人统领,所以称之为“抟(专)”.王凤阳指出,“专”的“引申义有专一、集中的意

思.«孟子公孙丑上»‘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又«告子上»‘今夫奕之为数(术),小数也,不专心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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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则不得也’:‘专’都是专一而不杂、集中而不分散的意思.用在独占意义上,‘专’也同样表示独自

占有,不分散给别人的意思.«左传庄公十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和独自占有相对

的是以之分人;«汉官仪上»‘每朝会,与司隶校尉、御史大夫、中丞,皆专席坐’,‘专席’是独占座席,
不与人共坐;白居易«长恨歌»‘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专夜’是独占过夜之权,不分给

其他嫔妃”①.
由古代对君主“专利”的批判,也可见“专”之语义及君主不当“专”之思路.«国语周语上»: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 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

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 所怒甚多,而不备大

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

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

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 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 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

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②

“专利”与“布利”相对,其重点在“专”,韦昭«注»:“专,擅也.”方以智«通雅»卷六«释诂»曾搜集汉代

“辜较”之用例:“辜较,一作酤榷、辜榷、估较、辜 ,转为榷酤.«史郑庄传»,为大司农僦人多逋负,
注,僦人辜较也.«索隐»辜较作酤榷,榷,独也.酤,卖也.又«后汉宦者单超传»,姻亲为州郡辜

较百姓,与盗贼无异.«董皇后纪»,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又«陈万年传»,浸入辜榷财物,
注,辜,罪也.榷,专也.«翟方进传»,贵戚子弟多辜榷为奸利者,注,已自专利,他人取者辄有辜罪

也,此随字作训耳.«后汉»灵帝光和四年,豪右辜榷马一匹,注,辜,障也.榷,专也.障余人买卖而

自利也.又作估较.«晋书南蛮传»,徼外诸国赍宝物自海路贸货,日南太守估较大半.又作辜榷.
«王莽传»,滑吏奸民,辜而 之. 与榷同.按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榷较通算也,官自酤酒计较专

利也.私酤者有罪,故后转为辜较.凡官税民间一例科敛者,皆谓辜较一切之名.”③“障余人买卖而

自利”,“己自专利,他人取者辄有辜罪”,正是“专利”一语的绝佳解释.单超“姻亲为州郡辜较百姓,
与盗贼无异”,则颇可与芮良夫“匹夫专利,犹谓之盗”之语对读,———«孟子万章下»:“非其有而取

之者,盗也!”④

至于所谓大臣“专制”,«诗郑风狡童»序:“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郑
«笺»:“权臣擅命,祭仲专也.”孔«疏»:“权者,称也,所以铨量轻重.大臣专国之政,轻重由之,是之谓

权臣也.擅命谓专擅国之教命,有所号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复谘白于君.”⑤«诗序»表述得很明白,正
常的国家权力运行应当是君主与贤人共同执掌,但是郑昭公忽不幸任用祭仲,结果使得本应君臣分

掌的权力被祭仲一人掌握,造成权臣擅命,国君被剥夺权力.
由是可知,中国古代正常(或理想)的权力结构为“君相分职”,倘若这一结构遭到破坏,则无论是

权力被集中到了国君手中,还是大臣手中,都被视为“专制”.仅仅由于自战国以来,君权上升,权力

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所以“君主专制”成为常态,在基于君主应当“专制”的政论中,“专制”便被用来

指斥大臣对于君权的“侵犯”,而忘却了君主“专制”本身即非正.

五

汉武帝时,用丞相多人,公孙弘“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

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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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①.君权对于相权的打击,可谓极矣.
至唐代,政事堂之设复定君相分职.李华«中书政事堂记»具言之: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

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徵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

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记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

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尅一方

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

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义,霍

光废昌邑之乱,梁公正庐陵之位.②

唐宋制度至有诏书必经宰相,绕过中书省、门下省之君命称“墨敕”、“内批”,被视为不正、非制.唐垂

拱三年(６８７),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被诬告,“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

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③

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前１２),谷永上奏,言:“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

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

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④然而如无制度保障,则此但为空言.而在唐宋人看来,政事堂制度

恰恰保障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真宗朝李沆为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
“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⑤

南宋宁宗绍熙五年(１１９４),朱熹被宁宗以内批逐出临安,其时监察御史吴猎上疏曰:

　　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纸去一宰相,明日出一纸去一谏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几.
昨日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禄.中外相顾皇骇,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熹当世老

儒,善类攸归,清议所出.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⑥

吴猎将君主必须通过中书省发号施令的政治意义讲得非常清楚:这意味着君主接受天下士大夫的制

衡与监督,并由此表明君主不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
明太祖非常清楚中书省的制衡和监督职能,并且在建国之初,也非常重视这一职能.其«谕中书

省臣敕»:“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秉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当直言改正,苟阿

意曲从,言既出矣,追悔何及.«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自今事有未当,卿等即以来言,求归至

当,毋徒苟顺而已.”⑦此言等于公开宣布君主也会有错,坦言希望中书诸臣能勇于指出并纠正皇帝的

错误,不要一味苟且顺从.但同时,明太祖也感到事事皆须通过中书,颇受束缚.«明太祖实录»卷五

十九载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十二月己巳,儒士严礼等上书言治道,明太祖曰:“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

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

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⑧最终,
于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罢中书省.«废丞相大夫罢中书诏»:

　　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会集群臣,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

之典,所以内置中书、都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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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司及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朕尝发号施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
致有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丞相胡惟庸构

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执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
升六部,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烦.于戏! 周职六卿,康兆民于宇内;汉命萧曹,
肇四百年之洪业.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①

钱穆评曰:“明祖崛起草泽,惩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療,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
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
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②痛哉

斯言!
黄宗羲尝论曰:“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中书省始也.”③作为君主专制体制在旧王朝的最后

一次挣扎,戊戌变法颇有必要被重新审视.清德宗绝非维新皇帝④,其新政期间最为重要的举措,即
广开言路,允许司员士民上书,就是围绕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等政府部门及大臣的“壅
蔽”,亦即将明太祖对于中书省的憎恶扩及整个国家机器:整个变法最为核心的举措就是加强君主专

制.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七月十六日,当礼部将王照上书两件及礼部劾王照的代奏上达时,光绪帝

大怒,即日下达一道严旨,指斥礼部堂官怀塔布等人“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令“怀塔布等

均交部议处”.十九日,吏部上折“议以降三级调用”,光绪当即亲笔朱谕,将礼部六堂官悉数革职.
七月二十四日刑部代奏该部候补笔帖式奎彰条陈附片言上书之难:“方今广开言路,日望进言之人

多,岂知进言之人受尽折磨,始能上达宸听.”七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谕:“振兴庶务,首在革除壅蔽”,
要求各衙门将代递各谕旨录写一道,“悬挂大堂,俾其触目惊心,不致复萌故态,以示朕力除壅蔽之至

意”.当日光绪又谕,对全国之上书代奏作出要求:“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

次谕旨并朱悬挂各省督抚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七月二十日,光绪谕杨锐等四卿“在军机章京

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其职责即是处理新兴的司员士民上书.然而有趣的是,对于新政的指责,也
使用了同样的语言,缪润绂在政变后上书控诉自己在新政期间上书被四人“抑格不报.皇上广开言

路,若辈乃凭籍权势,任喜怒而弃取之,一似都察院专为若辈设者.群小蜂起,致变法之令日下日急,
浮言骚动,民不聊生.盖使直言不得闻于皇上,而圣聪益为摇惑者,皆四人朦蔽之罪也”⑤.七月二

十九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趁机提出开懋勤殿事.虽然这名义上是皇帝的私人咨询

机构,但是却必将由此架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实权机构.这是走以皇帝内朝侵夺外朝权

力的老路,自然被慈禧驳回.由于此事的实质是德宗直接向慈禧夺权,最终激起慈禧发动政变.虽

然军机处一直在慈禧掌握之中,但是慈禧的政变,关键步骤却甩开了军机处.八月初六命步兵统领

衙门捉拿康有为的谕旨在军机处所有档案册中都无记载,档案中最早出现此旨,是八月十一日刑部

尚书崇礼奏折的引用.因此应当是刑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崇礼直接从慈禧处领旨.这就意味着,无论

对于新党还是旧派,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军机处,都是其行事的障碍与累赘了.这更意味着,旧王朝

的君主专制体制,已经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清帝虽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却对宋儒宰相之论恨之入骨,甚至不惜为此兴狱,以文字置人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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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致仕大理寺卿尹嘉铨案颇具代表性.清高宗«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

　　尹嘉铨所著各书内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

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昔程子云

“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阘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

如木偶旒缀乎? 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 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
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至协办大学士职本尚

书,不过如御史里行、学士里行之类,献谀者亦称之为相国.献谀者已可深鄙,而自为协办者亦

俨然以相国自居,不更可嗤乎? 乃尹嘉铨概称为相国,意在谀媚而阴邀称誉,其心实不

可问.①

乾隆说得非常明白,如朝廷设置宰相一职,则宰相本人必“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天下士大夫,也
会如程子般认为“天下治乱系宰相”———如此,岂非“目无其君”吗! 至于尹嘉铨的处理结果:“经大学

士等按律定拟,奏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核其情罪即予磔诛亦所应得,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

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②儒者如不能以

天下为己任,则儒学不过奴学而已.
南宋陈埴«木钟集»卷七引陈傅良曰:“冢宰专一节制人主.若财计,若酒浆之类,虽各有司存,但

有司不可与人主较可否.冢宰上行三公事,凡有司所不可较者,冢宰可谈笑而道之,乃是格君心之大

者,不待事已出而有司纷争之———闻止斋说.”③乾隆朝开三礼馆,自«永乐大典»辑佚稿辗转抄录«木
钟集»此文.辑录稿上“节制”二字旁,有纂修官批语:“二字太重.”于是三礼馆所著钦定«周礼义疏»
遂对此条摒弃不录④.

此后,神州亿兆遂只知君权至上,不识天下为公.至鲁迅作小说«药»,其中夏瑜那句“这大清的

天下是我们大家的”⑤,不仅在小说中人物(也就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民众)听来极端悖谬,以致

在茶馆引起公愤;甚而当今的研究者也纷纷表示此语“看出了夏瑜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生活的历史

背景”⑥,“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简要通俗的概括”⑦,“鲁迅在构思时,显然是把社会思潮的新成果,
和革命英烈的事迹结合起来”⑧.一言以蔽之,这是舶来洋品,而不知这真正是我们祖上早就有的,且
正是中华政制之核心与精义所在.

今特撰此文,表出中国古代对君主专制之理论批判与制度制约,冀还历史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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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
白 彤 东

摘　要:传统中国专制说之所以流行,盖因西方普遍流行“东方主义”态度并对中国缺乏理解,而通过

日本,该观念成为迫切寻求救亡之道的中国学人的主流观点.然而,上述观察无法解释为何在欧洲对中国

充满好感的时代,孟德斯鸠提出了中国专制说.因此,欲反驳传统中国专制说,必须对始作俑者孟德斯鸠

的中国专制说,进行批判性考察.实际上,中国专制说误解了传统中国政治,而近代中国基于这种误解的

各种错误行动,恰恰可能为传统中国政治崩溃后中国走向专制埋下了伏笔.此极具反讽意味地命中了孟

德斯鸠关于专制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专制说;封建制;君主制;极权;有效制衡;孟德斯鸠

一、中国专制说的源与流

最近一百多年的中国,人们先是对传统丧失信心,进而激烈地反对自己的传统.从器物层面对

传统中国的怀疑,导致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五十年后,中国却被日本打败,中国士人遂渐渐形成了

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也是有问题的,是坏的.很快,这种“坏政治”就获得了一个新名字:“专
制”.在新文化运动中,“专制”不仅指代中国传统政治,还进而涵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① .
也就是说,只有更新中国的文化,中国才能从根源上告别旧“专制”,真正在制度上拥抱“现代”
与“民主”.

将传统中国政体归入专制一类,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耐人寻味的是,彼时的西方,有着颇为正

面的中国印象.如程艾兰所述(这也是中西交流史的常识),“第一次从中国到欧洲的重大‘知识迁

移’是从１６世纪晚期开始由耶稣会教士们完成的”② .与当今学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充满怀疑不同,
孔子在１６ １７世纪的欧洲被当作哲学家,儒家思想则被认为充满了理性的自然之光③ .这样的孔子

和儒家深受欧洲(尤其是法国)启蒙精英(如伏尔泰)欢迎,德国路德宗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亦接受上

述中国形象④ .
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是将中国正面形象转换为专制形象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是最重

　

作者简介: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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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个早期推手①.从此之后,西方对中国政体的主流印象,变得极为负面.如所周知,近一百五

十年来,中国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偏见),常常假道日本②.与此相关,侯旭东指出,日本学人在翻

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时,用“专制”译“despotism”,此为将中国政体称为“专制”的直接源头③.
梁启超在１８９９年已注意到这种翻译,而通过«论法的精神»的日译中版本(仅前四章),上述提法开始

在中文世界出现④.１９０３年,孙中山也开始用“专制”而非泛泛的“腐败统治”,来指称中国政体⑤.这

种认知甚至成为一些清朝官员的共识⑥.
作为订正,万昌华指出,严复在１８９５年已有中国传统政治乃专制的说法⑦.不过,作为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的译者,严复的这种说法,应该也是受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但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和梁

启超起初用“专制”翻译的是“monarchy(君主制)”这个词,当时多数人实际上是将君主制与专制混为

一谈的⑧.而孟德斯鸠是区分君主制和专制的,所以在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时候,严复才开始

区分君主制与专制⑨.
总之,孟德斯鸠及后来西方人对中国政体的认识,通过日本以及严复等人的直接推动,传入了中

国.但是,侯旭东指出,中国专制说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法国启蒙哲学家对于中国只有道听途说,
而大肆贬低中国的黑格尔,乃至对如何理解中国构成深远影响的韦伯,同样也是如此.确实,在孟

德斯鸠时代的欧洲,中国是欧洲人最了解的异邦之一.但是,随着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被天主

教当局禁止,欧洲长期不再输入来自中国的知识;最终,印度取代了中国,成为欧洲人更关注的异

邦.鉴于此,笔者认为,用“东方主义”外加“无知”解释“中国专制”说在近现代西方之流行是成立

的.而且,这种说法,迎合了军国主义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领袖的需要,此可进一步解释历史上的

日本对于传播甚至发扬这种有时近乎种族主义的学说所起的作用.
讽刺的是,这种说法传入中国之后,迅速成为中国学人和政客的共识.据侯旭东考察,民国历史

教科书均采用中国传统政治乃专制之说,相关作者大多受过五四运动的民主思潮洗礼.在那时,坚
决反对这一说法的,只有钱穆.侯旭东认为,中国人这么快、这么广地接受中国专制说,明显不可能

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乃是基于传统中国史家的成王败寇思维,在中国被西方乃至日本击败的现实下,
所采取的立场.甘怀真认为,清末不论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希望改变中国政治,而中国专制说迎合

了他们的需要,但这种说法并无学术基础.侯旭东更指出,按钱穆的说法,将传统中国政治当成专

制,是“自鄙”;而按照侯旭东自己的说法,中国专制说本来是西方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为了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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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指出,孟德斯鸠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

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但黄敏兰引述许明龙的研究指出(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在孟德斯鸠之前,有法国人西鲁哀特指出“中国皇帝拥有专制权力”,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的政治体

制和以儒家学说为主题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备加赞赏”.这比孟德斯鸠的中国论述正面得多.更重要的是,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和其

他哲学家对中国印象的转变,更可能是追随孟德斯鸠的结果(程艾兰:«法国汉学与哲学»,«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第２４版).黄

敏兰文章中提到的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和说法的其他西方思想家,皆出于孟德斯鸠之后.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参见程艾兰:«法国汉学与哲学»,«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第２４版.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８２ ３８４页.



自己的殖民活动而对东方的恶意贬低,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说法则是“自我东方化”①.
黄敏兰在其反驳侯旭东的文章中指出,当代西方对中国传统政治有了越来越多的正面、持平之

论,此显非出于西方中心论立场②.但是,这种声音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并非主流③.而与黄敏兰所试

图反驳的侯旭东的论证更相关的是,从１９世纪到当代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之前,“中国”在现代西方确

实代表着专制、落后、停滞和黑暗.例如,程艾兰指出,“黑格尔的法国弟子维克多库赞提出了

一个我们至今还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地中海地区和希腊是自由和运动的土壤,而印中世界(即印

度和中国)的高地是停滞和专制的领地’”④.
又如,英国哲学家密尔认为,“不满足”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而“知足常乐”其实往往是无法遂欲之

人对其嫉妒心的一种掩饰.接着,他一本正经地认为,这样的嫉妒心,在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

人那里是最厉害的,其次是在包括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在内的南欧人那里,而在“自助的和奋斗的盎格

鲁—萨克逊人”那里自然是最轻的⑤.这种“知足常乐”的、自由思考与创造力被压制的民众,恰恰为

专制君主(despot)所喜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⑥.我想,当代中国读者应该非常熟悉这类说法,
因为它们仍是中国反传统者用以自鄙的惯常说法.

“东方主义＋无知”虽然可解释中国专制说在西方的流行,但却难以解释它在始作俑者孟德斯鸠

那里的产生.孟德斯鸠时代的欧洲,对中国充满好感,上述“东方主义”态度很难加在孟德斯鸠身上.
黄敏兰在批驳侯旭东时指出,孟德斯鸠的专制说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同时指向欧洲所有的专制

政体⑦.并且,孟德斯鸠对中国也不是一味贬低⑧.当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是间接地通

过其他人,而非亲自学习中文,直接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政治.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孟德斯鸠时

代的欧洲对中国充满兴趣,其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要多于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孟德斯鸠

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曾当选为波尔多学院乃至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对许多异域之事都很感兴趣.
除了从当时社会上(尤其是通过耶稣会士)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外,孟德斯鸠还和一个中国来访者有

过非常广泛的关于中国的交流⑨.因此,较之当时其他欧洲思想家(包括主流“中国迷”),以及后来两

个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要更深入一些.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为什

么孟德斯鸠对中国有如此负面的描述和评价? 这是本文下节所要讨论的重点.

二、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说

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孟德斯鸠将所有政体分成三类:共和制(republican)、君主制

(monarchical)、专制(despotic).孟德斯鸠对三种政体的本质进行了界定,并认为哪怕受教育程度最

少的人也会持有这些界定.其中,共和政体是人民拥有主权的政体.在共和政体里面,如果是全体

人民拥有主权,那就是民主政体;如果是部分人拥有主权,那就是贵族政体(aristocracy).君主和专

制政体,都是一个人统治的政体.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确定的法律来统治,后者则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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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这种声音的出现,除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之外,还与中国重新崛起有关.但与此同时,中国这种非西方式政体国家的崛起,也

加剧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敌意,并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包括传统中国的偏见.由无知与东方主义造成的对传统中国的偏见,在西

方,恐怕很长时间内还会是主流.
程艾兰:«法国汉学与哲学»,«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第２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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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Stoneeds．andtra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xiv．



自己,在没有法律和规则的情况下,从他自己的意志和随意的念头里面引出所有的事情”①.
在接下来的讨论②中,孟德斯鸠进一步指出,君主制中的法律掌管者需是君主自己的政务咨询会

(council)之外的政治实体,否则法律就没有独立地位,就无法约束君主.并且,除了法律约束之外,
君主的权力还要通过贵族来制衡.孟德斯鸠甚至指出,贵族制衡是君主制的本质.此外,他还提到

了教士阶层和独立城镇对君主的约束③.当这些制衡都不存在时,君主制就蜕变成了专制.
因此,孟德斯鸠区分专制与非专制政体(他有时称其为温和或有节制[moderate]的政府④)的关

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制衡.但很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鸠接着上面的讨论指出,专制中没有独立的

法律制衡,而宗教和习俗就起到了替代性的制衡作用⑤.如果是这样,那么专制与节制政府的差别何

在呢?
所以,正如孟德斯鸠专家 AnneCohler所指出的,孟德斯鸠可能恰恰是要指出,“节制与专制是

几乎可以在任何政府里面都能找到的特征———[它们只是在]分量上不同罢了”⑥.这在深受孟德斯

鸠影响的托克维尔的论述里也有体现.据Cohler的理解,在«旧制度与法国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

指出,法国绝对(专制)君主之下的官僚冲动对君主的绝对性有所制衡,而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面,他
又指出了这种民主的专制与暴政倾向⑦.实际上,孟德斯鸠本人就曾明确指出,英国革命的共和政体

去除了以前君主制里面的各种制衡因素,如果它无法保证自由的话,英国人“将会是地球上最被奴役

的人”⑧.王绍光认为,以上情况说明孟德斯鸠的政体划分充满混乱⑨.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划分

之所以看似混乱,也许是因为我们先在地认定了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政体.但从孟德斯鸠角度看,
这种认定恰恰是错的.没有制衡的民主,也是专制.

在讨论了不同政体的本质与结构、运作的动力(他称为“原则”,principle)及其他法律、规则之

后,孟德斯鸠又探讨了导致不同政体蜕变的因素.他指出,有一些因素能非常有效地保护这些政体

的原则,并宣称读者只有读过这些讨论之后才会真正理解他,这些讨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

在这里所讲的因素,是国家的大小.他认为,共和政体必须是小国,君主制国家需中等大小,而大国

只能是专制或暴政(tyr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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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０．这种政体划分是相对明晰的.王绍光批评孟德斯鸠的划分混乱(王绍光:«政体

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８０ ８１页),恐怕是因为

他对孟德斯鸠的划分没有充分理解.当然,我们下面会看到,“专制”本身确实是一个易致混淆的概念.然而,这是现实本身的复杂

性所致,并非孟德斯鸠的概念划分有问题.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８ １９．
孟德斯鸠这里讲的制衡与调节的力量,与当时法国政体中的军事贵族、议会贵族、教士阶层相呼应(AnneCohler,“IntroＧ

duction,”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xxii).伏尔泰因此攻击孟德斯鸠在这里无非是在为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孟德斯

鸠是法国贵族)进行辩护.参见 MarkHulliung的评论,收于StevenCahn,ClassicsonModernPoliticalTheory (Oxford:OxfordUＧ
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３２２.王绍光也提出了类似的影射,参见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理想政

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８４页.但是,对于贵族的作用,孟德斯鸠并非一味持正面观点.例如,他指出,与中世纪的法国类似,
波兰和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势力并没有起到中介调节的作用;在西班牙,教士与贵族控制国家,占有土地,轻视商业,通过宗教教条阻

碍经济,这使得西班牙无法发展出一套工作伦理.参见 MarkHulliung的评论,收于StevenCahn,ClassicsonModernPoliticalTheＧ
ory,３２２.总之,指责孟德斯鸠的立场受他本人出身背景影响,这种诛心之论本身似乎并不完全成立,而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并不能

对孟德斯鸠论证的正当性构成直接挑战.
例如,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２８．
Ibid．,１９．
AnneCohler,“Introduction”,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xxvii．
Ibid．,xxvii xxviii．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９．
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８０ ８１页.
王绍光本人其实也在挑战民主与专制截然对立的观点,但他可能没意识到,孟德斯鸠正是这种挑战的先驱.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２２．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２３．



顺便一提,在«论法的精神»里面,孟德斯鸠还列举了影响政体的其他因素,例如气候与地理因素

(«论法的精神»第三部分,第十四至十九卷)①.这些理论现在看来虽近乎荒诞,但试图提出不同因素

借以理解政治的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他未曾说气候决定政体,因此并未陷入王绍光所批评

的“气候决定论”②.王绍光批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充满混乱,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孟德斯鸠并非

王绍光所指责的政体决定论者,而是认为,政治的好坏,必须把许多具体因素考虑进来.在这一点

上,孟德斯鸠恰恰与近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界过度看重政体有所不同,而这种考虑情境因素、非简单贴

“民主”或“专制”标签的做法,恰恰是王绍光的文章所意图辩护的.
根据孟德斯鸠对专制的定义,以及他对中国的了解,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会认为中国是专制

政体.传统中国最终似乎由一个人统治.而同为一个人统治,君主制与专制的区别在于有无贵族的

制衡.中国自秦以降,就不复存在具有自治权力的、在主流政治架构中占据地位的血统意义上的贵

族.中国也不存在孟德斯鸠提到的其他两种制衡力量:教士与独立城镇.并且,中国还是一个大国.
因此,中国似乎只能是个专制国家.

不过,孟德斯鸠也因此遇到了麻烦,因为他的中国专制说与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一个世俗的、
道德的、开明的君主制国家)不符③.对此,他先是指出,另有其他人提供了更符合他的理论的中国形

象,一个充满欺诈、暴虐、残忍的国家.其次,他认为,那些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的教士可能心存偏

见.因为天主教内部是等级制的,所以教士对中国的等级制度会有所偏好.中国由一个君主专制,
这样,传教士只须说服君主,“得君行道”,即可以让中国人都皈依天主教.孟德斯鸠认为,这是他们

盛赞中国制度的原因.此外,孟德斯鸠承认,中国政府可能没有一般专制政府那么腐败,但这可能是

一些特殊因素所致.首先,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当中,中国女人有着最高的生育率,中国的人口因而不

像在一般专制与暴政政体下那么少.中国女人的子宫永远胜于暴君的屠刀.其次,中国依赖稻米生

产,而稻米生产不稳定.这样,坏的统治者会因稻米生产不稳定造成的混乱被迅速替代,而不像一般

的专制国家,同一个暴君可以长时间虐待其人民④.
最后几个近乎荒诞的论述告诉我们,孟德斯鸠做了多么绝望的努力,以便削中国之实适他的理

论之履.不过,除了理论上的自我辩护之外,孟德斯鸠贬低中国,可能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动机.与

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为欧洲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典范,即在英国刚刚萌芽的基于制衡

的宪政体系(特别参考他在«论法的精神»的第十一卷第六章的描述)⑤.甚至可以说,他是这套发展

中的英国政治体系最好的早期理论总结者与发扬者,要比早于他的英国本土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
在理论上更好地总结和完善化了英国的宪政体系.对于英国的认同,强化了他对中国的不认同,并
促成了他心目中的负面中国形象.此后,欧洲乃至中国人自己关于传统中国的负面印象,恐怕也与

这种观念,即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为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政治模式的信念相关.此虽非直接出于西人

傲慢与偏见的“东方主义”,或中国人自鄙的“自我东方主义”,但其背后的逻辑———“某一种西方是好

的,因此其他各方都是坏的”———却与“东方主义”实相呼应.

三、专制、极权、封建

传统中国专制说肇始于孟德斯鸠,了解其对中国的描述之荒诞,也许会促使一些持中国专制说

的人反思,甚至放弃这种说法.但是,对于多数持中国专制说的人来说,这恐怕不会产生什么实质影

响.他们会说,英国的宪政制度就是好,所以,说传统中国制度坏并没有错.更重要的是,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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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２３１ ３０７．
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８１页.
孟德斯鸠明确承认主流中国形象的正面性(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２６ １２７).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２７ １２８．
Ibid．,１５６ １６６．



之所以提出上面的荒诞观点,是因为他要为传统中国进行有限的辩护,并回应当时流行的中国正面

形象对他的中国专制说的挑战.当今主流反传统者,则通常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酱缸,其中并没有

什么正面的东西,因此也就回避了对孟德斯鸠糟糕解释的需要.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驳倒传统中国

专制说,我们就不得不直面如下问题:传统中国究竟是否专制?
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先澄清关于“专制”的几个常见误解与混淆.首先,“专制”尤其是

其英语原词“despotism”,如今常与“暴政(tyranny)”等词混用.在日常语言中,它的含义则更加泛

泛,可以指任何残暴、严苛的人物、行为等.而在英语里面,最适合表达这种意思的词汇是“autocracy
(独裁)”,“absolutism(专制主义)”亦相对适合①.现在,“专制(despotism)”被当成绝对的贬义词,乃
是坏的人物与制度的代表.但是,相对另一些可能性,专制可能是个较好的制度.存在着比专制更

坏的可能性,例如: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丛林政治,或者,像孟德斯鸠所理解的波兰和匈牙利那样,
贵族专制其领地,而非君主专制整个国家②.针对后一种可能性,孟德斯鸠特别指出,专制统治者所

威胁的对象,首先并主要是那些高级官员和重要人物③.较之更坏的可能性,在这种专制当中,人民

反而可以得到喘息.
关于专制概念,政治理论研究一般倾向于从制度角度来理解它.因此,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是否

专制问题,我们要考察的是其制度,而非某些特定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反例,针对钱穆为中国传统政

治所作的辩护,黄敏兰提出这样一些反驳:某朝某代某个君主或大臣如何滥用权力.几千年的传统

中国政治,包括了太多的政治人物.并且,不同朝代的政治制度,甚至一个朝代内部不同时段的政治

制度,相互之间都有很多不同.通过搜罗某某君主不受约束或罔顾制度约束行使权力的事例,论证

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运用这种路数,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美国政治

也是专制的结论,因为自美国立国以来,关于美国总统或者某些政要滥权乃至专制甚至暴政的指责,
从未间断过.不从制度上考察专制,我们也可能犯相反的错误.正如甘怀真所指出的:“今天对于皇

帝制度是否为专制(绝对)的研究,必须从制度层面谈,因为就个人的行为层面而言,没有任何人的权

力可能是绝对的.”④这一点,对于本文下面要讲到的极权政体及其独裁者,恐怕也是适用的.即使极

权政体下的独裁者如希特勒,其权力同样难免受到其他人的限制.如果从个人而非制度层面考察,
我们恐怕就要得出纳粹德国不是专制或极权政体的荒诞结论.

所以,中国(或任何一个政治实体)是否专制,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考察.如果传统中国曾经有

过不同的制度,那么,我们就要考察其主流⑤.如果很难说哪个朝代或者哪种倾向是主流,那么,我们

就应该专论某个朝代或某个时段的中国是否专制,而非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后者是持中国专制

说之人常犯的错误之一.
明确了上述“制度”意识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根本问题,即何为专制.“专制”这个词在汉

语中经常被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境,此一事实意味着它在使用上的混乱⑥.这里,我们不妨采用一个修

９３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侯旭东援引北成的研究指出,专制用来翻译“absolutism”并不好(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但是,从孟德斯鸠对“专制”的定义看,absolutism(原意指君权的绝对性)确实与专制是一回事.
参见 MarkHulliung的评论,收于StevenCahn,ClassicsonModernPoliticalTheory,３２２.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２８ ２９,９５．阎步克也指出,专制政体不一定是最坏的,参见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

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９０页.
比如,黄敏兰在其支持传统中国专制说的文章里,征引田余庆的研究指出,东晋门阀政治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但她接着

断言,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她认定皇权政治是专制政治),是短暂的.参见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

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关于后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
例如,侯旭东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中提到,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教科书里,“专制”一词被加在不同时代的不同

政治实体头上.又如,宋洪兵指出,严复、梁启超以及当时的很多人都混淆了“君主制”与“专制”(«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

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正版的孟德斯鸠定义,即专制即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实体在一个政治系统内部享有不受制度限制的权

力.不过,我们要把一般所说的“专制”,与２０世纪才出现的作为专制之极端的“极权政体”区分开

来.简单分析“极权政体”的英文“totalitarianism”可知,它是一种“全面(total)控制”,即对该政治系

统内部所有人的所有生活方面进行控制.英国政治史家芬纳(S．E．Finer)即是如此定义极权统治,
并将之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制相区分的.他指出,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专制是“在所有时间,对所有人

口,就所有事务,统治者都拥有不受约束,任意而为的自由”,而“这种政体的物质前提直到当前的世

纪才出现”①.纳粹德国是极权政体的代表.极权控制的一大特征就是,意图且确实能够相对有效地

控制人的思想.
不区分极权与专制,我们就会经常做出错误的历史投射,借批古代来消解今人块垒.我们一提

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想到纳粹烧书与杀戮犹太人.但是,前者只针对精英,而且也并非以全民思想改

造为目标.后者针对大众,并意图控制他们的思想.这并不是说韩非子或秦始皇等不想做后者所做

的事情,而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可能的.但不管是他们不想做还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做,我们都

不应该用２０世纪的极权去想象前工业化时代的专制.反过来,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前工业化的政

体不是极权,就说它(们)不是专制.芬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②.阎步克在其讨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文

章里,也引述并认同芬纳这个观点③.
另一个常见的混淆就是混同专制与封建,这一混淆常被“封建专制”的提法所强化④.这个词常

常泛指中国传统政治,或者稍微精确一点,用来指秦以后的制度.按照侯旭东的考察,日本疑为“封
建专制”说的源头⑤.冯天瑜也指出,所谓陈独秀是“封建专制”说在中国的始作俑者,乃是一个在学

术上明显站不住脚的观点:该说在当时几乎无人认同,后来却变成中国人的历史共识,而其学说来源

其实是日本⑥.到了１９３９年,毛泽东也开始用“封建专制”指称秦以降的中国传统政治⑦,这种说法

随着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最终成为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说法.当然,在台湾、香港等地区,
这种说法也很常见,但似乎没有大陆用得那么广泛.

这种说法,在历史和概念上,均站不住脚.历史上,中国西周制度最接近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制,
尽管二者存在很多重要不同.秦以后中国实行的是反封建或非封建的郡县制.概念上,很多学人已

经指出,古典封建制度恰恰不是专制的,或者常常不是专制的.
例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拉吉罗指出:“‘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斯塔尔夫人

的这句话,颇道出了历史的事实.自由与现代君主制下的专制相比,确实更为古老,因为它植根于封

建社会.”⑧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同样引述斯塔尔夫人的这句话,指出:“根据欧洲大陆最著名的女作家

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新的.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是最近之史学家的荣耀.
希腊英雄时代证实了它,在条顿人的欧洲则表现得更加明显.”⑨台湾学者甘怀真也明确指出,欧洲中

世纪的封建君主,与后来的绝对(专制)君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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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马百亮、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５６页.

[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５６页.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笔者在一篇通俗文章里,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参见白彤东:«直面传统,去“封建专制”之污名»,«南方周末»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第１３页.
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２ ２１５页.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第２４页.
[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页.
[英]阿克顿:«自由的历史»,王天成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页.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８５页.



虽然孟德斯鸠不同意这样的截然区分①,但是这一区分确实可以在孟德斯鸠理论中找到某种支

持.在西方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封建政体以及中国西周的封建政体中,当上一级贵族(乃至一国

之君主)和下一级贵族形成权力上的相互制约关系时,自由就产生了,这样的政体因而就不是专制政

体(当然,孟德斯鸠会补充说,即使存在封建贵族,但相互之间若形不成制衡,则封建君主制度也可以

是专制).其实,在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罔顾中国历史、扭曲“封建”一词在中西方的通常用法之前,一
些中国学人也意识到,西周君主制并非专制,而封建贵族的消亡,才为后来的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②.

就本文主题而言,不区分封建与专制,我们可能犯下“关公战秦琼”的错误.例如,黄敏兰在其综

述中国专制说争论的文章中,虽然也引了前述“自由是古代的,专制是现代的”说法,但其对于“封建”
一词的使用却是混乱的:一会儿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和理论上的正确用法,一会儿又滑到经陈独

秀、郭沫若扭曲之后的用法③.在其更早的反驳侯旭东的文章中,黄敏兰长篇大论地谈到欧洲君主与

中国的皇帝不同,即前者不具有绝对权力.但是,她所谓的欧洲君主,都是欧洲封建时代的君主.而

按照上述历史与概念的分疏,如果要进行中西比较,那么,欧洲封建时代应和中国西周时代相应,欧
洲后封建时代的君主则相应于中国秦以后的皇帝④.

四、中国是否专制?

在厘清专制及其相关概念之后,我们回到问题的核心,即中国是否专制.这里所谓“专制”,采取

上一节给出的修正版的孟德斯鸠定义.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对统治者权力的制度性限制.而考察

的对象,应该是秦以降的两千年传统政治,而不是西周的政治,因为如上一节所述,西周的封建贵族

政治并非专制,这是任何明白专制的含义并了解西周制度的人都会得出的明显结论.
论到中国秦以降的传统政治,宋洪兵指出,严复和梁启超都反对中国专制说.梁启超尤其指出:

“是故中国之君权,非无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⑤但这种说法是模糊的,因为限制之制

度的存在乃至有效与否,是区分专制与节制政体的核心,主观的期望不能算数.黄敏兰也在文章中

指出,虽然费孝通和吴晗持中国专制说,但费孝通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力是受限制的.吴晗则反驳

说:“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都没有绝对的约

束力量.”⑥不过,黄敏兰所引的吴晗这段话,实际上反驳了中国专制说,因为吴晗在这里承认存在着

对皇权的制度性限制.同时,吴晗这里犯了一个理论上的错误:他给“非专制”加了一个过高的要求,
即对皇权的绝对限制.

据侯旭东考察,在西方,利玛窦、维科、伏尔泰、魁奈等都对中国专制说持保留态度.利玛窦认

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其中,皇帝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⑦.魁奈虽然用“专制”称呼中国

政体,但是侯旭东指出,魁奈的“专制”其实更接近“君主制”的意思.特别地,魁奈认为,中国制度中

有“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皇帝只是执行者,必须遵守这些法律⑧.按照我们修正过的孟德斯鸠定

义,这样的制度,在法律的独立性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肯定不是专制.其实,即便孟德斯鸠也指出

１４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MarkHulliung的评论,收于StevenCahn,ClassicsonModernPoliticalTheory,３２２.
参见阎步克所引梁启超的说法(«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顺便指出一点:按照这种制度比较,笔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个看似极端的说法,即周秦之变乃是一种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很明

显的事实.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了中国政体与典型的专制政体的许多不同①.
那么,传统中国政体里面,到底存不存在有效的、制度性制衡? 如前所述,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种

制衡,来自贵族等因素(当然,如前所述,有贵族不一定有制衡).“废封建,立郡县”之后的中国,总的

来说并不存在欧洲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血缘性的、在其属地内有很大自治权的封建贵族.就此而

言,似乎自然可以说,秦以后的传统中国是专制的②.而在后封建时代,按孟德斯鸠的理解,英国发展

出通过权力分立进行制衡的宪政体系.不过,在孟德斯鸠所讨论的英国政体里面,贵族依然存在.
与此相应,孟德斯鸠自然而然地认为,传统中国没有这种权力分立的宪政体系.但是,孟德斯鸠并非

政体决定论者,他(正确或错误地)注意到了传统中国制衡专制的一些因素,因此在对中国政体进行

判定时,他还用了一些含混的说法.其实,是否存在制衡虽然似乎是专制与节制的区分之所在,但在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孟德斯鸠自己也认为,专制制度里宗教和习俗也有制衡作用③.区别仅仅在于份

量不同④.阎步克也指出,“‘无限权力’并不是说君主权力不受限制,只是说限制的大小有别,权力的

集中化程度有别”⑤.也就是说,区别仅在于在从纯粹节制到纯粹专制这个光谱上的相对位置.
不过,阎步克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概念的反对者,至今没能提供这种谱系化的比

较.”⑥但问题是,坚持传统中国专制说的人,他们给出谱系化的比较了吗? 并且,他们的比较是否是

针对制度,又能否兼顾中国秦以降两千年各朝代甚至朝代内部明显不同的制度呢? 从我们前面考察

过的那些文章看来,持中国专制说的人恐怕并未达到这些要求.下面,我们就从“份量”上、从在“光
谱”上的相对位置的角度,考察一下传统中国专制说是否成立.

我们首先回到孟德斯鸠.虽然他承认中国传统政治里面存在制衡因素,但是他坚持给中国传统

政治贴上“专制”的标签.究其原因,大概是他觉得这些制衡因素至少是无法与运行良好的封建贵族

君主制中的制衡因素相提并论,更无法与当时英国形成的制度相比.站在孟德斯鸠角度看,这个结

论确实是有道理的.专制中的制衡因素是宗教与习俗.在西方启蒙运动者看来,中国是世俗国家,
并不存在宗教(欧洲意义上的).因此,制衡的因素就只剩下习俗,而习俗看起来确实不像强有力的

制衡因素.
但是,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已在战国、秦、汉间彻底打破.然而东

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是变相的封建了.”⑦如果我们接受钱穆(以
及田余庆)先生的判断,并且,如果我们承认封建制与节制政权相关联,且承认运行良好的封建制是

节制政体的话,那么,秦以后士族门第兴盛的时代,就不应该被归为专制.
那么,在士族门第不占主流的时代呢? 前面提到的,受到孟德斯鸠影响的托克维尔就曾指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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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王绍光收集了很多相关说法,参见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

今的探求»,第８３ ８４页.
按照黄敏兰的考察,梁启超就认为因为中国没有贵族政治,所以中国是专制的.参见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

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宋洪兵对梁启超的看法与此不同,参见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

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但上述黄氏说法本身,无论是不是梁启

超的看法(或只是善变的梁启超在某一阶段的看法),其预设却符合孟德斯鸠对专制的理解.而这个说法的问题之一在于,梁启超

(或者黄敏兰所呈现的梁启超)似乎忘了,欧洲非专制的贵族政体,在中国西周早就存在过.有意思的是,阎步克引用梁启超的说法

意在展示,梁启超的意思其实是:西周是贵族政体,中国因而也曾有过非专制的阶段.参见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

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笔者非梁启超专家,兹将不同说法列在这里,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探究.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９．
AnneCohler,“Introduction,”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xxvii．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１９９６年,第２９６页.前面提到,黄敏兰援引田余庆的研究,亦认为东晋是皇帝与士大夫

共治,但她辩驳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变态.参见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

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但如果钱穆先生的讲法正确,则这个“变态”的持续时间还是挺久的.



国绝对(专制)君主之下的官僚冲动对绝对君权有所制衡①.也就是说,官僚是替代贵族的一个可能

选项.而孟德斯鸠本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这种制度,其实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普世特

征;而理性官僚制在秦帝国已经引入,并且成为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无法放弃的制度.此为笔者近

年提倡“秦以降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国家”一说的主要依据之一.与此相对,欧洲的理性官僚制,是在

现代早期才开始成长起来.在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这种制度刚刚萌芽.因此,孟德斯鸠既不了解

这样的体系,也不理解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可能的制衡作用,乃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当谈到包括中

国在内的专制国家时,孟德斯鸠常用的词汇,往往是特指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的词汇(例如,参见«论
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五章)②.

在反驳钱穆的“有相权即非专制”的说法时,阎步克指出,“孟德斯鸠已指出,‘宰相’的存在恰好

是专制政权的特征”③.他没有指出孟德斯鸠这种说法的出处.我想,他所指的应该是我在前一段中

给出的文献.但是,孟德斯鸠在那里的用的词是“vizir”,这个词是用来指称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中的

大臣的.孟德斯鸠给出了他自己对这种大臣的解释④.他指出,专制者自然是“懒惰、无知、充满欲望

的”,因此他就必须把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外包”出去.但这又不能外包给太多人,因为这样会产生争

吵,君主将不得不进行裁断.因此,他就把所有事情委托给“vizir”,而这个被委托者不过是“第一奴

隶”而已.
确实,在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确实有这样的传统:把希腊男童抓起来,培养成官员,但他们同时

又是奴隶.孟德斯鸠这样理解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也许有一定道理⑤.但这明显不符合传统中国

的士大夫 官僚体系之基本事实,而这种体系在作为中国制度典型代表的汉、宋两代乃是主导性的.
这些士大夫显然不是奴隶,宰相也不是绝对权力的实行者,后者权力受体制中其他士大夫 官僚的

制约.
但是,余英时则认为,“君权是绝对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权是孽生的(derivative),

它直接来自皇帝”⑥.阎步克也认为,文官制的“发达反而是专制的条件”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传
统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不是孽生的,是不是专制君主的执行者乃至打手? 我们需要意识到,“官僚”这
个词有很大的误导性.官僚确实具有一定的被动执行者形象.但对于官僚的这种理解,直接与前面

提到的托克维尔的理解相冲突.并且,这种被动执行者形象,恐怕更符合韩非子所描述的“北面委

质,无有二心”、“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韩非子有度»⑧)的臣下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儒家对传

统中国有重要影响的话,那么,传统中国官僚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士大夫”.相关制度规定(注意,
这里谈的是制度性保证),这些士大夫 官僚的教育与选拔以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这些经典所内含的

及其被解释出来的天道观、道统观,使得士大夫具有独立于皇帝的意志,而这种独立意志又通过制度

得以伸张.这种独立而非孽生的士大夫 官僚体系,完全有可能对皇权起到制衡作用.
除了士权(包括相权)对皇权的制衡外,传统中国还有很多其他源自儒家的制约皇权的制度.例

如:皇帝死后的万世名声由儒家通过谥号来控制;皇太子由儒家教育;除了秦制之外,传统中国的大

部分时期,县以下由士人与乡绅自治;等等.当然,我们可以继续争论这些制度是否有效制衡了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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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Cohler,“Introduction,”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xxvii xxviii．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２０．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２０．
孟德斯鸠对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的描述中亦有很多批评,参见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

«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８２ ８３页.笔者对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没有任何研究,对此无从判断.
转引自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８６页.顺便一提:余英时持此种论调,究竟在何种意义

上可被称为钱穆的弟子?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本文所引«韩非子»据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权.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认识到的那样,封建贵族政体也不能保证不专制.中国的士大夫 郡县

政体(尤其考虑它在两千年中的不同形态),可能也无法提供这种保证.但分析至此,我们至少可以

承认,这里的谱系差别并非黑与白的截然反差!
此外,上面的论述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它似乎把皇权与专制君主等同起来.但是,钱穆早就有

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之说①.甘怀真进一步发挥了其中的含义②.他首先指出,今天中国史研

究的一个危机,就是用西方历史的概念框架来套中国.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是,在专制问题的讨论

上,把西方的主权观念及与此相关的家长制,套在了传统中国皇权与家长制上.在西方,作为主权者

的君主或家长,拥有国与家内部的所有权力.甘怀真转引的法国专制君主路易十五(也是孟德斯鸠

在世时的国王之一)的话,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主权只存在我的人身,法庭的存在与权威只源于

我一个人立法权也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所有公共秩序也来自我,因为我是它的最高捍卫

者.”③如此绝对的君权,如果不加限制,当然就是专制.但是,在儒学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

中国,其君主和家长,只不过是(国人或家人)公产的管理者.在这个框架下,君主、家长、臣民、家人

各有其分,“皇帝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分,因为这些分在皇权出现前即已存在了”④.
甘怀真在这篇文章中,把传统中国的安分、合礼与西方的守法观念进行了区分.其实,这种

“分”、这种“礼”,与“法”是相关的.至少在有些朝代,合礼也即守祖宗之法,非个体君主所能改变⑤.
前面提到,完全“孽生”于君主的官僚,更接近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理想.韩非子欲使臣下进入

“无为”、“听令”乃至“竦惧乎下”的状态(«韩非子主道»),此常被视为韩非子支持君主肆意妄为的

专制暴政的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同样要求君主“虚静以待令”(«韩非子主道»).君主所

待的,是“道”的命令.臣下不敢违法,是因为君主手握二柄.君主不敢违道,是因为政治之道以国家

兴亡为二柄控制着君主.按照韩非子的看法,臣下守法、君主守道,都有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利性作

为根据.近一百多年来,亦有评论者强调:法家主张的是法治,而非专制⑥.当然,正如本文第二节所

展示的,对孟德斯鸠来讲,节制政权的关键在于法律有独立性,并且还要有独立的政治实体(比如贵

族)来制衡君主.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在韩非子看来,君主与凡人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利

性,此会成为他守道、守法的根本动力,因此会保证法律的“一”与“固”.而且,我们还可以反问:欧洲

的封建君主政体,以及近代早期涌现的绝对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其中是否都有韩非子式“君主守

道”的说法? 如果有,并且如果其中还存在着孟德斯鸠所说的维护法律的独立机构以及制衡君主的

贵族实体,那么,其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就比韩非子的理想政体或是秦制要好? 毕竟孟德斯鸠认为,除
了这些制度性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让一个节制政权蜕变成一个专制政权.前面提到,节制

与专制是一种谱系性的差别,而非黑白分明的差别.
除了与运转良好的封建政体进行比较之外,专制与否的另外一个标杆,是笔者前面所猜测的孟

德斯鸠改变欧洲的中国印象的诱因,即被孟德斯鸠理想化了的英国式宪政政体.在孟德斯鸠对英国

宪政政体的讨论中(«论法的精神»第十一卷第六章)⑦,我们看到,在这种理想的节制政体中仍然存在

着封建贵族.因此,上述很多比较,也可以转化为与英国宪政的比较.一般来讲,只要我们承认传统

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制衡,那么,传统中国制度,尤其是那些基于儒家的制度(其中吸收了法家“因道全

法”(«韩非子大体»的法治精神),就与西方宪政有了可比性.限于辩护性目标,本文对此就不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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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８７ ３９０页.
转引自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９０页.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３８９页.
例如,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朝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的细致考察.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Montesquieu,TheSpiritoftheLaws,１５６ １６６．



一步展开了.简单来说,虽然笔者不同意一些当代儒者所谓儒家或传统中国一直存在宪政的说法,
但是笔者同样不同意一些反对者把传统中国等同于专制,并因此将之与宪政对立起来的说法.传统

中国试图对权力进行制度性制衡,在这一点上是可与西方宪政相比拟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有宪政

因素.或者,我们也许应该放弃宪政 专制这个对子,承认宪政之外还有其他节制政体.

五、结语:反对传统中国专制说的意义

本文并非简单地断言传统中国政体不是专制,而是说,两千年传统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多元

的光谱性存在.在此光谱中,某些时段的中国传统政体,可能比欧洲的所谓节制政体更不专制.缺

乏对“专制”的深入理解,缺乏对传统中国之复杂性的认知,用“专制”标签把传统中国一棒子打死,这
在理论上是幼稚、有害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其理论上的害处是:在“传统中国＝专制”、“专制＝坏

制度”的前提下,得出“传统中国政治一片黑暗”的结论,从而使得我们无法正视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

与实践资源,无法公允地评价中国政治的得失(乃至认为只有失没有得),更谈不上从其得失中吸取

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主流思潮强烈地否定传统中国政治,钱穆想开一门中国

政治制度史的课,但性本谦和的历史学系主任反对,其理由大致是:“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
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钱穆“屡争”才开出这门课,但开始居然没有学生正式选课①.

传统中国专制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实际危害就是,误解了传统中国的问题,为近一百五十多年

来的“有病乱投医”种下了祸根.我们已经看到,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说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我
们是在西方以及日本的侵略下进退失据,出于一种弱者或失败者心态全盘接受了这种有问题的观

点,甚至发展出“封建专制”这种言辞不通的说法.如果真正理解孟德斯鸠,我们应该知道:反封建,
容易走向专制;而要制衡专制,封建恰恰是很好的手段.由此来看,中国百年来“反封建专制”不果,
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

以儒家为背景的整套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可能恰恰是中国很早地进入后封建社会后(比欧洲

早了两千年)借以制衡专制的方式.至于这种制衡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对传统中国进行节制 专制

的光谱分析,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即使传统中国实际上更偏向光谱的专制一侧,我们也不应

该去批儒家,因为儒家式制度与组织恰恰旨在制衡权力.但新文化与“五四”运动,恰恰以“孔家店”
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废除科举(１９０５)则是这种攻击在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开端.当这些制衡性制度与

组织被打击殆尽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只剩下原子化的个人,而在个性解放的旗号下,作为专制制度的

极端形态的极权政治,便很容易不受制约地诞生②.这恰恰是孟德斯鸠的理论预言.可惜的是,我们

只学习了孟德斯鸠问题重重的传统中国专制说,却未能深入了解他对专制政体本身的正确分析.简

言之,把传统中国错误地当做专制国家全盘否定,反而会因消解了制衡因素而导致真正的专制.
上述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学者相关论断形成挑战.例如,阎步克指出:“如果承认‘中国专

制主义’的话,还能带来这样一个学术便利:有利于对当代中国的若干重大政治现象提供解释.清王

朝瓦解仅４０年,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得重建.毛泽东掌握了巨大的个人权力,甚至出现了个

人崇拜与‘文革’悲剧.这仅仅是外源因素造成的吗?”③

５４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

①

②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９ １７０页.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的这种否定,在今天依然是

主流.例如,政治理论学者唐世平最近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就号召大家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因为“中国历史,特别是

公元１８４０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参见唐世平:«多了解一点世界»,«南风窗»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黑格尔对中国充满偏见,但是他所谓“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转引自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既是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继承,亦很好地(具有讽刺性地)描述

了后“五四”的中国.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但如果本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文革”的悲剧确实不仅仅是外源因素造成的,新文化与五四

运动以来国人对传统中国的错误理解,特别是“中国专制”说广泛流行是其重要内因(当然,这不是说

新文化与五四运动反传统必然会导致“文革”悲剧).而且,“文革”的一个重要攻击对象,恰恰是两千

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之核心的理性官僚系统,它的崩溃反过来加重了“文革”的恶果.此外,如果

用清代的专制解释“文革”的专制,那么,如何解释世界上其他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国家或地区能够

相对顺利地转型? 这些国家或地区并没有直接经历新文化和“五四”洗礼,其领袖要比中国大陆的领

袖更拥护传统,就此而言用清代专制解释“文革”专制乃是成问题的.
与阎步克从批判传统中国专制角度进行“文革”批判相反,本文屡次提到的王绍光的文章则通过

批判“传统中国专制”说进而批判“(传统与当代)中国专制”说.笔者虽然同意他对中国专制说的一

些分析,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在于,虽然本文反对传统中国专制说,
但笔者同时认为,“文革”时的中国,确实出现了专制乃至极权的现象.而传统中国专制说,是要为此

负责的.
在周秦之变中,中国可能已经早于西方两千年,提前进入了后封建社会.当然,这种早熟不能保

证中国一直领先.西方在公元１５００年左右迈向后封建社会,其中一些制度尝试,中国历史上已经出

现过.其真正的创新,是在英国发展出来的宪政①,以及此后的工业革命.相应地,传统中国则需要

从早熟版的后封建社会,向另一种版本的后封建社会过渡.简单地用“中国专制”论,从理论和实践

上否定传统中国政治,等于直接割断了这种过渡的线索.早熟版的后封建中国社会中包含许多好的

东西,如以科举为基础的理性官僚制、乡绅自治等制度与实践,以及为接引工业化社会而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的“书同文,车同轨”、“编户齐民”等传统做法.这些好的东西,有源自儒家的,也有源自法家

的.我们错误地去学习法国、日本等从封建社会进入后封建社会的方法,在割断中国固有线索的同

时,却并没有顺利地学到我们应该去学习的东西.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问题的最终根源.
简而言之,改正我们的错误,应该从质疑“传统中国专制”说开始,应该从与新文化与五四运动告

别开始.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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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此,与启蒙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选择英国而非中国作为理想目标,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为了

争夺话语权,去贬低中国.更大的错误则是,中国的学人与政客,吸取了他的错误,却拒绝了他的正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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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象传校补»举要

陈 祖 武

摘　要:叶衍兰先生与叶恭绰先生祖孙二位合著之«清代学者象传»是一部未竟学术文献.该书第二

集有象无传,业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本文作者历时六年有余,完成«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此次选取其中之

«校补缘起»、«校补凡例»、«校勘举例»,以及山东籍学者赵执信、孔广林、丁以此补传三篇,联缀为文,先行

问世,藉以窥见全书之大要.

关键词:清代;学者象传;校补;赵执信;孔广林;丁以此

«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六易寒暑,蒇事在即.谨掇举大要,恭请方家大雅赐教.

一、校补缘起

叶衍兰先生与叶恭绰先生祖孙二位合著之«清代学者象传»(以下简称«象传»),凡作二集.第一

集为叶衍兰先生著,上起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下迄道咸间姚燮、魏源,共著录清代前期学者一百六十

九人.所著录学者,大抵人自画像一帧,各撰小传一篇,像传辉映,相得益彰.衍兰先生乃晚清文献

学家,诗书画俱工,«象传»之画像、传文及书写,皆出先生一人之手,历时三十余年而成.大家手笔,
弥足珍贵,一时学林共推“三绝”.惟先生生前未及刊行,清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始由其孙恭绰先

生在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第二集为叶恭绰先生著,上起清初钱谦益、孙奇逢,下迄清末民初

江标、李希圣,共著录有清一代,尤其是第一集所缺之晚清同、光、宣三朝学者二百人.除去与第一集

重出之侯方域外,实为一百九十九人.经顾廷龙先生编辑安排,于１９５３年,在安定珂罗版社影印出

版.惟国家多故,世变日亟,虽经恭绰先生二十年之苦心搜辑,而是时所影印问世者,仅为江西画师

杨鹏秋摹绘之各家画像.至于二百家之传文,则尽付阙如.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清史馆所修«史稿»争议正炽,董理一代学术史风气方兴.«象传»第一集的问

世,顺乎潮流,引领风气,颇为四方瞩目.一时学坛及社会名流,若康有为、王秉恩、樊增祥、沈尹默、
冒广生、蔡元培、于右任、罗振玉、谭延闿等,皆有序跋或题签.二十余年之后,«象传»第二集出.时

当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困难重重,虽由叶先生自费仅印二百部,但亦得郭沫若、陈叔通二位先

生题签.据知,叶先生曾以此集一部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有答书致谢,且索观第一集.恭绰先

生原拟续事纂辑,将第二集所缺各家传文补齐,然而迄于１９６８年８月病逝,此愿终未得一践.

１９８６年１月,顾廷龙先生将«象传»之一、二集合为一编,亲笔题写«清代学者象传合集»书名,敦
请潘景郑先生撰序,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廷龙、潘景郑二位先生此举,一则是对两位叶先生

卓著业绩的纪念和表彰,再则亦把传承文明,完成前辈文献大家未竟事业的任务,交给了后起学人.
祖武早先读«象传合集»,既于两位叶先生之筚路蓝缕而深致景仰,亦以«象传»之未成完帙而惋惜.
此后二十 年 间,将 «象 传»续 成 完 书 之 想,每 每 萦 回 脑 际.２００８ 年 秋,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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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所卸去兼任行政职务,得以专意读书问学.恰逢商务印书馆丁波博士来询«象传»整理事宜,
于是多年夙愿得此机缘遂告付诸实践.天乎? 人乎? 实乃时代使然也.

五历寒暑,朝夕以之,至２０１４年秋,«象传校补»粗见眉目.由于祖武生性迂腐,保守落伍,既不

识互联网,亦不知如何使用电脑,经与丁波博士商议,拟即以专用稿纸影印手稿出版.此议既定,承
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俯允,是冬,专用竖格稿纸送至案头,书稿誊正旋即开始.

近六七年间,«象传校补»工作之得以顺利进行,始终要感激四方友人的指教、帮助和支持.扬州

大学已故前辈祁龙威教授,虽素未谋面,然先生生前不惟多次来信来电赐教,而且转赠当地学者之最

新论著.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以往亦无一面之缘,竟枉驾寒舍,颁赐大著«清代人物生卒年

表»、«清代进士题名录».中国友谊出版社王逸明先生,则馈赠稀见抄本影印件,使难觅依据的«孔广

林»一传得以动笔.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彭君华教授,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

教授,福建省文史馆卢美松、魏定榔二位先生,贵州省文史馆顾久、靖晓莉二位馆长,皆不时颁来各地

古籍整理之新成果.历史研究所诸位友人,若袁立泽、林存阳、杨艳秋、李立民、梁仁志等,或购置图

书,或搜寻资料,助我最多,亦受累最多.尤为感念不忘者,是台湾友人“中研院”史语所陈鸿森教授、
文哲所林庆彰教授,二位先生专攻清代经学,多次颁赐研究论著,受教至深,终身得益.

«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六易春秋,蒇事在即,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厚谊,挥翰题签,
鼓励鞭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文史研究馆肇建,首任副馆长、代理馆长叶恭绰先生之未竟遗著,
六十余年之后,承现任袁行霈馆长题签,由忝侧馆员之列的后学续成完书,薪火相传,后先一脉,或可

目为今日文化建设之佳话一则.

二、校补凡例

(一)本书题为«清代学者象传校补»,顾名思义,乃系就叶衍兰先生与叶恭绰先生祖孙二位合著

之«清代学者象传»一、二集(以下简作«象传»),进行校点、补缺.
(二)本书之所谓校,系指依照古籍整理之通行规范,对«象传»第一集之各家小传,以繁体字重行

誊写,施加新式标点,并作必要校勘.“补”之云者,则是对«象传»第二集所缺之一百九十九家小传,
遵循第一集体例,悉数补齐,以使原书克成完帙.

(三)«象传»第一集所撰各家小传,篇幅长短不一,长者近千言,短者不过三五百字.此番补写各

传,统以千字为限,间有参差,上下亦不出一二百言.
(四)«象传»第一集各传文字,为晚清习见之史传文.此番补写各传,亦使用浅近之语体文,以求

行文风格大体相接.惟事类续貂,自惭形秽,是否得体,惴惴不安.
(五)«象传»第一集各家小传,引据史料例不注出处,然事信言文,可据可依.此次补写各传,恪

遵前例,严格缀裁史籍,贯串成文,以保持全书体例之画一.
(六)«校补»之幸能蒇事,仰赖前辈学者数百年之积累.有清一代之官私史籍、碑志传状、年谱日

记、学案等等,皆为«校补»之依据,教益至深,感恩不尽.恭置案头,朝夕受教之晚近学者大著,则主

要有钱仲联先生«广清碑传集»、卞孝萱先生«民国人物碑传集»、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

先生«清人诗集叙录»等等.«校补»工竣,饮水思源,谨向前哲时贤之辛勤劳作致以深切谢忱.
(七)清代学术宏深,以总结整理我国数千年学术为特质,二百数十年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

祖武不学,虽以读清代学术文献为毕身功课,然未明要领者尚多,所知不过其间之一二而已.因之此

次«象传»之«校补»,错误遗漏当所在多有.敬请方家大雅多赐教言,俾便他日幸能再版,一一遵教订正.

三、第一集校勘举例

«冒襄传».
传凡二稿,第一稿云:

８４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南如皋人.副宪起宗子,为“四公子”之一.中明崇祯壬午副

榜.年仅十有三,用台州府推官,不就.家有水绘园,四方名士毕集,风流文采,照映一时.尝辑同人

投赠诗文,为«同人集»十二卷.年六十有三卒,私谥潜孝.先生所著有«水绘园诗文集».
第二稿云:
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南如皋人.父副宪公名起宗.先生生而颖异,举崇祯十五年

副贡生.年才十二(一),即与云间董太傅、陈征君相唱和.又与张公亮、陈则梁等四五人,刑牲称雁,
序于旧都.时尚未弱冠(二),姿仪天出,神清彻肤,见者目为“东海秀影”.应试来金陵,寓秦淮水阁,
与方密之、陈定生、侯朝宗称“四公子”,琴歌酒讌,觞咏流连.秦淮故佳丽地,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

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先生顾高自标置,每遇狭邪掷心卖眼,皆土苴视之.有董姬小宛者,容貌艳

绝,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先生一见悦之,姬喜甚,欲委身焉.时副宪公官衡永兵备使,先
生前往省视.会献贼突破襄、樊,特调公监左镇军.先生痛父身陷兵火,上书万言于政府言路,历陈

公刚介不阿,逢怒同乡同年状,倾动朝堂.其后公复得调,不赴,请告旋里.先生归吴门,于月夜泛

舟,游至桐桥,邂逅遇姬,惊喜欲狂.遂与之渡浒墅,游惠山,历毘陵、阳羡、澄江,抵北固,登金、焦.
姬著西洋布退红轻衫,观竞渡于江上最胜处,千万人争步拥之,谓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先生旋

赴白门秋试,姬买舟直抵秦淮.先生试毕,诸名贵置酒,宴先生与姬于河亭,演«燕子笺».女郎满座,
皆激扬叹羡,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榜发,先生复中副车,而副宪公请假适归,姬父又积逋数千

金,索者甚众,悉欲于姬身取偿,事久不集.虞山宗伯亲为规画,以手书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闻

者称快,而并颂宗伯之高谊也.
甲申变起,先生举家避难渡江,遁浙之盐官.国朝定鼎,始还故里.姬以劳瘁卒,先生痛之,为撰

«影梅庵忆语».先生诗文、书画俱工,性豪迈,喜宾客.尝辟台州府推官,不就(三).家有水绘园,四
方名士毕集,风流文采,映照一时.尝集同人投赠诗文,为«同人集»十二卷.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六

十有三(四),私谥潜孝.先生著有«水绘园诗文集»若干卷.
校记:
(一)据冒广生辑«冒巢民先生年谱»,谱主以诗见赏于董其昌、陈继儒,事在天启四年,先生时年

十四.
(二)据冒广生辑«冒巢民先生年谱»,谱主与张公亮、陈则梁等五人盟,事在崇祯九年,时已二十

有六岁.
(三)据冒广生辑«冒巢民先生年谱»,谱主崇祯十五年中式乡试副榜,时已三十有二岁.明年始

有授台州司李不就事.非如第一稿所云:“年仅十有三,用台州府推官,不就.”
(四)据冒广生辑«冒巢民先生年谱»,谱主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十二

月,享年八十有三.叶先生疑为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所误,吴氏记冒襄生年为明崇祯三年.
«吴历传».
吴历,字渔山,江南常熟人.诸生.居近言子墨井,因号墨井道人.以画名重海内,世称“三王吴

恽”.尤善山水,宗法大痴,心思独运,丘壑灵奇而气韵沉郁,魄力雄杰.又深得王奉常之传,故能俯

视诸家,独树一帜.所画«天池石壁»,曾邀仁庙睿赏.麓台论画,左石谷而右渔山,然非确论也.工

诗,善鼓琴,书法坡翁,神韵极肖.初与石谷为画友,相得甚深,后假去石谷所模大痴«陡壑密林图»,
日久不还,因之隙末.康熙五十四年,年八十四,强健如壮时.张汉瞻先生为作传,后浮海不知所终.
或云卒年八十有六(一).著有«墨井诗草»若干卷.

校记:
(一)据«重修常昭合志»之«吴历传»,先生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年八十有六.«清史稿»之先生本

传,则记卒年为康熙五十七年,年八十七.据陈垣先生著«吴渔山先生年谱»,谱主生于明崇祯五年,
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享年八十有七.言之最确,足以信据.又据是谱,«传»称谱主“邀仁庙睿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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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石谷画,“日久不还,因之隙末”及“浮海不知所终”云云,皆不确,实系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谨将援

庵先生相关之考证文字,恭录如后.
据谱末«补白»记:
程祖庆云,先生常熟文学生,以画名重海内.所画«天池石壁»,曾蒙睿赏云云.按:先生布衣,非

文学生.天池石壁为吴山十六景之一,石壁上镌赵宧光书“华山鸟道”四大字.山半有池,横亘数十

丈,景奇胜.乾隆二十二年,南巡至其地,有«题吴历天池石壁图»诗,云:“我登鸟道华山巅,一泓天池

乃俯视.设从山下望石壁,虚无应在云端拟.乃知居高见自广,游于物内迷美恶.渔山写照即境披,
评图莫若评其理.”见«乾隆御制诗二集»卷六十九.所谓“睿赏”,当即指此.«清代学术象传»于“睿
赏”上加“仁庙”二字,似误.

据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八十三岁条记:
冬,石谷跋先生«仿黄鹤山樵立轴»云:“此渔山得意笔也.深入黄鹤山樵之室,兼追巨然遗法,要

非浅近所能想见一一,佩服佩服.甲午冬日,识于来青阁,耕烟散人王翚.”见«吴越所见录»六.此跋

可破张庚“石谷晚年与先生绝交”之说.翁同龢«题石谷留耕图用渔山韵»有云:“意在欧罗西海边,渔
山踪迹等重烟.题诗岂解留耕趣,荒却桃溪数亩田.”注:“渔山晚奉景教,浪游不归,其志与先生殊

途.其借画事乃后人傅会耳.”按:翁同龢不信借画说,而犹信浪游不归说,则此谱之作不容缓也.
据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岁条记:
随柏应理司铎往大西,至澳不果行.
«画跋»云:“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学道三巴,眠食第二层楼上,观海潮度日,已五阅月于兹矣.”
据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十一岁条记:
在澳入耶稣会.
据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二岁条记:
«耶稣会士档»始载先生名.先生洗名西满沙勿略,入会后又取西姓雅古纳.
据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八岁条记:
在江宁.
据是谱其后二十余年所记,先生在上海、嘉定、苏州、虞山间往返,服务嘉定教区最久.
据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八十四岁条记:
张云章«墨井道人传»作于本年.后之为先生传记者,概以此为蓝本,故每不知先生卒年.张子

曰:“余与道人无一日之旧,而交石谷甚欢.然道人之高致,非独余高之,即石谷子亦高之也.”
据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八十七岁条记:
圣玛弟亚瞻礼日,先生卒.见墓碑.是为阳历二月廿四日,即本年正月廿五日,计后卒于石谷者

百一日.葬上海南门外,由同会修士孟由义立碑.碑存今圣墓堂,题曰:“天学修士渔山吴公之墓.”

四、第二集补传举例

«赵执信传».
赵执信,字伸符,一字淡修,号秋谷,晚号饴山,亦号无想道人、抱膝居士、知如老人,山东益都人.

先生少工吟咏,颖悟绝伦,有“圣童”之目.康熙十七年,以第二名举乡试.翌年,成进士,年方十八,
才名大振.旋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是时方征鸿博之士,绩学雄文,麕集辇下.先生少

年科第,睥睨其间,纵横挥洒,倾倒座人.老宿若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诸先生,尤所引重,订忘年

交.二十三年,典山西乡试,得人称盛.二十五年,迁右春坊右赞善,充«明史»纂修官,预修«会典».
先生好纵酒,喜谐谑,士以诗文贽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以致不知者谓狂,
知者则赞为旷世逸才.先生俯视侪辈,不轻许可,才益高,望益著,忌者亦益多,乃至竟有衔恨而落井

下石者.二十八年,国子生洪昇新撰«长生殿传奇»成,送稿请质.先生雅好元曲,喜见佳构,同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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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于是邀聚朝中友好,宴饮观剧.时值皇后卒,大丧未除,依清廷定规,京朝官百日内不得作乐.先

生此举授忌者以柄,遂为给事中黄仪劾奏削籍,时年未及三十.一时文苑有诗云:“秋谷才华迥绝俦,
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先生既罢官归,益放情于诗酒.所居因园,依山构亭榭,怡情养志,不复为仕进计.独笃于气谊,
济人缓急.莱阳同年友张重启削职归,为有司所窘,避迹依先生.先生馆之数年,经纪其丧,妥为善

后.常熟诸生仲是保,走二千里追随,先生留馆十九年.及卒,亲笔论定诗文,择地安葬.先生工书

法,真、草、八分,世所珍赏.性好游,尝远逾岭表,再涉嵩少,五过吴阊、维扬、金陵.所至以文会友,
流连酬接,乞诗文、法书者踵至.徜徉林壑逾五十载,登山临水,兴会所触,直抒胸臆,每寄于诗.先

生之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得法于虞山冯班,称私淑弟子.时王士禛以显宦主盟诗坛,鸿生俊才多

出门下.先生娶士禛甥女,初两家犹相重,后论诗不合,日渐疏远.先生终掉臂其间,自树一帜,著
«声调谱»、«谈龙录»而唱为别调.乾隆九年卒,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有«因园集»、«饴山文集»、«谈龙

录»、«声调谱»、«礼俗权衡»,凡五种三十九卷,合称«饴山堂全集».乾隆中修«四库全书»,著录先生

所撰«因园集»、«声调谱»、«谈龙录»三书.于王士禛、赵执信二位先生之论诗公案有云:“王以神韵缥

缈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派病于纤小.
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所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

«孔广林传».
孔广林,原名广枋,后更广林,字丛伯,号幼髯,晚号赘翁,山东曲阜人.先生乃孔子七十代孙.

父继汾,以乾隆十二年举人官户部主事.先生自幼随父官京师,后奉母返里,读经史及诗古文,学为

举子业.乾隆二十九年,补博士弟子员,时年十九.明年,补廪膳生员.迭经乡试不中,进取功名之

心渐衰.三十四年,究心«三礼»,搜汉义,兼学篆,撰«说文形篇»,集石鼓文.翌年,乡试复荐而不售,
乃应宗子命,署太常寺博士.三十六年春,高宗南巡,先生随宗子恭迎,旋充复圣位捧帛官.秋,乡试

再黜,仕进之念已灰.从此尽弃帖括,专意«礼»学.三十九年,其父为先生捐资得贡生,然先生进取

意绝,不为所动,依然致力搜求郑玄经学遗著.迄于四十二年,所辑郑玄«六艺论»、«易注»、«书注»、
«毛诗谱»、«三礼目录»、«郑志»诸书粗成,凡十八种、七十二卷.

乾隆四十九年,家难起.七月,因安葬祖母事忤宗子意,先生父遭劾奏.奉旨自议罚银,交豫工

充用.后自认罚银五万.十一月,横祸再至,怨家挟嫌诬控,指先生父所撰«孔氏家仪»语涉悖逆.五

十年三月,奉旨交刑部严讯.后以“撰述沽名”,交部议发伊犂.改请交银万五千代赎,得旨报可.八

月,为筹措罚银,先生父南下江浙,乞援诸亲友.五十一年八月,病卒杭州.三弟广森为豫工解银,南
北奔波,是年十一月,亦殉其父于九泉.老父及爱弟含恨而殁,先生痛叹:“我生一日,即抱憾一

日也!”
嘉庆元年春,先生挈眷南游杭州.时曾姪孙婿阮元督学在浙,常于公余过访.先生亦得与一方

饱学之士,如丁杰、陈鳣、臧庸诸贤论学谈艺,往复辨证郑玄经说,颇闻所未闻.二年五月,返乡.先

生念在杭得见诸君子所辑汉义,自愧不能竞胜,表彰郑学之志搁置,转而游心词曲,排解烦闷.五年,
撰«女专诸杂剧»成.七年,«斗鸡忏传奇»九易其稿,录成清本.八年,将先前所成之杂剧传奇、散套

小令共录一集,凡八卷,题曰«游戏翰墨集».十一年秋,始自叙年谱.明年,自号赘翁,撰«赘翁说»书
之座右.先生最爱«元人百种曲»,而惜其择焉不精,十四年,择其尤者四十种,录存箧中.十五年,
封奉直大夫.十七年,通录历年词曲诸作,汇为«游戏翰墨»二十卷.重录经学旧稿,题曰«幼髯孔氏

说经五稿».十八年,重行审校所辑郑玄经说,录成«通德遗书所见录»清本七十二卷.十九年四月二

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所著除前述诸书外,尚有«延恩集»、«幼髯韵语录存»、«温经楼年谱»等.
«丁以此传».
丁以此,字竹筠,山东日照人.丁氏为一方望族,书香传世.先生幼遭乱离,贫而好学.年十八,

往谒同邑先翡许瀚.瀚博通经史,尤精金石文字,以治朴学而闻名遐迩.先生朝夕追随,得悉朴学门

１５«清代学者象传校补»举要



径.尝以诸生再赴乡试,不得中式,乃弃去举业,专意古学,潜心于文字音韵.有清一代之古音学,昆
山顾炎武著«音学五书»而导夫先路.及乾隆间,江永、戴震、钱大昕、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诸家继

起,遂由经学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诸家之离析古韵,皆自«诗经»始.间三为韵发于顾炎武,连章为

韵、句中为韵则出自钱大昕,及孔广森为«诗声类»,乃得通例十、别例十三、杂例四,其法大具.王念

孙最享高寿,集诸家大成,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洵称后来居上.先生出诸家后,以为孔氏«声类»韵例

不完,乃潜心其间,又分单句、连句、间句、连章、隔章、变韵六例,都为七十三例,历时十数年,结撰«毛
诗正韵»四卷、«韵例»一卷.书成,以知音者少,故存之笥中.先生仲子惟汾,友馀杭章炳麟、仪征刘

师培、蕲春黄侃,三人皆悉于音韵之理.惟汾请先生以所著质炳麟,炳麟亟宣扬之.师培、侃亦各为

之序赞.
先生一生虽专攻朴学,然未尝忘经世.既究心声音文字,亦博识史籍并百家杂说,且及论兵之

议.同治十年前后游济南,遇朝鲜士人谒孔林者,询知彼国乱局,因悟日本之野心,亦潜为吾国忧矣.
光绪初,清廷选派学生赴英法习海军术,先生欲以惟汾往而不得.三十年以后,各省书院奉诏改学

堂,济南既立高等学堂,遂命惟汾学焉.其后,惟汾奔走国事,至触当国者怒,累濒于危,先生益勉之.
清亡,先生目睹军阀割据,国无宁日,忧国之思既深,居常宛抑.晚年,以既成«毛诗正韵»,复欲推其

法以治古韵语,惟年事已高,未克如愿.疾革,谓惟汾曰:“不徒«三百篇»字字皆韵,即古谚谣亦若是.
‘恤恤乎,湫乎,浟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恤恤迩韵,湫浟韵,三乎字

与家图韵,身臣人韵,浅远韵,三而字与思谋志有矣哉韵.类此者本欲自订成书,今已矣.汝可语季

刚,季刚能集以成书,当于古韵发明不少.”季刚者,黄侃字也.
民国十年四月,先生病逝,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毛诗正韵»、«诗草»等.先生故世十年之后,章

炳麟太炎先生闻先生临终语,以先生能于二十六言之古谣谚中,觅得入韵者二十五,深表叹服.恨不

能起先生于九原,一以类似之心得相质.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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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表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

马 俊 亚

摘　要: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论说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但对乡村危机的描述,相当

部分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这些叙述把世界市场带来的暂时性经济波动视为社会不可消

除的终极矛盾.事实上,即使是危机时期,近代江南工商业经济仍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乡村社会真正

的危机,不是苦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是苦于与世界经济的隔绝.在一些灾患较少的农耕地区,农家经济

确实苦于内卷化;而灾患深重地区的农民,则更苦于不能内卷化.农民通过脚来表述的二三十年代乡村危

机,更加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矛盾.

关键词:乡村危机;农村破产;世界市场;江南地区;内卷化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描述可谓汗牛充栋.一部中小学教材沉痛地写道:“创巨痛

深的农村,完全走上死亡的尖端(原文如此———引者注),这是何等严重的现象呀!”① 邓飞黄指出:“遭了

八十多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中国农村经济,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万劫不复的境地了.”②

许多学者多把现代工业打垮手工业列为乡村危机的原因之一.余霖(薛暮桥)写道:“都市工业

品侵入之结果,使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破产;农民之收入,因此大减.”③ 费孝通的调查认为,现代缫

丝工业兴起后,挤垮了农民的家庭工业④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了

１８４０ １８９４年洋纱、洋布排挤土纱、土布的过程⑤ ,１８９５ １９２０年“农民家庭棉手工业的进一步破坏”
的过程⑥ .丁日初等学者认为,上海手工纺织工业自清光绪中叶起已走向下坡⑦ .上述学者的看法,
多囿于当时经济方面的数据.实际上,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最好表述,可以通过不

同经济形态、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来作出全新的观察.

一

学者所述的危机大量发生在江南地区(主要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南浙北).有人写道:“江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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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早已由天堂而入地狱.江苏最繁华区域之无锡,亦时时发生抢米风潮.”①众所周知,江南是当时

中国经济最繁荣地区,人们不禁要问,时人所述的乡村危机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总的说来,像江南这类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产业日新

月异,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益处,事实上得到了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加之这里较多的公益组

织、良好的社会福利,与传统农耕区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在１９２９年以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

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发生大萧条,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乡村经济作物的价格大幅下跌,农民收入

锐减.这也是危机论者强调较多的方面.
显然,危机论者强调江南地区的乡村危机,既有工商业暂时性萧条的历史事实,更有意识形态方

面的重要考量.马克思认为,小生产“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

坏”②,这一论述是当时左翼学者对中国乡村家庭经济破产的终极解释.
其实,江南乡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不是廉价的资本主义工业品对手工业制品打击的结果,而是

较高的资本主义工厂工资对乡村劳动力吸引的结果.嘉定县方志称:“自交通便利,各工人受雇于上

海者日多.本地几供不应求,故工价逐渐增涨.”③南汇县“各乡镇渐讲育蚕,近日工厂林立,妇女多务

织袜、织巾”④.张艺新、沈毓庆等人１９００年在川沙县开设经记毛巾工厂,“招收女工,一时风气大

开”⑤.
工厂纷纷设立,招收的工人动辄成百上万.杨树浦大纯纱厂南、北二厂共有工人数千名⑥.１９２２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达１０００人,男女工友约３５００人,各省分支馆局职员、工友１０００余人⑦.宝

山华丰纱厂和永安纺织公司第二纱厂两厂工人数达５０００余名⑧.１９１９年,“上海一隅,各业工人数

达二十余万”⑨.据上海农村居民在１９２９年的回忆:

　　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

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
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

上海农村那些进厂工作的妇女,原来多是农村的手织者.像真如地区,“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

棉,多习纺织.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宝山县,“向恃织

布,运往各口销售.近则男女多入工厂”.川沙县“向以女工纺织土布为大宗”,“今则洋纱洋布盛

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众多的手织女工被吸纳到工业中

来,江南乡村手织业焉能不衰落?
工业的发展,使“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财富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些有职业者,基本能够维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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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活;“田少者,或作工艺,或种种杂贩,亦能自赡”①.因此,江南乡村手织业的衰落,不但不是农

村破产的表现,恰恰是乡村获得跳跃式发展的证明.据对上海纱厂工人的调查,有地家庭每年从土

地获得的收入每亩为３元,但家主一人的年薪可达４３２元(月薪３６元)②.据对上海农村的调查,各
农家来自工业的收入相当于农业收入的２．４８倍,相当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２．５５倍,相当于农业

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１．２６倍.在家庭收入中,工业收入已居主导性地位③.
另外,从晚清维新思想家开始,许多学者把中外买卖方双赢的商业视为你死我活、你胜我败的经

济战争或零和博弈,是以“商战”理论长期主导中国的政治经济行为.１９３２年６月７日,在上海国货

展览会开幕典礼上,代表实业部的国际贸易局副局长何炳贤所作的训词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商战者的

思维.他称: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军事战争;另一种是商业战争,“这种敲精吸髓、杀人不见血的商业

战争,是百倍、千倍惨过军事战争.军事战争的失败,是政治上的亡国,我们还可以徐图恢复.商业

战争失败,就是经济上的亡国,这就是万劫不复的”.外国企业家在中国获取的正常商业利润,被视

为远比从中国抢劫财富还要恐怖,甚至被视为农村破产的肇因:“我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年年都是

入口超过出口.但是这笔款子,是流到外国去了.所以弄到我国的农村破产、工业凋零,商业更

奄奄一息,完全在帝国主义的鼻息下生活着.到了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破产地步了,我们快

要经济亡国了.”④这种商战理论,与后来冷战思维实有异曲同工之处.直到今天,学界已对后者作出

了较多的反思,但对前者则大多奉之若素,因此有必要指出,二三十年代的国际贸易绝非中国乡村危

机的祸首.相反,不管是出超还是入超,外贸都对中国乡村的商品流通、货币增加、劳动力调配等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国际市场隔绝的农村地区,所受的危机只会更加惨重.

二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论者强调最力的证据,是机器工业打垮了乡村手工业.事实上,作
为中国家庭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已被证明并没有被机器工业挤垮.传统手织业中,花费

时间最多、效率最低的工序是纺纱,５人纺纱才够１人同时织布;一名手纺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机纺

纱工人的八十分之一.而农家手织工人与工厂机织工人的效率则相差不大.在江苏通海,山东潍

县,河北高阳、宝坻等地区,大机器工业替代了家庭手工业中效率极低的“纺”,而极大催生、扩大、提
高了“织”的效率.在更加落后的苏北、皖北、鲁西南等地区,大机器工业使原来乡村“男耕女不织”的
形式,转变为男耕女织结构⑤.

机器业挤垮手工业的最典型事例,在缫丝业等行业中确实大量存在.以江南地区而言,“以前缫

丝制经,多用人力木车.故育蚕之家,多自行缫制.及机缫方法采用后,即渐移至上海、无锡等都市

丝厂,人力缫制,反不重要”⑥.１９００年前,每年新丝上市,无锡各丝行纷纷派人在各交通要道拦住农

民抢收;十数年后,机器缫丝厂兴起,“土丝日渐减少如无锡一带,土丝绝迹”⑦.费孝通对吴江县

开弦弓村调查后指出:该村６８４名妇女中,过去至少有３５０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在工厂制度下,同
样数量的工作,不到７０个人就能完成,将近３００名妇女因此失去了工作的机会⑧.

这种用简单的加减法来概述工业化时代的乡村经济,实为莫大的误区.且不说一家近代缫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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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作为龙头对周边交通、运输、电力、商业、饮食、幼抚、教育、娱乐、医疗等产业的催生与拉动,单就收

入而言,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失去了手工缫丝的农民家庭的收入不降反增.
尽管农民失去或减少了手工缫丝业,但农家除得到了进入工厂做工以及从事其他手工业的机会

外,还获得了较多的副业补偿.也就是说,原来从事育茧、制丝和耕作的“副业＋手工业＋农业”相结

合的农家经济结构,演变成单纯的养蚕育茧与耕作相结合的“农业＋副业”型经济结构.农民虽然失

去了手工缫丝的收入,但副业收入却得以大幅度增加,远远超过了失去手工业所造成的损失.据调

查,机丝兴起后,尽管土丝业日渐减少,但江、浙各地农家植桑养蚕的数量却有增无减.１９１９年,苏
州地区“桑树一项,则遍地皆是,居民稍有隙地,虽三弓五弓,亦必栽桑”①;无锡“春夏秋三季,育蚕售

茧,岁计六七百万元”②.据统计,无锡农家养蚕育茧,即以茧价较低的１９１３ １９２０年每担蚕茧５０元

计算,每亩农田种粮(稻麦两熟)可获毛利１５．４５元,每亩农田种桑则可获毛利６５元,种桑育茧的收

益是种粮收益的４２０．７％③.养蚕收益远远高于种植稻麦的收益.直到１９３５年,无锡等地的农家,
“除赖稻麦维持食料以外,其他一切开支都赖蚕桑”④.

农家从蚕茧副业中获得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显然是因为机器缫丝业对原料茧的大量需求造成

的.据１９２８年统计,仅无锡４５家丝厂年用茧量即达１２９４００担⑤.这种对蚕茧的大量需求,是手工

缫丝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在手工缫丝没有被机器工业打垮的时期,农民不可能从养蚕育茧中获

得那么高的副业收入.
实际上,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土丝业并未因机丝的兴旺而绝迹,农民收获蚕茧后,会留下一部分干

茧自家缫制土丝.据１９５０年的调查,吴江震泽、严墓地区,“农民所抽的土丝,多直接售于震泽的土

丝行(震泽全区有土丝行十四家),再由土丝行售于纺经行(亦算加工整理场,全区有纺经行十二家),
由纺经行加以纺摇,便成纺经,即可销至上海、杭州、苏州等地”⑥.浙江也有类似情形,据对各类丝织

物产量的调查,土丝织物的数量在１９４６年以前竟远远超过厂丝织物的数量⑦.
农家保留土丝业,并非缫制土丝能带来更多的收益,而是用来应付茧市低落.手工制丝的存废,

并不取决于大机器工业的排挤,而是取决于机器工业收购蚕茧时的报价.如在浙江地区,“土丝产

量,年各不同,概依茧价之高下而有消长,如茧价高时,虽土丝价格亦随之升腾,但茧农均乐于售茧,
而不愿自制土丝;如茧价低时,蚕农则不愿售茧,率多自制土丝”⑧.所以,农村土丝业缩减之时,正是

茧价极高,农家收入也最高之时;而在农村土丝业盛行时,也正是茧市低落,农家收入降到最低点之

时.可见,农家土丝业的消减,并不表明农家收入的减少,更不表明农家经济的破产.
其他像面粉、碾米、酿造等行业中,家庭手工经济的存续,根本无法证明乡村经济的和谐兴旺,相

反,家庭手工经济的消失,却极易证实乡村经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实际上,即使遭遇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江南地区的乡村状况也远好于其他农耕区.因此,中国

乡村危机绝非在江南最为严重,也不是二三十年代才出现,其根源更不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竞争的结

果,反而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较长时期里促进了江南乡村经济的协同增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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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以说,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严重的乡村危机,不是发生在受到资本主义侵入的地区,而是主

要发生在资本主义无法“侵入”的地区.
笼统地说,中国每个王朝的衰败,均与乡村危机密切相关.因此传统的统治者总是把农村问题

放在首位,制订了各种救灾机制,重视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等等.清后期以后,中央

政府采纳了“商战”理论,从原来抑制工商的极端,转向了工商崇拜、乃至后来的 GDP崇拜的另一极

端,抛弃了传统王朝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重农减灾等正确而又必须的做法.因此,随着近代 GDP的

暴增,乡村危机愈加严重.
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没有“新”经济成分产生的传统农耕地区,由于不能创造出国

家趋之仰之的财税收入,理所当然地被国家所忽略,发生了极为普遍的危机,远较江南地区严重.尤

为重要的是,这些危机远在二三十年代以前就已大量存在,却甚少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传统农耕

区的危机,也不是苦于西方学者(如黄宗智教授等)所说的“内卷化”———乡村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

劳动力投入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上,造成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危机地区的农民更像是苦于无法内卷

化! 即虽拥有土地,却苦于无法投入太多的劳动力.如与江南相比,江苏北部地区显然与世界市场

更加隔绝.早在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时,就发现淮北地区的土地大量荒废,任其长草.靳辅计划把沿

河荒地募帮丁垦种,但当他准备使用这些荒地时,当即就有田主出认,并有合法田契和纳粮的凭证.
经靳辅调查得知,淮安、徐州、凤阳等地种田“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

麦,多杂艺于蒿芦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粪溉,甚有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资生者,比比皆然

也”①.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弘谋指出:“淮徐海境内,地土非尽瘠薄,可以种植.地土一望无际,只
因河流未通,一遇天雨,是处弥漫.或广种而薄收,或有种而无收,一年妄费工本,次年遂弃而不种.
所以民间土地不甚值钱,亦不甚爱惜,地皆旷土,民习游惰.”②而农民任其长草,是因每年必定发

生的水灾所迫.

１９０６年,两淮地区发生了“近四十年未有之奇灾”,推原其故,“由于旧有之引河失修者已多历年

所,一遭水患,致令此极广阔、极繁盛之区顿成泽国”.铜山、邳州、宿迁、睢宁、萧县、海州、清河、桃
源、安东、阜宁、山阳等州县,受灾极重,垂死的灾民有１５０万人③.１９１０年,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颍等

地,“屡被水灾,闾阎困苦,惨不忍闻”.每日饿死达五六千人,该年秋至次年２月,饿死七八十万人,
待毙者四五十万人.１９１１年,江苏淮海与安徽凤颍数万饥民,“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

土坑内,刮其臂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④.此类记述在史书中不

绝于载.
太平天国之后,太仓州“招江北人垦荒”⑤;苏州胥门内百花洲,“多江北人,搭盖草棚以居”⑥.
除了天灾外,苏北等地的人祸也比江南地区严重.据１９３０年的统计,仅流落在江北的各种枪械

就达２０万支,其中约三分之一至一半掌握在土匪手中⑦.时人指出:“凡是土匪盘踞之处,农田往往

荒芜,是即农民被迫离村之象征.凡有土匪之区域,几莫不如是.江苏北部所谓江北各县,在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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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１９３４年———引者注)亦为各种盗匪猖獗之地.是时江南都市中各种工人与苦力之充斥,大部都

是此种江北人.”①

有学者指出:“查江北占全省面积四分之三,人口只及全省总数三分之一,今反有源源自江北而

来江南谋生者,其以不堪匪扰为主因,固不待言.”②青浦乡村雇工,“大半来自丰、宁、兴化,俗称之为

江北人”③.１９３０年,有人写道:“生长在江南的儿女们,年年看见江北人的来到于江南各县的城市做

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在一只破烂的小船里边,住宿,吃饭,养小孩子.”④拉黄

包车被视为在江南的苏北男性最普遍的职业,另外,“做苦力,逢有婚丧喜庆,为人家奔步打杂等一切

下等职务”.某县北门外,有一个较大的旷地,“聚居在那个旷场上的江北人,大都以编织芦席为业,
以此得名.那里住着的江北人,总不下一二百户人家,草屋接二连三,望衡对宇,不着火则已,一家起

火,就得烧个全场.前后也已不知烧过了多少次”⑤.
赛珍珠小说中所反映的淮北流民向“南方”逃荒的情景,就带有极大的历史真实.他们逃荒时,

家中不断有人饿死,有些人家甚至开始人吃人⑥.闻一多描写逃荒后的临淮关梁园镇:“他们都上哪

里去了? 怎么虾蟆蹲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着;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

牵? 门框里嵌着棺材,窗棂里镶石块!”⑦

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并非无地耕种,而是在淮北无法耕种,他们是乡村危机最真实、最客观的

体验者,他们用脚所作的表达,远胜于书斋中带有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用笔所作的叙述.
江南与淮北这种地区性贫富分化的二元结构,比中国自然地貌的区别更加明显.令人浩叹的

是,当时的话语权和国家调控政策更多地掌握在大都市、发达地区的学者和官员手中,造成了对中国

贫困乡村的极大隔膜和误解,国家的政策资源较多地流向了发达地区,客观上引发了地域发展中的

马太效应.

四、结　语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人口移动的规模非常惊人,可以说,大部分地区乡村人口的移动是农

村破产的结果.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核心地区.２０世纪前期,即使在其最低谷阶段,

也远未沦落到破产的程度,特别是其工商业经济,仍然蕴藏着无比的活力.因此,即便在在江南农村

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也从未见到江南农民向内地其他地区大规模地避灾,反而是江北等地区的农民

一如既往地向江南移动,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的乡村危机要远轻于中国其他地区.因此,在江南苦于

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时,像苏北等地区更苦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隔绝.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经济,
过于渲染资本主义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掩盖了中国乡村更本质、更深刻的经济困局和社会矛盾.

即使同是农耕区,学者们的认识也存在不少误区.在一些灾患较少的农耕地区,农家经济确实

苦于内卷化;而灾患深重地区的农民,则更苦于不能内卷化.农民通过脚来叙述的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乡村危机,更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及中国社会的本质矛盾.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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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理论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吴　英

摘　要: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以世界体系为框架、长时段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理论,为我

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作整体、动态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自创立以来,世界体系理论在不断扩展其影

响的同时,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针对来自韦伯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大卫李嘉图倡导的“比较优

势规律”的拥护者、新欣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世界体系理论所提出的各种批评,沃勒斯坦作出了有力回

应,并在新近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４卷中对以前没有涉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影响进行了

系统考察,由此更全面和深刻地展现出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论内涵及其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批判与回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法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际政治经

济学家,他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而闻名于国际社会科学界.作为一种理论构建,世界体系理论兴起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其标志就是沃勒斯坦在１９７４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１卷① .其后又

陆续出版了第２卷② 、第３卷③ ,最终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新理

论体系,影响遍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
今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学派.沃勒斯坦摒弃了传统的对单一“国家”和“社会”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以

“世界体系”为框架、长时段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理论,从而为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作整

体、动态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当然,世界体系理论自形成以来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沃勒斯坦在为新近出版的该书第４

卷以及为重新出版的前三卷撰写的序言中④ ,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本文将结合沃勒斯坦对来自各

方面批评的回应,阐发世界体系理论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一

把沃勒斯坦新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４卷和先前出版的第１至３卷结合起来阅读,不仅加深

了我们对他所阐释的从１６世纪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解体的必然趋

势的认识,尤其使我们对他的方法论有了新的认知.他为前三卷新写的序连同第４卷的序,一方面

　

作者简介: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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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了来自当今西方各主要学科领域和主要学术流派学者对他的理论和方法提出的批评或质疑,同
时也进一步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回应和阐述将我们引入了作者宏大而富有独特创

意的世界体系理论和方法论的殿堂,使我们受到许多启迪.即使他的回应和阐述还难免留下一些未

能使我们释疑的问题,但也将促使我们沿着他的思路去进一步思考,从而向着最终释疑的方向推进.
沃勒斯坦的回应和阐述涉及同他的理论和方法论相左并对其加以品评的学术流派或思想理论

体系主要有韦伯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大卫李嘉图倡导的“比较优势规律”的拥护者、新欣策主

义(neo Hintzian)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义批判”.
关于韦伯主义,沃勒斯坦主要针对它认定“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

展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指出“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

之前发生的”①.这显然坚持了“经济转型”的客观存在决定精神、意识,而不是与之相反的观点.为

此,韦伯派指责沃勒斯坦“太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沃勒斯坦却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

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斯密主义”.
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申明他“指的是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由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由大多数托洛茨

基派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的世界体系分析“违背了所

有”他们认为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本质上是在新兴的城

市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商(主要是工业企业家)之间展开的”的斗争;“经济基础相对政治和文化

上层建筑而言具有首要性”;“有关在因果解释中内部因素(即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那些因素)相对于

外部因素(即在一个国家外部产生的那些因素)而言具有首要性”;“有关进步的必然性,即沿着一种

由不同的所谓生产方式组成的序列做必然性的演进”这样一些理论前提.沃勒斯坦回应道:“这种指

责,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合理性.”我们虽不清楚那些“指责”的具体细节,只是从

沃勒斯坦的回应来看,如果以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体系、而不是以其中的个别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那
么,关于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演进序列等方面的

分析角度,自然会同以个别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种分析角度都各有其合理性.
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对于更深刻地透视当代世界整体及其中各个局部的关系和它们的起伏

变迁,显然是有益的.偏执一端,则难免有所缺失.
关于大卫李嘉图倡导的“比较优势规律”的拥护者,沃勒斯坦指出,由于他揭示的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中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之间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交换,“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

嘉图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而且,沃勒斯坦还强调不平等的交换最

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所以,“这个学派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是危险的”.由此观

之,沃勒斯坦对“比较优势规律”论者的反批评显然是有理有据的.另一方面,该学派的论者批评沃

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未能解释在当代世界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也未能解释

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能改善其境遇”.我们觉得,这的确是他的分析

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这个薄弱环节的存在,是同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只强调世界体系整体的

分析角度而排斥对整体中的各个国家进行个别研究的分析角度的偏颇态度有关.
关于崇奉德国政治史家奥托欣策强调政治相对于经济具有自主性的新欣策主义学派,沃勒斯

坦认为,他们主要是批判“我错误地将政治和经济两个分析领域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域,实际赋予了

经济领域以首要性”;“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太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他

们的意识中,这样说通常就是指它太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针对这样的批评,沃勒斯坦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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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
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

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

体系中的一种制度.”然而,沃勒斯坦也不赞成像他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割裂地强调经济

的首要地位.他力求“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显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认

经济相对于政治的主导地位,也难免有损于整体分析中的因果解释的完整性.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沃勒斯坦认为“这个学派要求做概念上的‘解构’,宣称‘宏大叙

事’或‘总体叙事’的终结.他们大体是在说主张经济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的阵营、尤其是正统马克思

主义阵营忽略了话语在社会现实演进中的中心作用.”他们认为沃勒斯坦也属于这个阵营,同样犯了

强调经济因素而轻视文化因素的错误.对此,沃勒斯坦指出:“这个阵营在逻辑一致性上存在着致命

缺陷.一部分人主要关注于坚持文化的首要性地位,确实也是在维护知识分子特有的利益.但另一

部分人却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后一部分人开

始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１９６８年之前时期所运用的宏大叙

事,这个联盟走向解体.”沃勒斯坦针对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这些反批评显然具有合理性.
面对上述各个学派的批判,沃勒斯坦的态度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目前,我仍然拒绝承认这

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批判的合法性”.我们对他这种为追求真理而据理力争的坦荡态度深为钦佩.

二

沃勒斯坦对于各方面对他的批评的总指向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归纳:“在１９７４年以后的时期,我
被质疑忽略了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和环境领域.所有这些批判者都

坚持认为,我的分析框架太过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我们看到,沃勒斯坦对于这样的批评除

了给予前面提到的一些较为具体的回答以外,看来还有一个总体的正面回应,那就是,他既没有“忽
略了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和环境领域”,也没有“太过强调‘经济因素

的决定作用’”,而是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holisticanalysis),把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全

都纳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剖析.他认为争论经济、政治、文化孰为首要决定因素是没有意义

的.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讲究普遍性规律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将因果首要性赋予经济领域.
新欣策主义者含蓄地将它赋予政治领域.可以预期,也会有人(指后现代主义文化解构论者———笔

者注)将因果首要性赋予文化领域.”他认为所有这些“首要论”都是不可取的.
这就涉及到了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考察诸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这样的研究对象,除了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怎样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外,是否还需要

找到决定那个整体产生、发展和衰亡的终极原因或因果解释中的逻辑起点.１９世纪的研究者大都

肯定必须找到那样一个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只是大都把它归结为“人性”、“理性”和作为“人性”、
“理性”的最终决定者的“神”,由此形成以“人性”、“理性”为终极原因(最终以“神意”为终极原因)的
“人性理性决定论”.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个终极原因或因果解释的逻辑起点归结为人的劳动

及其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演进,由此推动由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

社会形态或生产生活方式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生产能力决定论;但它经常被误

解为极其模糊因而可作任意定性的“经济决定论”.到了２０世纪,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制度和社会

形态的剧烈演变既越出了“人性理性决定论”者的预期,也越出了“经济决定论”者的预期,于是许多

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抛弃了一切的决定论,连带着也把讲求终极原因和逻辑起点的线性因果解释方法

论当作垃圾一起抛弃,而去信奉多元折衷主义的“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
然而,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在证明自己的某个论断的正当性或评判他人的某个论断的

是非得失时,总是离不开“因此,所以”的因果解释程式;也就是说,总是无法摆脱“讨厌的因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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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缠.问题就在于,许多人由于自己的价值偏爱驱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去设定某种自己偏爱的前

提,作为推断某种因果关系的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但同时又感到自己设定的那个终极原因或逻辑

起点很容易遭到质疑和否定,于是就同时设定一个“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作为抵挡质疑和批驳的挡

箭牌.如马克斯韦伯断言,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中世纪传统社会发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社
会,是因为从古代犹太文化中的畜群私有制和“个人主义”、希腊 罗马文化中的公民民主意识等等

孕育出来的“新教伦理”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东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是因

为伊斯兰教、“儒教”、道教等等东方信仰都孕育不出西方那种“新教伦理”,也就不可能激发出西方那

种“资本主义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把文化价值观设定为揭示社会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
但他显然感到人们很容易对这种极粗劣的文化价值或精神决定论提出他无法回答的反驳和质疑:从
历史和逻辑上看究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是相反,后者

孕育了前者呢? 韦伯为了对这种致命的反驳预先加以防备,就精心设置了一道道多元折中论的挡箭

牌:他一再声称,虽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那样的精神因素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但他并未断言那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西方特有的城市制度、官僚行政机构系统化,簿记和账目

核算合理化等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前面已经提到,沃勒斯坦反对韦伯的价值观决定论,坚持“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

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观点.可是他不但没有彻底坚持“经济转型”决定价值观转变的因

果解释方法论,而且有时倾向于“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有时甚至采取了同韦伯主义相近的“意识形

态决定论”.这突出表现在他的新著«现代世界体系»第４卷的论说中.

三

«现代世界体系»第４卷主要论述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７３/１９１４年这段时间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区也就是

西欧、北美的历史.沃勒斯坦把这段历史的“中心议题确定为,法国大革命对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

系产生的文化影响.我将这种影响视为一种适用于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这种地缘文化是

一揽子思想、价值观和规范,它被整个体系广泛接受,并由此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②.他把这“一揽

子思想、价值观和规范”统称为意识形态.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导致了“三种对待现代性与何谓‘正
常’变革的立场逐渐形成:保守主义是尽可能将危险减少到最小;自由主义是尽可能理性地在适当时

间实现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激进主义是通过同那些强烈反对它的力量做激烈的斗争来加速进步的

实现.正是在１８１５ １８４８年这段时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词汇被广泛用于指代这

三种立场”③.这三种立场被称为“三种现代意识形态”.沃勒斯坦说,第４卷“整卷书的论点是,在这

个世纪,中庸的自由主义能够‘驯服’其他两种意识形态,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它接着采取的形式

是赋予创建自由主义国家以优先地位,首先是在那个时代两个最强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创建.它进

一步采取的形式是刺激主要类型的反体系运动(这个新的概念将在此予以厘清)的形成,并限制它们

的影响.这里,我考察了公民概念所允许实现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幻象.最后,它采取的形

式是鼓励历史社会科学的形成,同时也对它们做出某些限制”④.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沃勒斯坦把“中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驯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社

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及其在国家创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乃至现代社会

科学的产生等领域的展现,作为第４卷“整卷书的论点”,这样的论证体系实际上就是把“中庸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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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意识形态逐步“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放到了引起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７３/１９１４年现代世界体系中心

区也就是西欧、北美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终极原因和逻辑起点的地位.但这样一来,就
使他自己陷入了他批判过的韦伯主义认定的“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展

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的逻辑困境.
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沃勒斯坦在批判韦伯主义时阐述的正确观点:“价值观是伴随正

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而且,还需把这一观点推到更彻底的深度上

去,那就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引起的“经济转型”和与之相应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中找到处于衰落中的封建贵族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初生无产者阶级这样三种阶级力量和他们所持

政治立场的原因,进而看到保守主义、中庸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三种意识形态出现

的原因,也看到新兴资产阶级和它所秉持的中庸的自由主义立场逐步“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原

因.所谓“中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实质上是当时处于封建贵族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两者之

间的“中间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无疑是沃勒斯坦在第４卷中所作的一系列论证的真正

精辟之所在.
例如,沃勒斯坦在论述取得胜利的“中间派”怎样以“中庸的自由主义”立场创建“主权在民”的

“自由主义国家”时论述道:“在１７８９年,没有人真正了解将主权从君主转移到人民手中实际意味着

什么.人们也许认为它同限制政府任意行使权力有某些关系,而任意行使权力又是同绝对君主制观

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确实将权力转移到人民手中,但那样做,仍然需要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领导人

暂时结合作出决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对所有那些有效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人而言,认真对待人民

主权的口号似乎暗示要服从由无知、任性的群众作出的反复无常的决定,这无疑是令人不快的.因

此,对显贵们而言,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框架,表面看似乎是人民拥有主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

这样,但它还能获得相当数量‘人民’的支持.这并非易事.自由主义国家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解决

方案.”①他还指出:“从１８１５年之后时期的政治方面看,有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时代的两种主要政治

遗产.一种是对恐怖的印象,直到今天它还影响着法国和世界的政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恐怖不可

避免地同民主联系在一起.很长时间,恐怖事实上成为显贵们用于反对扩大选举权的主要论据.
‘根据这种经验,像路易基佐或邦雅曼贡斯当等人拒绝将政治权利赋予那些贫困的阶级.’第二

种遗产同第一种遗产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不断地推动将较低阶层完全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排除出

去.”②这些论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主权在民”原则和“民主制

度”从一开始就是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原则和制度,绝不是什么“普世价值”的体现者.
又如,沃勒斯坦在评述１９世纪标榜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府实行的所谓“自由放任”的

经济政策时指出:“取消谷物法运动的成功———反对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象征的谷物法———同

重大社会立法在英国(和在大陆国家)开始确立,二者同时发生是支持柏莱柏诺所言的强有力证据.
柏莱柏诺断言,真正发生的并不是转向自由放任,而是‘从由国家干预商业转向国家干预工业’.古

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直对自由放任采取一种很微妙的立场,从亚

当斯密到边沁再到纳骚西尼尔都是如此.”③他还指出,标榜“不干预市场”的“小政府”实际上是

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强政府”,并指出:“有许多理由能够说明资产阶级为什么认为强政府是有用

的.一个理由是能够帮助他们积累资本;另一个理由是为这种资本提供保障.如果资产阶级以前没

有认识到的话,那么在１８４８年之后,他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强政府———即改良主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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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工人不满的破坏性影响.”①这些论说对于我们认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古典自

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再如,沃勒斯坦在论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过程时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在１９世纪构建

之时曾是一种“社会运动”,“所以它最初并不是在大学、而是在被称为社会科学协会的机构中出现

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协会首先是在英国和美国、稍后是在德国出现的.这些协会是‘认识和纠

正那个时代的社会弊病的迫切要求的产物,也是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产物’”②.它们是为

了适应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性”社会需要而建构的,而“‘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社会结构分化为三

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它们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必须在实践中将它

们分割开来,必须对它们做性质截然不同的研究.这三个领域分别是市场、国家和市民社会.正是

从对这三个领域作理论上的区分出发———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被假设为现代化的结果,大学获得了

三门学科:研究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国家的政治学和研究市民社会的社会学”③.还有历史学,它主要

是论证资产阶级主导的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历史合理性.上述四门学科都是用来阐释西欧、北美自

身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还有两门主要用于研究和阐释非西方社会的学科,一门是人类学,“它主要

是研究殖民地的某个地区、或者宗主国国内的特定地区的”;另一门是东方学,“它主要(但并非专门)
是研究半殖民地地区的”.沃勒斯坦指出,这两门学科都是为适应西欧强权国家向非西方世界扩张

需要而产生的.强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希望了解如何最好地控制那些他们拥有支配权的‘其他地

方’.应该说,他们必须了解如何实施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控制”④.因此,尽管有些研究者在这些学科

领域留下了一些确有价值的积极成果,但在根本问题上这些学科都带着深深的西方优越论印记.例

如,沃勒斯坦指出:“东方学建构了一种将这些地区视为僵化文明的形象,它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述,它们是那些只有通过欧洲世界的某种干预才能实现进步的地区”;“在某些方

面,中国是东方学研究产生激烈争论的最有趣的例子.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富裕的远方文明的形象,
曾长期得到欧洲人的赞美.但在１８世纪中期到晚期的某个时间,这种形象被颠倒过来尤其是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 １８４２年)以后,中国变成一个通常被解释为典型的‘停滞的’和‘传统

的’文明”⑤.沃勒斯坦的这些论说对我们认识一些西方意识形态宣扬者宣称西方人文社会学科具有

什么“价值中立”特性的说法的虚假性,很有启发价值.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４卷的结语中写道:“依据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各种经验证据和理

论观点,我们提出了这种分析.这里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与其说是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延长的１９世纪

的方法,不如说提供的是一种更适合于对这个世界的社会现实的整体性做出解释的方法.”⑥纵观第

４卷的整个论说,我们确实感到,沃勒斯坦尽力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区的西欧、北美地

区在“延长的１９世纪”期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迁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运动来考察,显示了他倡导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优势所在.我们十分赞赏这种方法论的创新探

索.只是觉得,如果在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中加上经得住检验的因果联系的逻辑起点(终极原因),势
将使整体中的各个层面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此说是否允当,谨请同仁们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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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 １９１４»,第１２１ １２２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 １９１４»,第２７９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 １９１４»,第２９２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 １９１４»,第３１１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 １９１４»,第３１７、３１６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 １９１４»,第３４３页.



文　史　哲 JOURNALOFCHINESEHUMANITIES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总第３５６期) No５,２０１６(SerialNo．３５６)

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

刘 光 裕

摘　要:官书是商周时期史官文化的产物,史官文化是为商周政教合一服务的、以垄断为宗旨的宗教

文化,故而官书具有三个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不准公诸于众),作者不署名(作者没有著作权),书无定本.

子书兴起于官书之后,其兴起的历史动因是春秋战国年间从政教合一演变为政教分离的伟大变革.诸子

学说与子书鼓吹政教分离,倡导世俗政治与世俗文化,是史官文化的反叛者,然而诸子师徒从事文化活动

时离不开历史传统的制约,在官书三特征的影响下,文字不能成为交往与交流的媒介,口述文化盛行不衰,

这使诸子特别是前期诸子向公众传布学说,必须师徒相传或以师徒相传为主,其传承方式以口传居多.在

官书传统影响下,汉以前子书作者概不署名,说明汉以前我国从未建立著作权,故而子书作者写作不受著

作权的约束,作品无有真伪之别.子书崛起,一方面以阅读文化取代口述文化,另一方面逐步变革官书三

特征,终于到汉代带领我国书籍实现从不向公众传播到面向公众传播的根本转变,导致出版的诞生.从文

化史看,官书到子书是从王官之学到民间著述,从宗教一元文化到世俗多元文化,从垄断到自由的历史跨

越,从而开启了秦汉以来两千年文化繁荣昌盛的大门.

关键词:子书;诸子;官书;口述文化;子书“辨伪”

“诸子”之称不见于先秦,最早见于西汉刘歆«七略»“诸子略”,«汉书艺文志»沿用,从此承袭不

改.当年诸子都开门授徒,创建一家之学,诸子一家之学的文字记录就是子书.先秦诸子包括多少

家,汉以前尚无定说.西汉初年,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列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后来,刘歆

«七略»“诸子略”在六家基础上,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凡十家.刘歆“十家”被«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沿用,并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可观者九家”,指“小说”以外的九家.后人

所说诸子,就是«汉书艺文志»这“九家”.
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官书.官书至迟殷商就有,西周鼎盛.子书作为诸子一家之学的文字记录,

最初起于春秋后期孔子办学,战国年间大量涌现,到汉初经历三百来年.官书是商周王朝的官府典

籍,其中除典章文献外,以宗教书籍居多.像«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所录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

十八卷,大都属于先秦官书中的宗教书籍.官书,是官府垄断的书籍,是为政教合一服务的宗教文

化.子书,是最早的民间书籍,是与宗教脱离关系的世俗文化.官书、子书在书籍领域隶属于两个不

同阵营.
子书作为书籍现象,上承商周官书与官书制度;作为文化现象,上承商周史官文化.殷商与西周

两代,其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而政教合一时期的官方文化就是源于原始宗教的史官文化.商周宗

教,是产生于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崇拜天神、祖宗神、自然神等,以祭祀、卜筮、诅祝等为宗教仪式.
«周礼»所记祝、宗、卜、史等都是专职宗教官员,负责处理政教合一中的宗教事务,包括文化事务,与
欧洲中世纪政权中的神职官员相类似.这些宗教官员以史官为主,是从原始宗教领袖———巫演变而

来,«左传»还常称“史”为“巫史”.他们在政教合一中代表宗教,地位特殊,例如史官记言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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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褒贬君王与贵族.史官为何拥有这样大的权力? 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可以通“天”(神)的宗教

官员.商周这种特殊形态的文化,清以来一些学者称之为史官文化,以此区别于汉代以来的文化.
史官文化是官方文化,也是宗教文化,它与政教合一同命运,共存亡.既有政教合一,必有国家垄断.
所以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代表君权对社会文化实行铁桶般的全面垄断.源于史官文化的官书制

度,同样以垄断为固有特征,由此形成了官书与汉以来书籍迥然不同的三大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
者不署名,篇籍无定本①.

子书与诸子学说,都产生并发展于民间私学;新兴的士人阶层,是诸子学说与子书共同的社会基

础.诸子在政治上是商周政教合一的反对者,在文化上是史官文化的革新者.不过在春秋战国年

间,史官文化与官书制度作为唯一历史文化传统,诸子与子书都必须继承,若不继承,就成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他们只能在继承中逐步加以改造.子书产生时,官书至少已有数百年历史.春秋中期以

来,诸子学说逐步取代史官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随之子书也不断流布社会,传于公众,最后

完全取代官书地位,成为我国书籍当之无愧的主角与代表.从社会上看,子书崛起不是孤立的现象.
它与诸子学说风靡全国,与士阶层发展壮大,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成为先秦文化史上最具

深远意义的华丽篇章.子书崛起后,革除官书制度弊端,以自由取代垄断,最终带领我国书籍实现从

不向公众传播到面向公众传播的根本转变.子书在书籍领域引起的一系列变革大都具有社会革命

的性质,它为汉以后书籍事业的持续繁荣奠定牢固基础.

一、政教合一与史官文化———子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诸子学说与子书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有二:一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瓦解,二为

史官文化的衰落,其中关键是政教合一的瓦解.
西周史官文化以官学制度垄断教育,以王官之学垄断学术,以官书制度垄断书籍,总之以国家名

义垄断全部社会文化.进入东周以后,史官文化走上衰落之路,于是为民间私学,也为诸子学说与子

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条件.«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

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或称“畴官”,指子孙世袭同一官职

的宗教文化官员,这里指执掌历法的天官.天官属史官,史官是政教合一中最重要的宗教官员.西

周王室拥有全国最多的宗教机构与宗教官员,以维护中央王室对地方诸侯的最高权威与权力.“畴
人子弟分散”,是周王室的宗教机构与宗教权威走向衰落的代表性事件,也是史官文化走向衰落的代

表性事件.
史官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其赖以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基础出现严重危机.维护政教合一政

权的关键是宗教的力量.商周政教合一中的宗教,是以鬼神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这原始宗教并未

形成如国家、道德论等完整思想体系,也未形成独立的宗教组织.这样的政教合一,只要人们对神力

无限持有怀疑态度,维护政权的巩固就马上变得困难起来.东周以来,常有人说“民乃神之主”②,认
为“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主宰“神”,说明政治领域以“民”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已悄然兴起.人文思想

兴起的另一面必定是,怀疑神力无限的人逐渐增多.公元前６６２年,针对虢公(领地在今河南省西

北)屡次派人祭神求赐土田,东周王室的太史嚚说:“虢其亡乎? 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

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连王室史

官也认为神“依人而行”,可知这时候不再相信神力无限的人已有不少.人文思想的发展,必定动摇

政教合一的基础.公元前５２４年,郑国宰相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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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著名政治家,他公然将宗教事务的重要性放在世俗人事之后,说明政教合一的基础业已动摇,至少

郑国是如此.公元前５１６年,齐侯因出现彗星而要禳灾避祸,宰相晏婴反对,认为禳灾避祸是“祝史

之为,无能补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祝史”指祝官、史官,大夫晏婴公开将“祝史之为”等同

于无益无用之举,据此推测齐国的“祝史”官员大概早已靠边站,齐侯虽有时迷信宗教,然而宗教对齐

国政治的实际影响势必不大或很小.晏婴说“祝史之为,无能补也”这一年,孔子３５岁,可知孔子说

“不语怪力乱神”并非偶然.
诚然,«左传»中到处讲天命,讲鬼神,说明宗教影响仍旧根深蒂固,宗教势力依旧强大.不过,从

维护政教合一的要求看,仅有宗教影响是不够的,只要对神力无限表示怀疑或不信任,这样王命就不

再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威性,维护政权也就不再容易,社会动荡就也难以避免.春秋年间全国的基本

形势是,王室衰落,诸侯崛起.诸侯众多,崛起者为少数,多数都亡国了.亡国者如虢国,太史嚚说

“(国)将亡,听于神”这话七年后,虢国为晋国所灭.虢国相信鬼神,就是坚持政教合一;坚持政教合

一,必然无视“民”或人文之重要.诸侯所以亡国,坚持政教合一是常见原因之一.诸侯崛起的途径

不一,共同之处是励精图治.像管仲治理齐国,致力于发展经济,清明政治,重建社会秩序等,这就是

励精图治,因此齐国称霸诸侯.凡励精图治,必定崇尚人文,以民为重,远离鬼神.可见励精图治的

必要前提是,变革政教合一,走政教分离之路.与诸侯相比,周王室的宗教势力最强大,宗教包袱最

重,故而周王室几乎不可能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治革新.可是不走政教分离之路,王室就无法富强.
如此看来,王室衰落的原因主要不是诸侯崛起,而是无法摆脱政教合一的束缚;诸侯崛起的原因主要

不是王室衰落,而是变革政教合一后的励精图治.政教合一的瓦解,势必造成史官文化的基础不稳,
所以东周以来,史官文化走向衰落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存在重新振兴的可能性.

春秋后期孔子办学时,政教分离尚未完成,然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已不能重蹈政教合

一的覆辙.商周以来因为政教合一,治国一直靠宗教①.政教分离后的君权怎么搞? 没有史卜的政

治怎么办? 世俗君权如何建立? 如何巩固? 还有如何建设世俗文化、世俗人伦等? 诸如此类的问

题,都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头等大事,成为各国执政者最关心的紧迫问题.这样的客观形势,促使诸

子从孔子开始,不约而同都思考如何建设与宗教分离的世俗君权及其相关问题.君权商周就有,诸
子头脑里的君权观念理当源于史官文化.可是,诸子都致力于建设与商周君权不同的世俗君权.战

国年间,以各国裁撤史卜官员为标志②,政教分离逐渐臻于完成,世俗君权初步建立.在这个历史过

程中,诸子百家都以自己学说为政教分离提供思想支持,都为实现政教分离而奋斗.他们这些学说

记录为文字,就是子书.
子书产生于春秋后期,壮大于战国年间.从这个时期社会环境看,对子书的产生发展起重要作

用的客观因素,大致有三:
其一,私学崛起,冲破史官文化的铜墙铁壁.
子书离不开诸子学说,诸子学说离不开民间私学.民间私学,是诸子学说与子书赖以存在,并赖

以发展的土壤与条件.没有民间私学,就没有诸子学说,也没有子书.
在官书时期,因为书籍不能公众传播的缘故,诸子学说必须师徒相传.师徒相传,就是在民间私

学中传承;学说的传承者,是诸子的弟子后学.经长期师徒相传后,诸子学说不能不成为一家之学.
所谓一家之学,或以父子为“一家”,或以师徒为“一家”.私学中的一家之学以师徒为“一家”,并为传

承其学的师徒所共有.诸子是一家之学的创建者,故而一家之学以诸子命名.一家之学在传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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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了与变化的客观环境相适应,不能不与时俱进.于是,弟子后学作为学说的传承者,在谨遵先

师家法的同时,必须致力于丰富发展一家之学.既有丰富发展,一家之学经长期传承后,就不能与诸

子创建时完全一样.这样,经长期师徒相传而到汉代公之于世的一家之学,虽然仍以诸子命名,其中

内容早已是诸子与弟子后学共同的内容,文字早已是诸子与弟子后学共同的文字,而诸子创建时的

原貌多数已经无法恢复了.
其二,布衣士人取代宗教官员成为创造文化的主力军.
春秋以来,跟随私学兴起而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就是士人阶层.诸子学说、子书与士阶层

的关系,就像鱼与水的关系.诸子学说可称为士人的学说,子书可称为士人之书.
诸子及其弟子后学都是士人,都是士人中的佼佼者.士人的社会身份是布衣,又不同于一般的

布衣.他们有文化,有知识,关心国事,熟知民情;经常来往于官民之间,可以入仕为官,也可以安心

为民.战国年间,士人队伍迅速壮大,并且成为最具创造力的精英阶层.这个时期,我国社会正经历

两大变革,一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另一是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革.这两大变革交织

在一起,国家面临重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艰巨任务.士人作为布衣,不享有贵族的世卿世禄等特权;
士人作为新兴阶层,与以往政权很少历史的或现实的利益瓜葛.在这两大社会变革中,他们敢于否

定政教合一与史官文化,敢于否定世卿制与公田制,热衷于建设有别于商周君权的世俗君权,热衷于

发展有别于史官文化的世俗学说与世俗文化.于是,士人成为这两大变革的热情鼓吹者与有力推动

者,成为全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率先成为“显学”的儒墨两家,都具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历史

担当,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学术作风.儒墨两家这种良好作风,为士人群体树立了榜样,逐渐

成为士人风尚的主流.
有政教合一,必有国家垄断;政教合一的垄断越多,人们的自由就越少.春秋以来,社会上出现

的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离的过程,大致就是以自由取代垄断的过程.郑国宰相子产首先允许人们

在“乡校”公开议论“执政”①,究其实质是向下层贵族开放言论自由,史称“子产不毁乡校”.这一年为

公元前５４２年,孔子九岁.随着政教合一与奴隶制不断瓦解,人们享有的自由逐渐增多,由此催生了

风起云涌的自由思潮.诸子及其弟子后学洞察民情,熟悉官场,独立自主,思想解放,新观念、新学说

层出不穷.诸子百家各自设想了与宗教脱离关系的各种政治模式,其中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主.
他们游说诸侯,纷纷向执政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战国年间社会大变革中,诸子百家提出各种学说,
就是为诸侯当局提供不同的治国模式.诸子是不同治国模式的提供者,诸侯是不同治国模式的需求

者.前者作为供方,是自由著述;后者作为需方,是自由选择.供需双方各自独立,大致处于平等地

位;供需双方的这种关系,客观上又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诸侯割据争霸的大环境中,诸子与诸侯

间这种自由而独特的关系,最终造就了延续二百来年的百家争鸣.获得自由的诸子如鱼得水,如鸟

翔天,个个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并非只是百家争鸣造就了诸子的天才,也是诸子的天才造就了

百家争鸣.子书,就是百家争鸣的产物.
子书产生于官书之后.从官书到子书,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从官府到民间,从宗教到世俗,从垄断到

自由.诸子登上历史舞台纵横驰骋之日,就是宗教官员主宰中国文化行将终结之时;史卜官员日暮途

穷之际,就是诸子师徒意气风发之时.史官文化与官书作为远古的宗教文化,帮助华夏人民摆脱蒙昩,
走进文明.诸子学说与子书作为新鲜活泼的士大夫文化,开启了秦汉后中国两千年繁荣昌盛的大门.

其三,官书三特征的影响无处不在.
史官文化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口述为主,文字的作用十分有限.受此影响,诸子学说最初多为口

８６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①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仲尼闻是语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按:可以游于乡校者为下层贵族,故而“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者必以中下层贵族为主.



授或口传.后来,诸子学说著为文字,就成为子书.春秋以来,官书传统是书籍领域唯一历史传统,
虽然子书可在内容上与官书分道扬镳,对官书三特征却是非接受不可.不接受官书三特征,子书就

成无源之水,根本无法存在.这官书三特征就是: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篇籍无定本.从最终

结果看,子书变革了官书三特征,实现了书籍领域一次深刻革命,可是时间已是汉代了.在汉以前或

西汉初年,子书受官书三特征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官书三特征对子书的影响,以不准公众传播最重要.如今人们都知道,书籍是一种社会传播工

具或媒介工具.可是,官书从来没有成为社会传播工具,这是因为所有不能公众传播的书籍都不能

成为社会传播工具或媒介工具.子书产生后,它不可能马上超越官书传统,同样不能成为社会传播

工具,因此诸子师徒即使有了子书,也无法利用它向社会传播自己的学说.仅此一项,对文化观念或

行为方式的影响必定广泛而深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作者署名都是著作权的核心.官书三特征之

一作者不署名,其实就是作者不享有著作权,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上从来没有著作权,人们不知著作权

为何物.因此,作者写作不需遵从著作权的约束,读者阅读不以著作权看待作品.再看篇籍无定本.
所谓定本,一般是作者公之于世的文本.作者的定稿,若未经公之于世就不能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定

本.子书因为不能公众传播,又是作者不署名,故而子书同样不可能有定本.没有定本与作者不署

名相结合,等于作者可以任意修改或利用他人作品,不需作任何交代与说明.
为便于人们理解,再将官书三特征对诸子师徒与子书的影响归纳为五点:

１．诸子学说必须师徒相传,诸子人人必须开门授徒.
受书籍不能公众传播的制约,诸子无法利用文字作品作为工具向社会传播学说;要将学说布于

社会,传于后世,只能主要依靠门弟子.于是,门弟子在传播学说中的作用,肯定比文字更重要,而且

更具关键意义;没有门弟子,学说不能布于社会,传于后世,多半做不成思想家.身处这样的环境,诸
子学说必须师徒相传,也只能师徒相传.子书产生后也是如此.为了师徒相传,诸子人人必须开门

授徒,弟子越多越好,而且师徒双方必须抱成一团,形成以传承先师学说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这

样,诸子学说不能不成为一家之学,而子书也成为诸子一家之学的文字记录.

２．文字作品无法成为作者获取名利的工具;作者对所撰作品没有权利关系,也没有责任或义务

的关系.
受不能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两大因素的制约,文字作品不可能成为作者获取名利的工具,作

者也不能以获取名利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与动机.作者不署名就是作者不享有著作权,因此作者对

所撰作品没有权利关系,也没有责任与义务关系.子书作者也是如此.

３．作者没有“真”“假”之别,作品也没有“真”“伪”之别,著作领域托古之风盛行.
作者不署名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充分说明社会上从来没有建立著作权,读者从来不从著作权观

念看待作品.故而在读者心目中,作者没有“真”“假”之别,作品也没有“真”“伪”之别,“伪作”观念无

从产生.再加社会上的崇古心理,著作领域出现托古之风,于是便有«汉书艺文志»所录“托”之古

人而作于“六国时”的子书.子书读者只关心作品内容,只关心传承一家之学;不问作者是何人,不问

作者真假;不以托古为奇,不以“托”之古人为伪作.

４．作者可以视需要任意地无条件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
社会上从来没有著作权,故而著作活动不受著作权的制约或约束,包括子书作者的所有作者都

可以视需要任意地无条件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不需作任何交代或说明.在道德领域,也不存在

以维护著作权为宗旨,反对“假冒”“剽窃”之类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观念.于是,师徒相传的子书不能

不成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子书中的“重文”必定习以为常,屡见不鲜.

５．学术领域的著作方式常常以修订旧作为主.
学术著作的内容大都有继承性,而作者又可以视需要任意地、无条件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于

是造成学术领域的著作方式经常以修订旧作为主,非必要不另铸新篇.就子书而言,前期以修订旧

９６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



作为多,后期以另铸新篇为多,一般如此.
以上五点,可知官书三特征对文化活动的影响非常广泛,非常深刻.不了解这些影响,就无法完

全理解诸子,也无法完全理解子书.

二、经西汉刘向校定传于后世———汉以前子书原貌不可复见

子书产生于汉以前,又长期传承于汉以前.可是后人所见子书,都是经西汉刘向校理后传下来

的本子.汉以前的子书,刘向以后不传;除了出土文物,后人早已无法见到.出土文物毕竟太少,考
察子书只能以汉代传下的本子为根据,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刘向是如何校理子书的.

子书之书名,源起于汉代.汉代以前,子书以单篇形式传承,所以«史记»只记子书的篇名、篇数

或字数.兹举例如下:

　　(孟轲)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邹衍)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莱子)著书十五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

«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虞卿)乃著书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史记管晏列传»)

在子书中,«老子»或为产生时间最早者之一.«史记»记为“老子著书上下篇”,说明西汉初年还

没有以“老子”命书,人们通常称“上篇”“下篇”或“道篇”“德篇”,究竟是“道”篇在上,还是“德”篇在

上,尚无定论.再如«史记»记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刘向校称

“«韩子»五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两相比较可知司马迁时还没有«韩子»其书.再如«管子»,司
马迁所读为“管氏”具体篇章,而«管子»其书也是经刘向校理后传下来的.

汉以前子书,以“篇”为计量单位.其中篇幅长者,用现代书籍观点衡量已是名副其实的“书”,而
当时仍称“篇”.以“子”命书如«庄子»、«韩子»、«管子»这类书名,都是它们以单篇形式传到西汉后才

渐渐产生的.西汉初年还没有以“子”命书,例外者大概只有«申子»①.那么,汉以前的子书为何只有

篇名? 为何到汉代后逐渐有了书名? 其中原因,简单说是为了适应汉代前后不同读者的需要.汉代

以前,子书是师徒相传,读者为同门师徒或以同门师徒为主.读者为同门师徒,而所读又是同一门派

的子书,因此同一门派的篇章数量如果较多,读者就要有靠篇名将不同篇章区别开来,以免混淆;如
果像«老子»那样只有两篇,读者只需“上篇”“下篇”这种模糊篇名就能区别,具体篇名可有可无.可

是,子书传到西汉后开始在公众间传播,造成读者情况的变化.以前的读者是数量有限的同门师徒,
如今的读者则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公众读者面对不同门派的子书,数量过于繁多,仅靠篇名无

法将它们一一区别开来,容易混淆,因而需将同一门派的作品集合在一起,以区别于其他门派的作

品.这样就有了«庄子»、«韩子»、«管子»这类子书,也就有了以“子”命书.
刘向校理子书,面临众本并存、读者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例如校«管子»,他搜集到五种本子,

即三百八十九篇本、二十七篇本、四十一篇本、十一篇本、九十六篇本等②.再如«申子»,司马迁所见

０７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①

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刘向«管子叙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

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按:“中外书”,其中“中书”亦称内书,指天禄阁

等朝廷内府藏书机构所藏之书;“外书”指太史、太常等官府机构以及民间私家所藏之书.



为二篇,而刘向校定«申子»为六篇.再从刘向«晏子叙录»、«列子叙录»所记看,可知众本并存是当时

的一种普遍现象①.汉代以后,一部书也可能存在不同本子,然而校雠必以作者公诸于世的文本或名

家校本为准,就是以定本为准.与此不同,刘向校书面对的是从来没有定本的众本并存的情况,他校

书任务之一就是为读者创造定本.
师徒相传的子书传到西汉后,被社会公众纷纷传录.余嘉锡«古书通论»这样说:“古人著书,既

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②汉以

前传到西汉的子书篇章上,都没有作者署名,而且这些作品从未公之于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定本.
西汉的传录者根据各自能力与条件传录作品,这样传录的结果,传录者手中的子书篇章必然彼此不

同,于是就出现前面所说那种众本并存的现象.因为汉以前作品上都没有作者署名,西汉传录者只

能根据作品内容“出于某家之学”,“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他们这样做,若认为这些作品同出于

一家之学,大致是对的;若认为“某氏某子”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未免错误百出.例如«史记老子

韩非列传»评说庄子的作品有«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这些作品,清以来学者认

为其中没有一篇是庄子自己的作品,它们都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最博学的司马迁也把弟子后学的作

品误以为是庄子自己的作品,由此可知西汉公众传录者心目中的子书作者,不能不是错误百出.
刘向校子书的基本原则是:一“子”一书,以“子”命书.具体一点说,先将搜集到的作品,删除重

复者.如«管子»删重复本多达四百八十四篇,留存者仅为八十六篇.删除重复后,再校勘文字.最

后,将同属一家之学的作品编在同一书中,并以某“子”命书.以后所见子书都是刘向校理后传下来

的.其中,如«墨子»、«荀子»等基本上就是刘向当年的本子,另如«孟子»、«庄子»等,是汉魏学者在刘

向基础上重新校定的本子.汉代命书之法大致有三:以内容命书,以官职命书,以人命书.刘向以

“子”命书,属于以人命书这一类.如前所说,西汉初年还未见以“子”命书.一“子”一书与以“子”命
书,都是经刘向校书被学界认可后,才通行起来的,汉代以前,闻所未闻,从未有过.有人以为一“子”
一书与以“子”命书,是秦汉前早就有的,或诸子生前就有了,都大错特错.

刘向校定的一“子”一书,是将同一门派的作品归在一部书中,所以这书是一家之学文集,是集体

著作.他以“子”命书的原因,大概与一家之学一直以诸子命名有关.不过,汉代人所著书都以作者

姓名命书,如«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所以,这个以“子”命书,实际上很可能将书名中的某“子”
理解为该书作者.客观上的原因又是因为,汉代是新旧书籍观念革故鼎新的大转变时期,其中之一

就是作者从不署名演变为署名.西汉作者开始署名,开始享有著作权,这是文化领域的头等大事.
可是汉代人形成的著作权观念中,只有个人著作,不知另有子书那样的一家之学集体著作.随着官

书制度在汉代迅速终结,人们把官书三特征及其历史影响忘得一干二净,于是错误地认为汉以前子

书也像汉代人的著作一样是“一人一作”,其作者就是诸子,司马迁将庄门后学的作品误认为是庄周

个人的作品就是例证.从刘向«管子叙录»、«列子叙录»、«晏子叙录»、«荀卿子叙录»等可以看出,刘
向同样认为子书是诸子个人的著作,即使是«管子»、«晏子»,他也认为是管仲或晏婴所作.

不过,刘向在子书作者问题上态度,比汉代多数人要慎重而通达.如他在«晏子叙录»说:“其书

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

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如今学

术界认为«晏子»八篇都不是晏婴所作.刘向在两千多年前,主要根据子书的思想特征去判断作者,
这种方法肯定无法圆满解决子书作者问题,可是他毕竟在八篇中发现两篇可能不是晏子作.最后,

１７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

①

②

刘向«晏子叙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

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刘向«列子叙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
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

余嘉锡:«古书通论»,«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４７页.



他将怀疑不是晏子作的两篇作为“外篇”,其余六篇作为“内篇”,合成«晏子»一书.从«晏子»分内外

篇,可知在刘向心目中,书名中的某“子”可以是作者,也可以不是作者.
与«晏子»相似者,还有他校«孟子».据«汉书艺文志»,刘向校«孟子»为十一篇.东汉赵岐根

据刘向十一篇本,重校«孟子章句»为七篇.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

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从赵岐这些话,可知刘向校«孟子»十一篇中,七篇为内篇,四篇为外篇

(“外书”).赵岐不注“外书”,所以后人所见«孟子»只有七篇,“外书”四篇失传.从赵岐说“外书四

篇”“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推知刘向以是否孟子所作为准,区分内外篇.汉代以来,«孟子»
的作者有三说①.刘向认为内篇七篇是孟子作,实际上也有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将怀疑不是孟子

所作的四篇作为外篇编入«孟子»书中,说明刘向在子书作者问题上从实际出发,显得慎重而通达.
此外,有人认为刘向校«庄子»五十二篇已分“内篇”、“外篇”与“杂篇”三部分②,这与«晏子»、«孟子»分
内外篇相似,可参考.

当官书三特征已经成为汉代社会的一种集体遗忘,再想完全搞清楚子书作者问题已经不可能

了.刘向因为校书而读书比一般人多,他通过诸多作品的比较,多次发现子书中有些作品不是某

“子”作.这种接近事实的看法,却是无人响应,成为空谷足音.到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时将刘向

所校“外书”四篇全部删除,从中可知他与刘向的区别.刘向认为,书名中的某“子”可以是作者,也可

以不是作者.赵岐认为,书名中的某“子”必须是作者,而且非是作者不可.在子书作者问题上,赵岐

失去了刘向的慎重与通达,增加了偏见与固执.从刘向到赵岐的这个变化,说明中国学术界越来越

坚定地认为,书名中的某“子”就是该书作者.这种见解,客观上是将子书从一家之学集体著作,篡改

为诸子一人的著作.宋代以来,终于发现子书不是诸子一人所作的无数证据,然而学术界对集体著

作篡改为个人著作的过错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错上加错,于是通过“辨伪”将作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

的子书,一一打成“伪作”.他们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子书不是诸子一人所作.

三、子书开启自由著述的新纪元———兼谈子书作者与官书作者的区别

在历史上,先有官书,后有子书;官书是源,子书是流.书籍都以作品为重,对作品影响最大者是

作者.故而在此,先将它们的作者作一比较,探知子书与官书有何区别.
官书的作者,是政教合一中的专职宗教官员———“祝、宗、卜、史”等,其中以史官为主.他们在政

权内部,是为君权服务的王官,对君权存在依附关系与从属关系.王官从事著述是奉王命,尽职守.
官书作者奉命著述,以顺从权力意志为职责,内容必须符合君王或君权的利益与意志,不能以表达作

者个人见解为主,所以官书作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官书产生很早,官书作者的著述活动历史悠

久.可是他们的著述活动,一直是王官职守的一部分,始终从属于政教合一,即使时间再长也不可能

发展成为社会上独立存在的一种专业活动.
子书作者或为诸子本人,或为弟子后学,他们不是王官,无须听命于权力意志.他们以传承一家

之学为使命,熟悉社会,了解政治,思想解放.鉴于官书时期的特殊文化环境,诸子一家之学都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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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认为«孟子»的作者有三说:一为孟子自己所著,如赵岐、朱熹等;二为孟子死后由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如韩

愈、苏辙等;三为«史记»记“(孟子)退而与万章、公孙丑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杨伯峻本人以第三说为是.
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 ７页.

据«汉书艺文志»,刘向校«庄子»为五十二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

彪孟氏所注是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７页)余嘉锡据此认为:“彪书分«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
篇»十四,此盖刘向所著之本也.”(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第２５４页)按:后人所见«庄子»是魏晋人郭象在刘向基础上重新校定

的三十三篇本,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清代以来的研究者都认为,«内篇»为庄子所作的可能性最大,«外篇»、«杂
篇»都不可能是庄子作品.



徒相传,无有例外,而且,传承一家之学的师徒双方不能不抱成一团,结为一体.因此子书作者的背

后,都有一个抱成一团、结为一体的师徒群体.子书的辉煌成就,其实是诸子的天才创造,与师徒群

体的集体智慧相结合的成果.与官书作者不同,子书作者对君权不存在依附关系或从属关系,从事

著述可以自由表达作者自己的见解,自由表现作者自己的个性.在中国古代,子书开启了自由著述

的新纪元.
举两个例子,说明子书为自由著述.其一,墨家主张从天下贤者中选立天子.«墨子尚同上»:

“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
子师徒公开宣称天子从贤者选立,三公也从贤者选立.敢说这种话的子书作者心里,大概对天子的

最高权力不会再有多少忌惮了.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著述不以权力意志为准绳,自己以为正确的

道理就说出来.这样心里无挂无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自由.其二,儒家首倡“暴君可诛”之
说.«孟子梁惠王下»记齐宣王为武王伐纣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曰:“贼仁者谓之

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以反对暴政为至上,公开

声称杀死暴君殷纣王不过是“诛一夫”,完全是理所当然.敢说这种话的子书作者心里,大概对君王

与君权不会认为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了.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著述不以权力意志为准绳,自己以

为正确的道理就说出来.子书作者可以从事这样的自由著述,其中原因也是精神生产的社会关系改

变了,故而创作热情之高,创造力之大,绝非官书作者可比.
官书作者都是宗教官员,官书内容代表宗教,代表政教合一与奴隶制.与此不同,子书是随私学

与诸子的兴起而产生的,其历史背景是政教合一的瓦解与史官文化的衰落.东周的礼崩乐坏,真实

地反映了政教合一出现危机.这是因为,东周宗教官员所操办的礼乐文化不再有西周那样大的政治

作用了,宗教维护政权的作用不灵了.政教合一的危机迫使政治与宗教渐行渐远,两者走向分离.
这样就为私学、诸子与子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子书及其作者的历史使命是,建设与宗教

分离的世俗政治与世俗文化,解决政教分离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官书作者与子书作者本是

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们代表不同的文化,也代表不同的时代.
诸子从孔子开始,始终致力于埋葬政教合一的旧制度,建设政教分离的新制度.这里需要说明

诸子托古立言与复辟旧制度的区别.托古立言,如孔子托西周之古,墨子托夏政之古,老子托黄帝之

古,也有不托古的,如法家.这样的托古,主要是一种立论方式,一种宣传策略.他们所说的那个

“古”,多半真真假假或真少假多,对史实必有歪曲,其中存有某种复古思想,然而并不代表他们真的

要回到那个古代去.像孔子说“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是否真的要回到西周去呢? 殷商与西周

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有政教合一,必有垄断,所以西周有政治垄断,有文化垄断,还有经济垄断.垄

断者为谁? 是世卿世禄大贵族.因此,西周一直是大贵族的天堂,是平民与奴隶的人间地狱.维持

这样的人间地狱,非靠暴力不可.因此,“戎”(战争或其他暴力)与“祀”(宗教)相伴,成为国家最重要

的两件大事.与汉唐相比,商周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最黑暗的时代.再看孔子,他长期从

政,从不利用宗教;他“不语怪力乱神”,等于政治上排除了宗教的作用;他有天命观念,然而更重视仁

政德治等现实事务.孔子一生致力于建设世俗政治,否定政教合一,否定政教合一的垄断,可见他说

“吾从周”,与恢复西周的政教合一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孔子说“吾从周”,并不是真的要回到西周社会

去.诚然,孔子一心想恢复西周礼乐文化.可是礼乐文化离开了宗教,剩下的主要是等级名分,这内

容就与西周不一样(后来,荀子果然把“礼”解释为等级秩序).维护西周的等级名分是孔子的保守思

想,但与复辟西周旧制度仍有区别.总的看,孔子一生自觉致力于建设与宗教分离的世俗政治,他是

商周旧制度的革新者.再如老子,他的天道观中已没有宗教成分,否定政教合一比孔子彻底,他的小

国寡民思想也不是要复辟奴隶制.老子托古,主要是一种立论方式,一种宣传策略.诸子将托古作

为自己立论的方式之一,其另一面必定美化古代社会,掩盖历史真实.如儒家为了托古,肆意美化商

周社会,严重掩盖商周社会野蛮、残暴、黑暗的真实面貌,那是与复辟商周旧制度是不同的两回事.

３７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



春秋战国年间,我国社会经历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大变革.诸子从孔子开始,始终站在这一变

革思潮的最前列.他们观点各异,然而都是商周旧社会的掘墓人,秦汉新社会的建设者.
自由著述给诸子师徒带来无穷创造力,他们终于在政治学、伦理学、哲学、史学、文艺学、军事学、

教育学、逻辑学等诸多领域,获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作为记录诸子学说的子书,也成为中国古代

文化的经典或元典.就文体而言,官书上千年因袭诰谟与纪事、编年之类,不见有什么新创造.子书

在二百多年间创造了许多新文体,如说理议论、逻辑论证、寓言幻说、自由对话、言行记录、语录汇编、
辞赋美文等.章学诚说:“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①这

些成就,都归功于诸子与子书.战国中期以来,诸子学说风靡全国,促使子书大量流布社会公众;宗
教官员不得不流落民间,有些成为自谋生路的方士.在诸子学说取代史官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最后

子书也取代官书成为中国书籍的主流.这样从官书到子书,其实就是从王官之学到民间著述,从宗教

文化到世俗文化,从垄断文化到自由文化.世俗文化不一定是自由文化,然而子书是真正的自由文化.

四、从师徒相传走向公众传播———最终在流通领域引发一场革命

诸子学说与子书的关系是,有诸子学说,才有子书;诸子学说的成熟,就是子书的成熟;诸子学说

的丰富多彩,就是子书的丰富多彩.在汉以前,诸子学说都是师徒相传,所以子书也是师徒相传.诸

子学说为何必须师徒相传? 其客观原因是,一为官书三特征,另一为口述文化,两者以前者为主.
官书作为书籍,可以记录或复制作品,可以阅读,可以携带,只是因为不能公众传播而成为功能

尚未完备的书籍.不能公众传播的书籍无法成为社会传播工具,因此在官书时期,靠著书(文字作

品)而名扬天下的道路从来不存在.诸子要将学说布于社会,传于后世,只能主要靠门弟子,靠弟子

后学的口头宣传.诸子人人心里明白,门弟子在传承学说方面的作用,肯定比文字作品重要;没有门

弟子,学说不能布于社会,多半做不成思想家.这就决定了他们创建的学说必须师徒相传,也决定了

他们必须开门授徒.
从事理逻辑看,因为书籍(文字作品)不能成为社会传播工具,人们彼此交流或交往只能主要靠

口述、口传等,故而史官文化时期必然形成口述文化.在这方面,清代阮元早就指出:“许氏«说文»: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 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

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②所说“传事”,指传达、传递官方或非官方事由,大致相当

于今天所说“信息传播”.“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的大致意思是,信息传播主要不靠“简
策”文字,主要靠“口舌”,即口述、口授、口传之类.所谓“口舌传事者多”,其实就是社会文化为口述

文化,或以口述为主.阮元这个见解,后来获得章太炎、刘师培等许多学者赞同.“以口舌传事者多”
的原因,以往学者多以为是简牍繁重.简牍繁重,肯定是事实.可是西汉的简牍依旧繁重,为何西汉

出现书籍传播空前繁荣景象? 由此可知“口舌传事者多”的主要原因不在简牍繁重,而是政教合一的

社会制度.有政教合一,必有国家垄断.商周以来,史官文化以君权名义全面垄断文化,社会上只有

官学,没有私学,民间从来与书籍无缘,读书识字者唯为贵族.在贵族人群的范围内,以史官为首的

宗教官员包揽官府所有文字著作,并且垄断书籍,即使是大贵族也不能自由利用文字从事著作活动.
章学诚说“私门无著述文字”③,“私门”乃贵族,就是贵族“无著述文字”.从全社会看,只有贵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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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章学诚:«诗教上»,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７１页.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６０５页.按:阮元在同书

同卷另有«数说»一文,其中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是以有韵有文之言,行之始远.古人简策,在国

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 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非如今人印本经书,家家可备也.”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
第６０５ ６０６页.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见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

义校注»,第１１０８页.



识字,民间从来没有读书识官之人,而“私门无著述文字”则说明贵族间的交流交往主要靠口述.这

样,就形成了口述文化的传统,具体情况容后再述.诸子从事文化活动,不可能不受口述文化传统的

影响.像孔子办学将学说口授弟子而不录为文字,所谓“授而不书”就是口述文化影响的典型事例.
此外,墨子也是口授弟子,孟子在晚年著书以前也是口授弟子.战国中期以来,口授与口传逐渐减

少,然而未见中断.在口述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诸子创建的学说非师徒相传不可,不存在其他途径与

办法.
诸子学说因为是师徒相传,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就是同门师徒的关系,或以同门师徒关系为主.

因此子书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同门师徒的关系,或以同门师徒关系为主.师徒相传对诸子学

说的最大影响是经长期传承后,诸子创建的学说不能不演变为一家之学,子书则成为一家之学的文

字记录.
从书籍流通看,子书师徒相传的流布范围以师徒关系为限,或以师徒关系为主,所以师徒相传绝

不是公众传播,与公众传播尚有较大距离.不过,与官书的不准外传相比,因为诸子弟子来自民间各

地,所以子书产生后必定在各地民间流布,此其一.其二是,子书不存在不准外传的问题.相反,子
书越出师徒关系而流入社会公众,符合一家之学的利益,也符合传承者的利益.所以,子书的传承者

欢迎外传,欢迎流布到师徒范围之外.
在流通问题上,官书完全封闭,子书具有开放性,这个区别关系重大.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流通

是书籍的生命.这是因为书籍的任何作用在流通以前,都是潜在的,不是现实的,书籍的潜在作用,
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变为现实的作用.流通的封闭性,造成官书上千年只有时间上的前后传承,空间

上的流布几近于无,实际上只是供君权使用的一种文字载体而已.子书作为书籍,可以记录或复制

作品,可以阅读,可以携带,这些与官书一样.可是,官书不准外传,子书可以外传并流通,由此决定

官书是功能尚未完备的书籍,子书是功能完备的书籍.子书暂时不能公众传播,它最终必将走向公

众传播.由此看来,引领我国书籍走公众传播之路的,不可能是官书,只能是子书;引领我国文化从

口述文化发展为阅读文化的,也不可能是官书,只能是子书.
子书引领我国书籍走公众传播之路,要克服官书三特征与口述文化这两大障碍,困难重重.不

论古代还是现代,都不是有了作者,有了读者,就一定有公众传播或出版活动.出版学认为,作者、读
者、书商(出版者)是出版三要素,其中,书商(出版者)的作用是充当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与中介.可

是,汉以前因为官书不准公开流通,书籍无法成为商品,根本不能产生书商.«韩非子五蠹»说:“今
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些子书是在从

来没有书商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家有之”的.那么,子书的流通渠道是什么? 其唯一渠道是文化领域

的读者传写.这时候,离书商产生至少还有二百年,所以有读者传写,子书才能流布社会;没有读者

传写,子书就无法流布社会.读者传写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宗旨,它的产生发展必须以阅读文

化为基础.口述文化盛而不衰时,阅读文化无法形成,孔子“授而不书”就是例证.在社会上阅读文

化形成气候以前,读者传写难以成为文化习尚.因此,子书虽然允许外传,最初将因没有读者传写这

个流通渠道,仍旧无法传布社会.早期子书即使有流入公众者,必定也是很少,其中困难就在读者传

写这个渠道.以为早期子书可以像在汉代那样很快传布到社会公众之间,这种想法太不现实,多半

是异想天开.
从口述文化演变为阅读文化,是移风易俗的漫长过程.在此期间,要创造新颖丰富的文字作品

作为阅读对象,要靠公众读者数量不断增多,还要通过广泛持久的阅读活动去改变口述文化的旧习

俗,养成阅读文化的新风尚.这些无法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缓慢过程.阅读文化发展到一定规模

而形成气候,作品传写才能成为文化习尚.因此,我国书籍由不向公众传播转变为公众传播的过程,
与我国文化从口述文化演变为阅读文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只能同时完成.最终促使

这两个过程大致同时完成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诸子师徒,是士阶层,是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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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以来,在诸子学说风靡全国的作用下,子书不断冲破师徒范围而大量流向社会公众,文
献记载如«韩非子五蠹»说“家有之”等等,说明读者传写跟随阅读文化而发展起来,通过传写而流

布社会的子书数量不少,颇具规模.在出版学看来,文化领域的读者传写都可以分前后两部分.首

先,将作品复制到简策上,并制成书籍(卷轴);然后,将制成的书籍供读者使用.前者为书籍生产,后
者为书籍流通.我国古代的读者传写,其实是将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合为一体.在现代出版业中,
书籍生产必须遵守两条规则:一是尊重作者著作权,二是复制作品以定本为准,否则,必定造成流通

秩序的混乱与纠纷.读者传写作为书籍生产,同样必须遵守这两条规则,其中关键是尊重著作权,也
就是作者署名.事实上,我国直到战国后期的抄本上,作者仍不署名①.因此,战国中期以来发展迅

速的读者传写,一方面为子书大量流布社会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因为作者不署名等原因,在流

通领域造成诸多混乱与矛盾,这成为后来刘向不得不校书的重要原因.流通是书籍的生命,书籍领

域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发现并解决.最终解决作者不署名的问题,非靠流通不可.因为只能

通过书籍流通,也就是在书籍的潜在作用转变为现实作用的过程中,人们才能发现作者不署名的不

合理,才能认知作者署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解决作者不署名的问题,同样无法靠官书,只能靠子

书,只能靠子书扩大流通.最后是在汉代产生了作者署名的读者传写,最终实现我国书籍由不向公

众传播到面向公众传播的根本转变,完成了自有官书以来千余年书籍领域中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一

次革命.顺便谈及,书籍面向公众传播以后,师徒相传与一家之学的历史也随之结束了.

五、产生于从来没有著作权的社会———为以后建立著作权铺平道路

关于子书的作者,如«墨子»书中当今学者认为没有一篇是墨子本人的文字,都是墨子弟子后学

的作品.战国中期的孟子到了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合作完成«孟子»七篇②.在此以前,孔子也是在

晚年与弟子合作整理六经.像孔子、孟子那样与弟子合作著书,是子书中常见的著作方式之一.到

战国后期,诸子自己所撰作品日渐增多,如荀子、韩非.不过,如今«荀子»、«韩非子»书中都存有他们

弟子的文字.总起来看,子书作者或为诸子本人,或为弟子后学.子书作者不论是诸子本人还是弟

子后学,都不在作品上署名,他们不署名的根源是,官书作者不署名③.余嘉锡«古书通例»有“古书不

题撰人”一节,专讲古书作者不署名,可参阅④.最早,清代章学诚论诸子时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

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⑤所说“文辞”即子书.诸子不将子书(“文辞”)“据为己有”的意

思,也是作者不署名.
在出版学看来,署名权是著作权的核心,除此之外的经济权、邻接权等,都是从署名权派生出来

的.中国自汉代开始建立的著作权,只讲署名权,不讲经济权.在中国古代,署名权就是著作权,偶
有“润笔”之类的经济权,因为数量少,不妨忽略不计.那么,从官书到子书的作者不署名,这上千年

所有作者都不署名的现象说明什么? 它说明上千年作者不享有著作权(署名权),说明上千年社会上

从未建立著作权,说明上千年人们不具有著作权观念.诸子师徒是在从来没有著作权的社会上从事

著述活动,这是他们与汉以来作者的最大区别.故而子书作者无须遵守著作权的制约与约束,子书

中也不存在任何著作权问题.下面,通过子书中常见的“重文”现象,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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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史记韩非列传»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蠧»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按:秦王见«孤愤»、«五蠧»而不知作者是谁,说明韩非没有在作品上署名.
«史记孟轲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参见刘光裕«简论官书三特征»(«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一文中“作者不署名”一节.
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８ １９６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

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或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

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见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２０１页.



“重文”之“重”,是重复之重.“重文”也称同文互出,指存在于不同作品中彼此相同的,或基本相

同的,或大同小异的文字.“重文”可长可短,短者一两句,长者数百字,甚至更多.
凡“重文”,至少有两个作品的文字构成.“重文”之间的关系以因袭为主,具体说有以下三种:１．

其中一方因袭另一方的文字;２．两方共同因袭另一方的文字;３．无法判断谁因袭谁.“重文”与今天

所说的“引文”不一样.凡引文,一是要注明出处(出于何文,作者为谁),二是要与原文保持一致.引

文这些规则,“重文”概不遵守.举个例子,«荀子非十二子»与«韩诗外传»卷四有一段颇为有名的

“重文”.荀子为战国末年思想家,«韩诗外传»为西汉初年作品,该“重文”是«韩»文因袭«荀»文,且看

如何因袭:其一,«韩»文因袭«荀»文时,在原有“十二子”中除去子思、孟子二人,另又更换三人,将
«荀»文的“非十二子”,改成«韩»文的非“十子”.其二,«韩»文删掉«荀»文大约一半文字,其余原样保

留.从«韩»文保留«荀»文批评子思、孟子时所说“闻见杂博”与“按往旧造说”这两句最重要的话,可
知«韩»文作者见过«荀»文批评子思、孟子之语,删去这两人是故意为之.其三,«韩»文对«荀»文作了

这样任意的增、删、抄、改之后,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代与说明,也没有为读者注明这些文字的出处

(出于何文,原作者为谁).这样的“重文”,如果产生在汉以后已有著作权的社会上,无疑是明目张胆

的“抄袭”与“篡改”.
在子书中,“重文”并非罕见,相反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晏子春秋»与«左传»的“重文”多达十

处以上,另外它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有“重文”①.«列子»与«庄子»的“重文”,少量见

于“内篇”,大量见于“外篇”与“杂篇”,此外«列子»与«韩非子»等书也有“重文”.«老子»五千言篇幅

不长,有人发现它与«金人铭»文字相同或相近者多达七处②.«荀子»与秦汉间作品的“重文”特别

多③.如«大戴礼记»一书与«荀子»的“重文”有«礼三本»(«荀子礼论»)、«劝学»(«荀子劝学»)、
«哀公问五义»(«荀子哀公»)、«曾子立事»(«荀子大略»)等.«礼记»一书与«荀子»的“重文”有
«乐记»(«荀子乐论»)、«三年问»(«荀子礼论»)、«聘义»(«荀子法行»)、«经解»(«荀子王霸»)
等.«韩诗外传»与«荀子»的“重文”除前面所举一例外,还有很多.其他“重文”兹不一一列举.

从著作权看,“重文”无疑是公然的“抄袭”和“篡改”.可是在子书中,“重文”为何屡见不鲜? 屡

见不鲜又为何没有任何批评? 今天看来,原因倒不复杂,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从未建立著作权,人们

从来不具有著作权观念.子书作者在从来没有著作权的社会上从事著述活动,根本没有什么著作权

要遵从,道德领域也不存在旨在防止违反著作权的道德准则.而“重文”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根本不

是什么“抄袭”或“篡改”,相反是正常的、合理的事情.
官书时期因为没有著作权,作者可以根据需要“无条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无条

件’,指无须征得作者同意,也无须作任何说明;‘任意’,指增、删、抄、改之类,悉听尊便.当年这样

做,完全符合社会道德”④.像«韩诗外传»卷四与«荀子非十二子»那一段“重文”,就是«韩»文作者

根本自己需要“无条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的结果.再如«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
成为“重文”,前者比后者只少了批评墨家“非乐”等话,整篇文章稍作改动就搬过来了,可见«乐记»作
者也是根据自己需要“无条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诸如此类的“重文”,都是这样产

生的.
再进一步看,从较早的«左传»、«晏子»、«老子»,到«荀子»、«韩非子»,再到«大戴礼»、«礼记»、«韩

诗外传»等,大约二百来年中产生“重文”无数,撰写“重文”的作者也无数.这些作者为何可以“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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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良树:«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 ５７页.
参见郑良树:«‹金人铭›与‹老子›»,«诸子著作年代考»,第１２ ２０页.
如吕思勉认为:“今«荀子»书同«韩诗外传»«二戴记»«说苑»«新序»处最多,亦有同«书大传»«春秋繁露»«公羊»«穀梁»«左

氏»«国语»«楚辞»«礼纬»«诗毛氏传»«孔子家语»者,又有同«管»«韩»«庄»«列»诸子、«晏子春秋»«淮南王书»者.”见吕思勉:«经子解

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８页.
参见刘光裕:«孔子与官书制度»,«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呢? 为何二百来年畅行无阻而不受一点批评呢? 这里原因只有一

个,就是因为社会上从来没有著作权.人们生活在从来没有著作权的社会上,根本不知道著作权为

何物,不知道作者署名为何物.身处从来不知著作权为何物的社会环境中,无论哪个作者都可以视

自己需要“无条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作品”.他们这样做都是合情合理的,也都“符合社会道

德”.
从屡见不鲜的“重文”,可知子书产生于并长期存在于没有著作权的社会.因为上千年没有著作

权,所以作者没有真假之别,作品也没有真伪之别,“重文”也不是什么“抄袭”或“篡改”.这些问题的

总根源是什么? 就是作者不署名(作者不享有著作权).
不过,学术界对子书等古书作者不署名原因的看法,分歧较大.自章学诚首倡“为公”之说①,我

国文献学界迄今仍坚持认为,古书作者不署名是源于“为公”之道德.这个“为公”说,将古书作者不

署名的原因归结为道德问题,而不是著作权问题,笔者以为不妥处至少有三.
首先,认为古书作者不署名是出于“为公”之道德,这种看法不可或缺的前提是社会上已有著作

权,作者享有著作权.可是,只要认为古书作者享有著作权,必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屡见不

鲜的“重文”就变成不折不扣的“抄袭”与“篡改”,那些古书作者也就成为肆无忌惮的“抄袭”者与利己

者.“为公”说从褒扬古书作者道德出发,结果却陷他们于不仁不义而不可自拔.这样事与愿违、自相矛

盾,就是因为“为公”说不顾历史事实,将古书作者不署名的原因归结为道德问题,而不是著作权问题.
其次,认为古书作者不署名是源于“为公”的道德,必然认为作者署名是源于“为私”的道德.这

样就认为汉以来作者从不署名演变为署名,是著作活动的道德从“为公”到“为私”的退步或退化.这

种观点,与书籍文明针锋相对,背道而驰.从社会文化方面看,为何需要作者署名(作者享有著作

权)? 目的是鼓励著述活动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是保护精神劳动的成果与维护精神生产的正常秩序.
我国从汉代开始完成了作者由不署名到署名的重大变革,从而为著作事业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并
且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实际上,建立著作权亦即作者署名与否,首先是精神生产领

域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道德问题.有了著作权之后是否遵守署名规则,才产生道德范畴的问题(现代

社会是产生侵权与否的法律问题).这个“为公”说究其实质,是站在复古史观的立场,以道德价值否

定作者署名(著作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最后连自己也稀里糊涂

地站到了书籍文明的对立面.
最后,认为作者署名是出于“为私”之心,也与史实不合.因为作者由不署名到署名,不是仅仅取

决于作者一方的意愿.例如,秦王读了«孤愤»、«五蠧»,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他们都想知道作者是

谁,这两个事例都说明书籍或文字作品在公众间传播以后,读者想知道作者为何人,读者不满于作者

不署名.于是在读者与作者两方交流互动的作用下,最终促使作者由不署名逐渐演变为署名.在这

一过程中,最初受读者意愿的推动,可能更大更重要些,以为仅仅取决于作者一方的意愿,绝非事实.
就作者署名(作者享有著作权)本身而言,它不仅对作者有益,也对读者有益,对书籍事业、文化事业

都大有益处.以为作者署名(作者享有著作权)仅对作者一方有益,太过片面,太过狭隘.至于作者

署名以后,促使有些人为谋私利而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这与人类社会诸多进步都带来某些负面作

用一样,需另想对策,因此否定作者署名的合理性,是因噎废食,最不可取.
总之在官书时期,官书作者不署名与子书作者不署名都是著作权问题,都是作者不享有著作权.

就子书作者而言,无论是诸子本人抑或是弟子后学,他们之所以不署名(不享有著作权),一概不取决

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历史传统早就规定了的,所以人人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只要作者不署

名,作者与作品的所有权必然处于分离状态,作者对作品不享有权利,也不担负责任与义务,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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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见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

校注»,第２０１页.



作品命运,也漠不关心.子书是以文字形式记录的一家之学,它作为民间著述不能为君权所有或诸

侯所有,因而将子书视为传承一家之学的师徒共有是必然的选择.子书为师徒共有,可以为师徒相

传提供保证,也为一家之学的发展壮大提供内在动力.作者署名(著作权)属于精神产权,当时人们

无法区分书籍中的精神产权与物质产权,故而子书为师徒共有与著作权为师徒共有,并不是一回事.
一是师徒相传(尚未公众传播),另一是作者不署名(作者不享有著作权),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子

书在传承过程中不能不被弟子后学作这样那样的修改.以«老子»为例,从«庄子»“内篇”深受老子思

想影响推断,老子其人即使不与孔子同时,大概也在孟、庄以前.老子学说产生较早,传承到汉代的

时间很长,故而它被弟子后学修改总是难以避免①.不是学派门徒的人,虽可持有其书,但因为不传

其学而不能修改书中文字.像«老子»那样被弟子后学修改的子书,绝非个别.如«孟子»七篇,据«史
记»所记是孟子生前与弟子万章等人合作完成的.而如今«孟子»书中,孟子见诸侯时常常称谥号②.
据此,阎若璩认为这七篇是“(孟子)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③.«孟子»七篇是诸

子本人定稿的作品,弟子后学照样可以修改润色.此外,在«墨子»书中,在«左传»、«公羊»、«穀梁»等
经传中,都存在弟子后学修改的诸多事例,不一一列举.

诸子学说或子书在传承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些因素,使其不能不被修改.诸子学说从创建到

汉代公之于众,时间过程很长,或一百年,或二百年.战国年间,社会情况急剧变化,再加上百家争

鸣,新说迭出.为与客观环境相适应,一家之学必须与时俱进,若不与时俱进,就可能淘汰落伍.为

此,弟子后学在遵守先师家法的同时,不能不致力于丰富发展一家之学.墨家弟子在战国后期为墨

学增添了名学、兵学等新内容,就是丰富发展一家之学的例证.弟子丰富发展一家之学,一般有两个

途径:一是修订原有篇章,«老子»书中“兵者不祥之器”这段文字,就是后学门徒修订原有篇章的结

果,«老子»书中这类修订,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二是另撰新篇章,如刘向校«孟子»十一篇中被东汉赵

岐删掉的四篇,理当是孟门后学所撰新篇章.此外,«荀子»、«韩非子»等书中都有弟子后学所撰新篇

章.无论修改原有篇章抑或另撰新篇章,作者不署名是不会改变的,子书作为诸子一家之学的文字

记录也是不会改变的.如今有人认为,传承到汉代的«老子»其书,必须是老子一人的文字,不准有弟

子后学的语言或文字.他们坚持认为,一家之学从诸子创建到汉代,传承一二百年可以一成不变,可
以原封不动,可以保持诸子创建时原样.殊不知只要官书三特征依旧存在,这种见解无法成为事实,
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总之,子书既为师徒相传(尚未公众传播),又是作者不署名(不享有著作权),因此被弟子后学作

这样那样的修改,是合情合理、难以避免的.子书被不断修改的结果是必然成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
这是本文接着要讲的内容.

从出版学的角度看,作者不署名(作者不享有著作权)与书籍文明背道而驰.从我国书籍事业与

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看,必须建立著作权,必须尽快解决作者不署名的问题.流通是书籍的生命,作
者不署名的问题只有通过书籍流通才有可能获得解决.战国年间的书籍一为官书,一为子书.官书

不准公开流通,其根源在权力垄断,解决权力垄断,非靠政治革新不可.战国年间可以在社会上流通

的书籍,只有子书.战国中期以来,随着诸子学说风靡全国,带动子书不断流出师徒范围,成为社会

公众的读物.子书在社会上广为流布,读者传写迅速发展,这样就为最终在汉代实现作者从不署名

到署名的重大转变,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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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第六部分对此有详细论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

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

也.”晁公武撰,孙猛校注:«郡斋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１５页.
焦循:«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疏文引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焦循正义,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１１页.



六、子书是一家之学集体著作———兼谈子书“辨伪”是制造“历史冤案”

笔者曾说:“官书时期的学术著作受官书三特征的影响,凡经长期传承,最后不能不演变为无名

氏集体著作.可以说有官书三特征,必有无名氏集体著作.”①本文第一部分将官书三特征对诸子师

徒的影响归纳为五点,这五点影响足以决定,诸子学说不能不成为一家之学,子书不能不成为一家之

学集体著作.下面,以«墨子»«老子»«管子»三书为例,略作说明.
«墨子»是墨子学派文集汇编,是墨子所创一家之学经二百来年丰富发展而最后形成的集体著作.
«汉书艺文志»录“«墨子»七十一篇”.如今所传«墨子»目录仍为七十一篇,其中,有题而无文字者

八篇,无题亦无文字者十篇,实际尚存五十三篇.«隋书经籍志»称:“«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

翟撰.”所谓“墨翟撰”,就是认为«墨子»一书作者为墨翟一人,这是汉代以来的主流观点,到清代才逐渐

发现有问题.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墨子»十五卷,旧本题宋墨翟撰.然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

人之言,非所自著.”孙诒让说:“«墨子»书今存五十三篇,盖多门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②

如今所见«墨子»由西汉刘向校理后传于后世,它不是墨子所创学说的最初记录或原始记录,而
是墨子学说经二百来年丰富发展而在汉代汇集而成的学派文集,是墨子一家之学的集体著作.下面

为说明问题方便起见,将今存五十三篇按孙诒让«墨子间诂»目录次序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政
治学说”,凡三十一篇;第二部分为“墨辩”,凡六篇;第三部分为“记墨子言行”,凡五篇;第四部分为

“墨家兵书”,凡十一篇.
首先,在第一部分“政治学说”中,有«尚贤»等十篇在同一篇名下,为何各有上、中、下三篇? 这十

篇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它们在同一

篇名下各有上、中、下三篇,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诸如此类.
这十篇,目录记为三十篇,其中七篇文字已阙,实际尚存二十三篇.这十篇,若加«非儒»为十一

篇.问题是这十篇,为何各有上、中、下三篇呢? 清人俞樾根据上、中、下三篇彼此“字句小异,而大旨

无殊”提出:“意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③«韩非子
显学»说“墨离为三”,就是墨学分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俞樾认为,这十篇盖出于“相里、相夫、
邓陵三家”所传的三种不同文本,汉代人将这三家所传文本“合以成书”,结果就是“一篇而有三篇”.
俞樾此说,最得学界赞同.后来,罗根泽教授从«墨子»明嘉靖本统计这十篇的上、中、下三篇字数,发
现同一篇名的“上篇皆简,中、下皆繁”,进而推测上、中、下三篇理当出于同一源头———墨子④.人们

从«墨子鲁问»,发现这十篇的主题都源于墨子本人⑤,并认为十篇的基本观点属于墨子所传家法.
先秦一家之学都有家法.家法由先师创立,大致指学派的核心观念或基本原则.师徒相传时,弟子

无法传承先师每一句话,只能以家法为主.凡家法,弟子后学必须遵循,不可更改,若更改家法,就要

另立门户.墨家三派各自开门授徒,互相对立,都称自己为“真墨”,互称对方为“别墨”⑥.他们传承

墨子家法时,因为各自诠释家法,又各自形成文字,这样便有了十篇的上、中、下三篇.从十篇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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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光裕«孔子与官书制度»(«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一文第四节“经学传记是一家之学的集体著作”.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０６页;孙诒让:«墨子后语»卷上«墨子年表»,孙诒让撰,孙启治点

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６９１页.
俞樾:«俞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１页;刘光裕:«孔子与官书制度»,«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罗根泽:«墨子探源»,«罗根泽说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７页.
«墨子»卷十三«鲁问»:“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

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按:墨子说

“择务而从事”者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天志)、事鬼(明鬼)、兼爱、非攻.墨子所说这十个词语与十篇之篇名基

本相同,可证这十篇的主题或基本思想源于墨子本人.
«韩非子显学»:“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按:“真孔墨”意为“真孔”或“真墨”.

«庄子天下»:墨家各派“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



看,都以“子墨子曰”引出墨子的话,然后再作说明或发挥.这样的写法不可能出于墨子本人,理当出

于墨家弟子.且称“子墨子”者,必为弟子后学.由此可知这十篇文字,为墨家三派弟子后学所作.
最初,十篇内容或为墨子口授,以后由弟子后学演变为文字.那么,这十篇为何成为“字句小异,而大

旨无殊”的三种传本呢?
传承这十篇的三派因为同属于墨家,他们必须遵守家法而不改.十篇之三种传本所以“大旨无

殊”,就是三派都遵守墨子家法而不改的表现.另外,这三派在墨家内部自立门户,各执己见,激烈争

辩.十篇之三种传本所以“文字小异”,就是三派按各自观点分别诠释墨子家法的结果.这“字句小

异”,除了有三种传本繁简之不同,还有所引“子墨子曰”的具体文字不一致,也有对墨子见解的解释

不尽相同等.凡此,都属于诠释同一家法的差异,不是家法本身的不同.
与墨家十篇的三种传本相类似,还有儒家的«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

秋»三传都源于孔子所创«春秋»经学,又分别传承于“左”、“公”、“穀”三派达二三百年之久.“左”、
“公”、“穀”三派因为都遵循孔子家法而不改,所以«春秋»三传彼此也是“大旨无殊”.又因为“左”、
“公”、“穀”三派对孔子所传家法的理解不一样,结果«春秋»三传所讲经义,褒贬多有不同,甚或相左;
所述史事,或详或略;经文也偶有小异.与墨家十篇之三种传本的“字句小异”相比,«春秋»三传的差

异更大些.
墨家十篇的三种传本,儒家的«春秋»三传,都源于学派内部三派对同一家法按各自观点进行解

释.这样对家法作三种不同解释,客观上就是丰富发展一家之学.与墨家十篇相比,«春秋»三传对

丰富发展一家之学的作用更大,更明显.凡家法必为先师所传,凡一家之学必以家法为重.儒墨两

家允许弟子对家法作不同解释,各持己见,自由讨论,说明家法不是束缚独立思考的教条与枷锁,而
是一种政治理想或人生理想;也说明儒墨两家在学派内部,不追求思想观念的绝对统一或绝对划一,
学派成员享有充分的自由.从家法也可以讨论,可知诸子学说中没有不可讨论的问题,这样的一家

之学永远不会成为以绝对真理自居的宗教教义.这也是诸子一家之学与宗教教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下面,再看«墨子»书中“政治学说”以外的三部分:“墨辩”、“记墨子言论”、“墨家兵书”.“记墨子

言论”为«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这与儒家«论语»相似,具有充实或强化家法的

作用.“墨辩”六篇与“墨家兵书”十一篇,是战国中后期的墨家弟子给一家之学注入的新内容,是丰

富发展一家之学的新成果.
“墨辩”六篇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这六篇内容除逻辑学外,

还有算术、几何、力学、光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在子书中,以逻辑学为内容者,主要是名家与墨家;
以自然科学为内容者,唯此“墨辩”,绝无仅有.六篇中,屡屡可见与邹衍、公孙龙、惠施三人辩论的文

字.三人中以邹衍为早,稍后于孟子;公孙龙、惠施都在邹衍之后.这三人都是战国中后期人,而墨

子生活于战国前期.由此推断,“墨辩”六篇不能是墨子本人的文字,理当是战国中后期墨家弟子所

作.“墨家兵书”有«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从这些题目

可知内容为兵家攻防之术.在“记墨子言论”与“墨家兵书”两部分作品中,除称墨翟为“墨子”或“子墨

子”,又称墨子弟子禽滑釐为“禽子”或“子禽子”,禽滑釐以外墨子弟子也称“子”.从这样的称谓推断,这
些作品当为禽滑釐以后的墨家弟子所作,即墨子的再传弟子或更晚弟子所作.这样看来,“记墨子言论”
与“墨家兵书”也是战国中后期墨家弟子的作品.再看«墨辩»与«墨家兵书»,前者深受阴阳家、名家的影

响,后者深受兵家的影响,它们成为墨学的新篇章、新成果,都与百家争鸣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般说,«墨子»四部分作品中,以“政治学说”产生较早,其余三部分产生于战国中期或以后,因

此有的思想史将墨家思想区分为前期与后期①.诸子思想可以这样分前期、后期的,还有庄子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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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一书中墨学有两章:一为«墨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另一为

«后期墨家的哲学与辩学»;该书庄学也有两章:一为«庄周的唯物主义哲学»,另一为«后期庄学的相对主义与唯心主义».



«孟子»如果在七篇基础上加上被赵岐删去的四篇,大概也可分前期、后期.诸子学派的思想可分前

期、后期,再次说明传承学说的弟子后学,并不是简单重复先师所讲那些话.比如墨家子弟如果二百

来年只知背诵“子墨子曰”,不致力于丰富发展一家之学,“墨辩”与“兵书”是肯定不能再有了,“政治

学说”将因缺少对家法的三种解释而显得苍白枯燥,墨家即使不被淘汰而能幸存下来,也不可能像现

在«墨子»那样丰富充实、精彩动人,今天思想史学者更不能将墨家学说区别为前期、后期.从墨子学

派思想可分前期、后期可以看出,弟子在传承先师学说过程中绝非仅仅背诵“子墨子曰”,相反是不断

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发展,这也是学派具有生命活力而不被淘汰的原因所在.因此,凡经长期传承的

一家之学,都不可能与诸子创建时完全一样,都不可能原封不动,一成不变;那些经长期传承而到汉

代的子书,都凝结了诸子与弟子后学的共同心血,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成果.
«墨子»书中作品,汉以前都以单篇形式存在,到汉代才将它们汇编成书.«墨子»是墨子学说经

二百来年丰富发展后,最终在汉代形成的文集汇编.作为文集汇编的«墨子»一书的作者,是墨家二

百来年传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从今天著作权观点看,«墨子»不是任何个人的著作,它是

墨子一家之学的集体著作,该书著作权属于这个作者群体.在这个作者群体的成员中,可知姓氏者

只有墨子一人,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墨子»也是无名氏集体著作.
如今所见«老子»其书,不是老子所创一家之学的最初记录或原始记录,而是老子一家之学经弟

子后学丰富发展后的最终文字记录.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认为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有关«老子»作者的争论,历代很多,无

有结论,原因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材料多取自«庄子»寓言,真假莫辨.我们只是讨论«老子»其
书是否是集体著作,所以对老子究竟是何人等问题且置而不论.司马迁说庄子学说“归于老子之

言”①,«庄子»“内篇”又见老子思想的影响,据此推测老子若不与孔子同时,也是孟、庄以前的战国前

期人.老子学说创建的时间比孟、庄早,可是儒、墨成为“显学”时,老子默默无闻,影响不大.老子学

说在社会上产生影响,首先得力于庄子学派从«庄子»“内篇”到“外篇”“杂篇”的上百年不遗余力的宣

传与鼓吹,后来又获韩非、申不害等法家的推崇,终于在战国末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到
西汉初年,又以“黄老之学”名义成为全国统治思想.

«隋书经籍志»录«老子»为“周柱下史李耳撰”.«史记»记载«老子»其书是应尹喜之请而由李

耳一人撰成②,难成定论.老子生活在书籍尚未公众传播的社会上,他必定知道门弟子在传播学说中

的作用,远比文字更大,更重要.所以对老子来说,头等大事不是著为文字,而是开门授徒;没有门弟

子,他将学说著为文字多半无济于事.«庄子»书中多次谈及老子弟子,其中最有名的弟子是阳子居

(杨朱),屡次问道于老聃③,此外,还有士成绮④、庚桑楚⑤、南荣趎⑥、柏矩⑦等人.«汉书艺文志»也
记老子有弟子或传学者数人⑧,其中一人是尹喜.事实上,老子有门弟子.老子学说无论口传还是文

字,都必须师徒相传.当年,口传者如«公»、«穀»,著为文字者如«左传»,它们在传承过程中都经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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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论庄子学术渊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去,

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例如,«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庄子寓言»:“老子曰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

闻命矣.’”
«庄子天道»:“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
«庄子庚桑楚»:“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
«庄子庚桑楚»:“庚桑楚曰:‘子(南荣趎)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庄子则阳»:“柏矩学于老聃.”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老子邻氏经传»下注“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下注“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学»下注

“字少季,临淄人,传老子”;«文子»下注“老子弟子”;«蜎子»下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关尹子»下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
去吏而从之”.



次修改.产生于战国前期的«老子»无论著为文字与否,在传承过程中被弟子后学修改总是难以避

免.下面从«老子»书中,举数例说明.
其一,下面两段文字不可能产生于孟子以前.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

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
这两段文字中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绝圣弃智“之“圣”.«老子»书中称“圣人”多达二三十处,意

思都是至高至尊的高人.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心”(«老子»第四十九章)等.“绝圣”之“圣”若指“圣人”,与书中赞颂“圣人”多达二三十处文字存在

无法调和的矛盾.由此看“绝圣弃智”这种话,与书中赞颂“圣人”那些话不能出于同一人,是出于不

同的人.再者,将德行之“圣”与“智”并举,最早见于«孟子».如:“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
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七篇为孟子晚年的

作品,产生于老子之后.另一问题是“大道废,有仁义”.将“仁”与“义”联用为“仁义”一词,最早见于

«墨子»、«孟子»,此前不见.«墨子»书中作品为墨家弟子所作,已如前述.从以上两个问题判断,这
两段话不能是战国前期老子本人的话,最早产生于孟子之时,或为孟子之后.

其二,下面两段文字不可能产生于法家盛行之前.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老子»第五十七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老子»第七十

四章)
先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不能指周法.周法不公布于众,生杀大权操于执政贵族

之手,称不公布的周法为“以死惧之”,太过牵强.严刑峻法,源起于法家,早期法家如李悝尚不明显,
最早以严刑峻法实行变法并获成功者,是商鞅.«商君书赏刑»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

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

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鞅的“罪死不赦”范围很宽,以前有功或有善行者一律不予赦免.从

逻辑推断,先有商鞅这种“罪死不赦”的严刑峻法,然后才能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样的话.
再看“法令滋彰”云云.既称“滋彰”,总不能是早期法家倡导刑法之时,只能在法家变法成功并为诸

侯纷纷仿效之后.仔细品读这两段话,都不可能是战国前期老子本人的话,大致产生在商鞅变法成

功之后.
其三,下面这段文字最早产生于战国后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用之.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老子»第

三十一章)
左右将军的建制已是战国后期的事①,这段话最早是战国后期加进去的,自王弼以来几无异议.不

过,有人以为这是“经注相混”,注文窜入了经文②.“经注”之“经”,是“经久不变”的意思.这种“经”
的观念在汉以前诸子中尚不存在,称“经注相混”并不恰当.凡经长期传承并具有生命力的一家之

学,作为传承者的弟子后学无不致力于丰富发展.«老子»是语录体,所谓“经注相混”,其实是增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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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八“将军总叙”条:“自战国置大将军,周末又置前后左右将军.”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６年,考第５２６页.
魏源«老子本义»集注曰:“晁氏说之曰:‘王弼«老子注»谓“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末皆非«老子»本文.’王氏道曰:‘自“兵者

不祥之器”以下,似经、注相间,疑古之义疏,混入经文者.’”见魏源集注,黄曙辉点校:«老子本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６６页.



录.增补者为谁? 从师徒相传看是老子学派的弟子后学,目的是丰富发展一家之学.与子书的其他

修改方式相比,增补语录是较为容易的.增补语录的时间,或在孟子之时,或在商鞅变法之后,或在

战国末年,大概还有其他时间.究竟如何增补,是否还有其他修改等,都无法考查.«老子»从原来的

默默无闻到后来名噪全国,弟子后学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增补语录的作用.
关于«老子»一书,顾颉刚先生认为“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时之作”,“上自春秋时的‘以德报怨’,下

至战国末的‘绝圣弃智’,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①.顾先生认为«老子»“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合乎事

实.这部从汉代传下的«老子»,本是老子一家之学传承二百多年形成的集体著作,并不是老子一人

的著作.那么,«老子»与老子本人是何关系?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说:“«老子»书中如反对

仁义,反对法令的一些思想,可能晚出.但老子的天道观(也就是老子哲学的基本部分)是老子本人

的思想;贵柔,反对战争,和辩证法思想也是老子本人的思想;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也接近老子本人

的思想.”②认为书中反对仁义、反对法令等思想“可能晚出”,亦即“可能”是弟子后学所加;又认为书

中天道观、贵柔、反战等思想源于老子本人,亦即认为家法仍属于老子本人.这种看法较为客观公

允.可见,«老子»不是也不可能是老子所创一家之学的最初记录或原始记录,它是老子一家之学发

展演变后的最终成果,是老子一家之学经二百多年传承而形成的集体著作.弟子后学为了丰富发展

先师学说,不能不对作品进行修订.同一篇章凡经多次修订,像«老子»那样经多次增补语录以后,必
然成为如顾先生所说那种“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结合官书三特征考察,可知官书时期产生像«老子»那种“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是完全合理的,也
是必然的.可是,人们对这个合理性与必然性一无所知,因此将“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视为不可理解

的怪物,并从中引出两个错误判断.其一,断“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为“伪作”.如因“不是一人一时之

作”而断«老子»为“伪作”者,历代都有.问题在于,要求«老子»书中只准存有老子一人的文字,等于

是要求弟子后学在二百多年内只准反复背诵老子遗言,不准有任何丰富与发挥,若是这样老子之学

大概早就淘汰无闻了.«老子»所以能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后来名噪全国,原因之一就是成为“不是

一人一时之作”.它成为“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说明什么? 说明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创

造,这是学术生命延续与旺盛的标志,据此认为是“伪作”,其实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其二,以“不
是一人一时之作”中年代最晚的资料为根据,判断该书的“成书年代”.例如有人以«老子»书中最晚

资料的年代为战国末年,于是断«老子»著于战国末年③,认为此前还没有其书.有人据此,进而怀疑

老子其人是否真的存在④.事实上,«老子»书中最晚资料的年代,不过是老学门徒最后一次增补语录

的年代,据此判断“成书年代”不具科学性,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诸如此类的妄作断语,致使以真为

假、以有为无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不知道官书三特征及其影响,不知道官

书时期学术著作演变为“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是合理的,是必然的.
«管子»是战国年间各家学者研究管子治国的成果汇编,它与管仲本人不存在一家之学的传承

关系.
«汉书艺文志»录«管子»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另有十篇存篇目而无文字.«隋书经籍

志»:“«管子»十九卷,齐相管夷吾撰.”⑤管夷吾即管仲(? 前６４５),春秋中期齐国政治家.«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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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４、

５１６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４３页.
罗根泽«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一九二二年,梁任公先生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始提出六条证据,断

定«老子»书的著作年代在战国之末.”“顾颉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钱玄同先生书云:‘老子书决当如梁任公先生说,是
战国末年的书.’”罗根泽:«罗根泽说诸子»,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如有人认为,“老学的创始人不可考,他大抵托老聃之名著书.至李耳则与老学无关,止是谬攀老聃作祖宗而已.”罗根泽:
«罗根泽说诸子»,第２１４页.

魏征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００３页.



小称篇»记管仲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毛嫱、西施都是管仲死后才出生之人,管仲不可能知

道.这类事例书中很多,可知«管子»不是管仲“撰”.最早,西晋傅玄就对«管子»是否管仲“撰”提出

疑问,到宋代,学界大致确认“不是一人一时之作”①,清代章学诚指出«管子»是“习管氏法者所缀辑,
而非管仲所著述”②,最近于事实.

从«管子»各篇的思想内容看,多数来自战国中后期.书中讲儒家王霸的篇章不少,如«五辅»、
«霸形»、«霸言»、«问»、«四称»、«小问»等.儒家在春秋时只有仁学,王霸之说为孟子首倡,时间在战

国中期,流行更在其后.此外,研究者认为«法禁»、«法法»、«任法»、«明法»等篇具有成熟的法家思

想,盖源于战国中期或后期的商鞅与韩非.«幼官»、«侈靡»、«四时»、«五行»等篇具有的阴阳家学说

不见于战国前期,理当源于战国中后期的邹忌、邹衍之徒.还有«权修»、«立政»、«侈靡»等篇的重农

抑商思想,也产生于战国中后期,盛行于西汉.书中常见词语如以“主”称君王,以“相”为官名,以
“石”为量名,以“于(於)”为介词等.这些词语都肇始于战国,不见于春秋.从思想特征看,«管子»书
中主要是战国中后期各家各派的思想观点,管仲生活于春秋中期,不可能有这些思想.

从«管子»各篇内容看,分别属于道、法、儒、阴阳、兵、农各家.各篇的作者不是一人,也不在一

时.管仲生前只是政治家,没有创建一家之学.他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齐国霸业,名气大,影响大.大

概在战国中后期,儒、道、法、阴阳、兵、农各家都学习管仲治国,各自写了文章,其中包括搜集有关管

仲的史料与遗闻佚事等.后来,有人将这类文字搜集在一起,遂题曰“管子”.最后经西汉刘向编定,
传于后世.«管子»其书是各派学者分别研究管子治国的成果汇编,由此看也是集体著作,或许勉强

可称战国年间管子学派的集体著作.管仲本人不是诸子中一员.«管子»作为子书,与«墨子»、«老
子»等有所不同.«墨子»、«老子»作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都与学说创建者墨子或老子存在密不可分

的关系.«管子»与管仲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在«管子»书中,管仲是研究对象,管仲与研究者的关系

中不存在一家之学的传承关系.«管子»与管仲的这种关系,类似者还有«晏子»与晏婴的关系.
战国年间的百家争鸣,以齐国最盛.齐国的稷下学宫,长期聚集全国各家学者,自由讲学,自由

争论,成为先秦百家争鸣的典范.«管子»各篇作者来自儒、道、法、阴阳、兵、农各家,他们共同研究管

仲,唯齐国有此可能.管仲又是齐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名人.由此推测,«管子»书中各篇大概产生于

齐国,时间当为战国中后期.
现在,再看«隋书经籍志»录«管子»为“齐相管夷吾撰”,录«墨子»为“宋大夫墨翟撰”,录«老子

道德经»为“周柱下史李耳撰”③,可知«隋书经籍志»都以书名中的某“子”作为子书的作者.可是历

史上的事实是,一“子”一书与以“子”命书,都是西汉刘向校书后传下来的,一直到西汉初年,我国还

没有以“子”命书.再从我们对上述三书的考察可知,«隋书经籍志»录子书为某子“撰”,背离事实,
未经科学考证,态度轻率.我国古代对子书作者的见解,总的看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而且在汉

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大致经历了一前一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自汉至唐.这一千来年的总代表,就是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录子书为某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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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文献通考»卷二一二引叶适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
当是春秋末年.”朱熹说:“«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

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马端临:«文献通考»,考第１７３７页;黎靖德编,王星贤

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５２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

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自注:“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

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７４页.
魏征等撰:«隋书»,第１００５、１０００页.



对此持异议者,只有西晋傅玄①,唐代孔颖达②、柳宗元③、杨倞④等数人,多为片言只语.可见,自汉至

唐的我国文献学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汉代以来才出现的“一人一作”作为通用模式,生搬硬套于

汉以前子书身上,错误地认为子书作者也是一人,其人就是诸子.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隋书经籍

志»录子书为某子“撰”的客观效果是,将子书从一家之学集体著作,篡改为某“子”一人的著作.这样

公然篡改子书著作权,为宋以后的一场历史文化灾难埋下祸根.
第二阶段为自宋至明清.在这一千来年间,人们以子书不是某“子”一人所作为理由,将它们一

一打成“伪作”,无有幸免.自北宋开始,终于逐渐发现子书并不是诸子一人所“撰”.最早,欧阳修指

出«易传»“非一人之言”⑤;此后,«周氏涉笔»称“«商君书»亦多附会后事”⑥;陈师道、叶适、黄震等对

«老子»的作者与年代,对«庄子»是否是庄周“撰”等,也都提出疑问.宋以后的明清学者,在这方面提

出问题更多,更深刻.一般说,判断子书不是某“子”一人所“撰”并不太困难,主要是根据书中存有某

“子”死后才有的人、事、物,以及词语、思想观念等.这些资料,本是证明子书是一家之学集体著作的

证据.作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的子书,成为“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本为理所当然,光明正大.可是,宋
以来千余年间,除清代章学诚⑦、严可均⑧、孙星衍⑨等少数人外,几乎人人都对«隋志»录子书为某子

“撰”深信不疑,坚信子书的作者只有一人,其人就是诸子.因此,断定子书成为“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有人故意造假,或篡改文字,或塞进假货,或冒名顶替,诸如此类.基于这种认

识,必然产生针对子书的“辨伪”活动,鼎盛于明清,延续到民国以后.看似轰轰烈烈的“辨伪”,其实

是在«隋书经籍志»篡改子书著作权的错误基础上,变本加厉,错上加错.结果是,将作为一家之学

集体著作的子书,将光明磊落的子书,以不是某“子”一人之作为理由,轻而易举地打成“伪作”.针对

产生于从来没有著作权之先秦社会的那些作品,“辨伪”者高高举起捍卫个人著作权(署名权)的道德

旗帜,争先恐后向一家之学集体著作开火或开刀之勇敢与无畏,堪比西班牙骑士吉诃德先生与风车

作战;然而比吉诃德先生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肆无忌惮地给无辜子书制造“冤案”,抹黑先秦文化,酿
成一场历史文化灾难,而其罪魁祸首则是«隋书经籍志»录子书为某子“撰”.

七、以文字取代口述———阅读文化迅速兴起

先秦书籍走向公众传播,必须克服传统文化中两大障碍:一是以官书三特征为核心的官书传统,
另一是商周以来的口述文化传统.下面重在介绍诸子师徒如何改造口述文化,促使阅读文化迅速

兴起.
诸子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口述文化盛而未衰.例如,孔子口授经义而不录为文字,墨子也是口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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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戴望«管子校正»引傅玄曰:“«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戴望:«管子校正»附“管子文评”,«诸子

集成»本,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５年,评第１页.
«左传庄公九年»孔颖达疏:“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

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１页.
柳宗元«辩晏子春秋»:“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柳宗元:

«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３ １１４页.
唐人杨倞最早为«荀子»作注,他认为«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诸篇皆不是荀子作,而为荀子后学所

作.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一书«大略»、«宥坐»引杨倞注.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第４８５、５２０页.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１９页.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引.马端临:«文献通考»,考第１７３８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晏子春

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章学诚撰,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校注»,第２０１页.

严可均«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见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页.

孙星衍«晏子春秋序»:“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７７页.



弟子,孟子在晚年著书前也是口授弟子.这些都是受口述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如此.因此,诸子

学说早期多为口授,口耳相传的作品很多,著为文字者很少.在儒家经传中,«公羊»、«穀梁»、«毛
诗»、«书传»等都是口传到汉代才录为文字,著为文字而留存下来的主要是«左传».当年,口传与文

字两者没有高低之别,也不代表作品成熟与否.只要口述文化盛行,子书崛起或公众传播都无从谈

起.鉴于学术界对商周以来的口述文化大都视而不见,故而需多说几句.
人们常常以为,有了文字与文字作品,必有阅读文化,其实不然.人类最初文化活动无有例外,

都靠口述,而在发明了文字并创造了文字作品之后,文化活动也不可能马上以文字取代口述,中国外

国都是如此.其中原因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前者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４６９－前

３９９)认为使用文字害多而益少,口述比文字优越①;后者如中国商周的政教合一制度.商周时期的政

教合一政权,以君权名义垄断全部文化,不准贵族任意染指.最初的文字与简策,主要用于传布王

命;官府典籍由典书官执掌,严禁外传;全国只有官学,没有私学,故而读书识字者唯为贵族.在贵族

范围内,以史官为首的宗教官员包揽官府所有文字著作,垄断著作活动,并执掌全部典籍.这种现象

与欧洲中世纪少数高级僧侣以拉丁文垄断书籍与著作活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周贵族所读之

书以官学教材“诗”“书”为主,其他典籍未经允许不能阅读,他们无缘像史官那样从事经常性的文字

著作活动.章学诚说“私门无著述文字”②,是因为宗教官员以外的贵族不能从事文字著述,结果只有

官府“公门”拥有著述文字.与汉唐贵族相比,商周贵族的阅读对象与阅读活动少之又少,思想交流

以口头为主,很少利用文字或书籍.故而史官文化时期的社会文化始终是口述文化,或以口述为主

的文化.最早谈及口述文化的学者是清初章学诚,他说:“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③这

话主要指子书,经传包括在内.后来,阮元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

少,以口耳治事者多.”④所谓“口舌传事者多”,实际上就是商周以来的口述文化.阮元“口舌传事者

多”的见解,后来获得章太炎、刘师培等许多学者的赞同.
孔子四岁这一年(前５４７),鲁大夫叔孙豹首倡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内容的“三不朽”,以此否认世

卿世禄为“不朽”⑤.叔孙豹所说“立言”,与汉以来的“著书立说”尚不是一回事.这“立言”之“言”为
«说文解字»“直言曰言”(«说文解字言部»),原意是口头提出重要见解,所以他这“立言”是“口述”
之立言.叔孙豹自己没有文字作品传世,他以前的学者如子产、叔向等都没有文字作品传世.像子

罕“论弭兵”,子产“论天道”,叔向“论刑书”,包括叔孙豹“论三不朽”等,都是他们口头提出见解,靠史

官记录在史籍,再录入«左传»后才为后人所知.他们的“立言”都是口述,再加上史官所著史籍不准

人们阅读,故而非通过“口舌传事”旁人无法得知,这就是“口舌传事者多”的原因所在.汉代以来的

“著书立说”,必有文字著作;叔孙豹的“立言”为口述,“立言”者不著为文字,不撰成作品.两者区别

在此.
再看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⑥这句话.孔子将“行而不远”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口语修辞水平

低(“言之无文”),看不到“书于竹帛”是“行之”更远的关键,所以他这句话,客观上反映的是不以文字

为中介的口述文化,也说明春秋后期的文化活动主要靠口述、口授、口传之类.
不摆脱口述文化传统的束缚,子书崛起与公众传播等根本无从谈起,只有以文字取代口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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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斐德若篇”所记古埃及国王与文字发明者图提对话时对文字的批评,苏格拉底与斐德若都同意

埃及国王对文字的批评.[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６８ １６９页.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

校注»,第１１０８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２０２页.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６０５页.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才能蓬勃发展.战国年间,从私学发展起来的民间著述,逐渐将王官之学取而代之.随着诸子学说

被社会接受,诸子师徒为使一家之学传布各地,不能不要求以文字取代口述,从而成为冲破口述文化

传统的主要力量,于是使阅读文化迅速兴起.
在古代社会,以文字取代口述的客观困难很多,而且大都很难轻易解决.故而在欧洲,有些国家

到１４世纪以后才逐渐以文字取代口述,有些国家则更晚.我们中国是从公元前６世纪至前５世纪

开始,诸子师徒开始谋求以文字取代口述,到汉代大功告成.为什么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

大国,以文字取代口述的时间,反而比欧洲国家早得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使用文字与文字

作品,对统一国家的建设与巩固,对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从而成为

关乎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一种迫切需要.这个特殊因素,是推动诸子及其弟子后学可能较快、较顺

利地实现以文字取代口述的重要原因.
在诸子百家中,对文字或书籍作用最早具有明确认识的是墨家.«墨子尚贤下»说:“古者圣

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墨子»书中这类“书于竹帛”的言

论,还见于«尚贤中»、«兼爱下»、«天志中»、«明鬼下»以及«非命»“上”“中”“下”等.墨家认为“尚贤”、
“兼爱”、“明鬼”等道理都是古代圣王通过“书于竹帛”传下来,这是托古,未为可信.可是,从中说出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书于竹帛”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传播作用,这是墨家对书籍作用的重大

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当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口述优于文字,大致与此同时,中国的墨家坚

持认为“书于竹帛”的作用优于口述.墨家强调“书于竹帛”的作用,必定包括文字的作用.中国古人

讲文字的作用,一定是指以形表意的方块字———汉字,因为拼音文字在中国派不上用场,没有什么用

处.古代士大夫很容易理解只有文字(汉字)作品才能超越语言差别而流布全国各地的道理,所以墨

家所说“书于竹帛”的巨大作用,本是人同此心,人们容易接受.子产、叔孙豹等必须遵守史官记言记

事,自己不“书于竹帛”这个官场规矩.诸子师徒没有这样的官场规矩,他们只要认识到“书于竹帛”
的作用,便可付诸行动.

从现有资料推断,孟子晚年不再坚持口授而与弟子一起埋头著书,可能是文化史上以文字取代

口述的转折点,时间是战国中期.从此开始,诸子中著书者迅速增多①,口述作品逐渐减少.到战国

后期,诸子大都热衷于文字著作,他们不再像孔子那样“授而不书”,也不再像孟子那样到晚年才与弟

子合作著书.这时候,诸子人人著书,而且亲自著书,荀子、韩非都是一生亲自著书.如今«荀子»、
«韩非子»两书中,弟子的作品虽然仍不少,可是较可靠为诸子自己所撰的作品,公认以这两书为多.

从战国中期到战国后期大约一百来年,在这不算太长的时间里,以文字取代口述的历史任务取

得决定性胜利.当年孟子说:“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②从“言盈天下”之语,约略可知墨

家成为“显学”,最初主要靠“处士横议”之类口头宣传,故而“盈天下”者不是文字,而是“言”,由此可

见口述文化传统的影响.后来,«庄子天下»说墨家各派“俱诵墨经”,并引证«非乐»、«节用»两个篇

名,由此判断墨家学说早在«天下»篇以前就“书于竹帛”,著为文字作品.战国后期的诸子,除了仍有

口头宣传与口头辩论,人人忙于著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记战国末年的吕不

韦,仿效“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而著«吕氏春秋».荀子乃儒学大师,在齐国三为祭酒,名气大,弟子

多.当年“著书布天下”者,至少还有荀子弟子韩非.“布天下”为夸张说法,至少说明文字作品的流

布范围相当广,阅读文字作品的人相当多.而“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引起吕不韦的仿效而著«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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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

世主.”按:称“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各著书”就是各有文字著作.驺衍生于战国中期,活跃于战国后期,«史记孟子荀卿

列传»称他“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难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看来驺

衍当时有文字著作.驺衍与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都是“稷下先生”,齐国稷下学宫学者的著书风气领先全国,称他们

“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大致是可信的.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春秋»,更是诸子“著书”的示范效应.从中不难看出,社会上从事文字著作与阅读文字作品,渐成风

尚,蔚成风气,势不可挡.“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及其示范效应可以说明,商周以来的口述文化传统

即使尚未完全翻过去,至少大势已去,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未有,值得大书特书.从孟子称“杨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到荀子韩非的时代,我国文化领域产生了从“言盈天下”到“著书布天下”的急剧转

变.变化速度之快,远超过如今人们所想.
从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授而不书”,到晚年著书的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再到“荀卿(前３１２

－前２３８)之徒著书布天下”,其间大约三百来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以文字取代口述,以阅读文化取

代口述文化的重大转变.说是“基本上”,因为尚未最后完成,不少口传的经传到西汉才录为文字.
在文化史上,“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是一个历史性标志,代表阅读文化迅速兴起,方兴未艾.战

国年间书籍,一为官书,一为子书.带领我国书籍大踏步走向公众传播的,不是官书,而是子书;以文

字取代口述,或以阅读文化取代口述文化的,也不是官书,而是子书.子书为何能迅速以文字取代口

述? 主要是为了适应在公众间传播的需要.当学说在师徒范围传承时,口传与文字的作用,各有短

长,难分伯仲,因此将口述录为文字不可能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可是,当学说越出师徒范围而到社会

上传布时,口述的局限性立刻暴露无遗,以文字取代口述就变成一种迫切需要.特别是因为我国疆

域辽阔,人口众多,语言复杂,诸子学说在社会上广为传布,靠口述“行而不远”,非靠文字作品不可.
到战国后期,荀子、韩非都热衷于文字著作,主要是为了适应公众读者的需要.

在中国,取代口述的文字必须是以形表意的方块字———汉字.中国的阅读文化始终以汉字为中

介,阅读对象始终是汉字作品,阅读文化的作用愈大,等于汉字的作用愈大.在阅读文化迅速发展

中,人们终于认识到汉字对我中华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产生了对汉字的崇拜心理,这就是“仓颉

作书”的传说在战国后期突然盛行起来的原因①.以后到两汉,更把“仓颉作书”神化,如«淮南子本

经»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人们对“仓颉作书”的崇拜,真实地反映了崇拜汉字的社会

心理.“仓颉作书”的传说为何不见于战国前期? 因为战国前期口述文化未衰,阅读文化尚未兴起.
战国后期出现“仓颉作书”的传说与崇拜汉字的社会心理,说明阅读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渐居主流地

位,口述文化已成明日黄花.
中国古代阅读文化兴起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必将提高华夏人民交往与交流的水平,从而为民族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统一国家的建设与巩固,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它对书籍事业的重大意义是,
在阅读文化中产生的读者传写,最终成为汉唐抄本出版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最早的读者传写,产
生于汉代以前;它赖以产生并赖以壮大成熟的社会土壤,就是阅读文化.有阅读文化,才有读者传

写,才有汉唐抄本出版.以文字取代口述对书籍事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八、大踏步走向社会公众———兼谈«吕氏春秋»问世的划时代意义

诸子“口授”,接受者必为门弟子;诸子“著书”,接受者除了门弟子,必有社会公众.子书不断越

出师徒范围而流向社会公众的过程,同时也是阅读文化形成并发展的过程.汉以前中国没有书商,
秦始皇焚书不涉书商可证,所以,子书流向社会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读者传写.吸引读者传写子书

的主要原因是诸子学说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是诸子学说风靡全国.如当年有人评荀子:“今之学

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荀子尧问»)“荀卿之徒著书”何以能“布天下”?
从“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可知其中原因.

这主要是战国中期以来,诸子学说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子书随之不断流布社会,于是民间藏书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其中以子书为主.«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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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世本作篇»说“沮诵、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蠧»说“仓颉之作

书也”等.



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所说“家有之”的“商、管之法”或“孙、吴之书”,都
是汉以前的单篇文章,并不是到汉代才有的«商君书»、«管子»这样的子书.“家有之”是夸张说法,然
而可知法家、兵家的著作在战国后期社会上流布相当广.韩非因为是法家,故以“家有之”推崇法家、
兵家.实际上,“家有之”的绝非只是法家、兵家,另有儒、道、墨等各家子书.«庄子天下»说“其在

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中书籍就是儒家之书.“荀卿之徒著书布

天下”的也是儒家之书.再如燕昭王为阴阳家驺衍筑黄金台,执弟子礼,这时候燕国“家有之”的著

作,理当包括驺衍所著«始终»、«大圣»之类.
战国年间流入民间的书籍,大都是子书.偶有流入民间的官书,包括称“禁方”的珍贵医书在内

都是秘密传承,并不公开流通.随着子书大量流布社会,民间书籍越来越多,到战国后期已具相当规

模.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陈箧数

十”时苏秦尚未显贵,乃民间之书.«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陈箧数十”与“其书五

车”,或为当年民间藏书较多者.汉以前韩非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汉初司马迁说«管子»、«晏
子»之书“世多有之”①,他们共同提及«管子»,由此推测西汉初年民间之书多为先秦遗物,或为先秦遗

物的抄本.秦代末年,圯上老父赠张良«太公兵法»(«史记留侯世家»).秦朝祚短,圯上老父这«太
公兵法»当为战国末间兵书.西汉武帝年间,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
凡数十篇”(«汉书艺文志»),这些“壁中书”都是战国年间齐鲁地区的民间书籍.西汉河间王刘德

“从民得善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

之徒所论”(«汉书景十三王传»).刘德所得既称“先秦旧书”,无疑是战国年间民间之书.后来,西
汉当局“大收篇籍”,所收之书多数也是战国年间民间之书.以上零星资料,虽然难以窥知当年民间

拥有书籍之盛况,大致可知到战国后期,全国最多、最重要的书籍都在民间,汉代以来奉为经典的那

些书籍也都在民间.
子书大量流布社会后,著作领域出现两个变化:一是子书中的“重文”比以前明显增多,二是产生

了一批针对诸子的学术评论.“重文”是一方因袭另一方文字,凡形成“重文”必须参照另一种文字著

作,所以重文可以证明文字作品流布之广.评论诸子学术的文章,最早产生于战国后期,如«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解蔽»、«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等.它们评论诸子,
大都根据文字作品.以«庄子天下»为例,它这样评说«庄子»的语言艺术:“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

伤也;其辞虽参差,而 诡可观.”从“其书”如何、“其辞”如何,可知作者读过庄子学派的文章.它评

论老子有一段引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这段引文出于«老子»第
二十八章,差别只是“知其白”为“知其荣”,据此可证作者读过«老子».它评墨子时征引两个篇

名———«非乐»、«节用»,这两篇如今仍在«墨子»书中.此外,还引用慎到、惠施等人的文字,他们的作

品失传太多,查证无着.诚然,学术评论也可能根据口传资料,然而从«庄子天下»看,大致是以文

字作品为根据的.从这些学术评论可知,到战国后期,子书不只是社会公众的阅读对象,也是学术界

的研究对象.
子书大量流布社会的时候,距离书商产生至少还有二百年,当时书籍流通的方式与渠道只有一

个,就是读者传写.传写者不限于弟子门徒,主要是社会公众,是士大夫.考察中国古代的书籍传

播,离不开读者传写.书籍流通有多么重要,读者传写就有多么重要.战国后期子书大量流布社会

说明,读者传写已经相当广泛,已具一定规模.这样发展到战国末年,书籍传播领域终于发生一件空

前未有的大事,就是«吕氏春秋»公开问世,时间是公元前２３９年②.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率领众多门人所著.出版学考察«吕氏春秋»的公开问世,要点有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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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记管晏列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据«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岁在涒滩”云云.“维秦八年”,为公元前２３９年.



一,作者以自己姓氏命书.或曰«吕氏春秋»,或曰«吕览»,这“吕”代表作者吕不韦.古代以作者姓氏

命书以«吕氏春秋»为早,远在刘向以前.在作者姓氏命书中已经具有作者署名的含义,说明视作品

为作者己有的新观念正在悄然形成.第二,«吕氏春秋»书中有作者自序,称«序意»,内容为吕不韦

“答良人问十二纪”.古代作者的自序,以«序意»为最早.作者为了传写者便于鉴别自己公之于众的

文本,一般以书名、序跋、篇章目录、全书卷次等作为一目了然的标志.«吕氏春秋»问世时有书名,有
序言,其中包含作者自觉为读者鉴别定本提供方便的用意.第三,«吕氏春秋»公开问世时又以“能增

损一字者予千金”云云,为新书作宣传①.所谓“一字千金”,目的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吸引人们传写

作品,可见作者头脑里具有公众读者观念.«吕氏春秋»公开问世,集署名观念、定本观念、公众读者

观念三种新观念于一身,说明当年一些人已经具有公众传播的自觉意识.这是自有官书以来,中国

书籍传播领域发生的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不过,«吕氏春秋»问世时,社会上读者传写尚未完全成熟.从出版学看,凡读者传写都可分前后

两部分.首先,将作品复制到简策上,并制成书籍(卷轴);然后,将制成的书籍供读者使用.前者为

书籍生产,后者为书籍流通.在现代出版业中,书籍生产必须遵守两条规则:一是尊重作者著作权,
二是复制作品以定本为准.否则,必定造成传播秩序的混乱与纠纷.我国古代的读者传写也是如

此.它作为书籍生产,同样必须遵守这两条规则.一是尊重作者署名,传写时要抄上作者姓名;二是

所抄作品需以作者公之于世的文本(定本)为准.其中,关键是作者署名.因为,只要知道作者署名

之必要,传写时就能以作者公之于世的文本(定本)为准.只有读者传写遵守这两条规则,它才能成

为书籍公众传播的主渠道,从而成为抄本出版的一个重要环节.
直到战国末年,作者署名的问题始终没有获得解决.除了秦王读«孤愤»、«五蠧»而不知作者是

韩非,说明抄本上作者不署名,此外,战国后期与秦汉间作品中“重文”比以前显著增多,更能证明这

时候社会上尚未建立著作权,依旧是作者不署名.中国古代解决作者署名问题,亦即著作权问题,肯
定不能靠书商,这是国情决定的,谁也无法改变.在古代,作者与读者同属于士阶层,士阶层具有群

体性强、崇尚文化、重义轻利等阶层特征,因而他们可以通过书籍流通,逐渐发现作者署名的必要性

与合理性,进而作者与读者两方在作者署名问题上逐渐达成一种默契与共识.其中关键是,读者认

同作者署名.因为,如果读者在传写作品时不抄上作者姓名,即使已有作者署名也是归于无用.读

者在传写时抄上作者姓名的重大意义,大致等同于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书商在制作书籍时写上或印上

作者姓名.可是,要求多数读者认同作者署名的必要性,谈何容易? 短时期根本不可能.实际上,汉
以前以至汉初的传写作品上都没有作者署名,故而不可避免地给书籍传播带来混乱与矛盾,这是后

来刘向所以校书的重要原因.
在战国末年,«吕氏春秋»集三种新观念而问世尚属个别现象,它代表难以阻拦的历史潮流.总

的看,官方垄断与公众传播两种势力的争斗,胜负未决,成败未定.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全国

后,行“挟书律”,禁私学,“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暂时扑灭了公众传播之火.官书制度在腥风血雨中

全面复辟,所以书籍公众传播在汉以前并未完全实现.尽管如此,诸子学说风靡全国,子书大量流布

社会,读者传写已具一定规模,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这些都是书籍事业不断进步的可靠保证,所以

汉代实现书籍事业的突飞猛进,本在情理之中.

[责任编辑　李　梅]

１９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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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

张新科　刘彦青

摘　要:１９５０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曾出现过解构汉赋经典的情况.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

想的解放、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通过传播、评论以及创作接受等方式,汉赋的价值得到重新肯定,经典地

位得到重新建构.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材料的发现,使汉赋研究呈现多学科综合研究态势.

借助网络媒体,新时期汉赋的传播与接受更加广泛.汉赋经典地位的重新建构表现出文学经典超越时空

的永恒魅力.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承、评价包括汉赋在内的文化遗产,如何把握评价汉赋的

标准,如何认识政治变化对汉赋经典建构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期;汉赋;经典化;重构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辞赋史上树立了典范.汉魏六朝以来,
对汉赋经典的建构和解构并行,但总体上看建构占主要地位.文学经典的建构或解构,读者是主体,
是读者对作品扬弃、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时

代有不同的经典认同.笔者曾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人文杂志»２００４
年第３期)、«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汉赋在明代的经

典化途径»(«文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
期)、«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等文,对汉赋的经典化问题提

出了一些看法.今再就新时期以来汉赋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基础

新时期是指１９７７年改革开放至今将近４０年的时间.汉赋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其经典化的

建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于这些赋作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准,在历代读者、评论家、文学选本、
文化思潮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赋经典被树立起来.１９５０年代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
汉赋经典被解构.进入新时期,随着新的治学方法、文献材料、文学思潮、传媒途径、文艺政策以及读

者群体等的变化,人们开始了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这种重新建构,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基础.
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代乃至近现代对汉赋经典的建构为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赋产生后,从汉魏六朝以来就存在批评和赞扬两种倾向.批评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汉赋进行

指责,尤其是对大赋,批评指责更多.这在其创作的时代就开始了,司马迁批评司马相如赋“多虚辞

滥说”① ,扬雄批评汉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② ,班固说汉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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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喻之义”①.唐代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将屈宋以降辞赋一概目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

思之音也”②.唐代刘知幾«史通载文»批评汉赋诸家“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往

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③等等.对汉赋的批判,大到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小至遣词造句,甚至对司

马相如、扬雄这些汉赋作家的生活经历、政治仕途上所谓的“污点”进行批评,进而批判他们的赋作,
如苏轼说:“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几殆于劝

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④朱熹«楚辞辨证晁录»云:“雄乃

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

也.”⑤而对汉赋的赞誉者在汉代也开始出现,汉宣帝就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⑥.班固«两都赋序»也认为

赋“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⑦,肯定汉赋的

价值.王充«论衡案书»甚至预言“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

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⑧南朝时期的刘勰认为:“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⑨

(«文心雕龙诠赋»),充分肯定汉赋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唐代韩愈肯定“下逮«庄»«骚»,太史所

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柳宗元赞誉“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西汉

文类序»).直至清代,焦循在其«易余龠录»里也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楚骚以下至明

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录其赋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进一步肯定

汉赋的地位:“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

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以说汉赋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总体来看,历代对汉赋经典的

建构占主要成分,肯定汉赋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大量的赋选、赋集、赋论、赋注释、赋点评、赋创作

等,都体现了对汉赋的推崇、学习、认可、接受.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汉赋大家的赋作

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文人模仿的对象,历经各时代而不衰,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的重要基础

之一.
(二)１９５０年代对汉赋经典的解构为新时期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反思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也随

之发生了新的乃至质的变化,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古代文化

遗产.但是受“左”的思潮影响,许多人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以至于出现学术上的

偏颇.除个别学者对汉赋有一定的客观认可外(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等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等),主流则是对汉赋的批判.如有人认为汉赋是反现实主义文学、御用文学等,最有

代表性的如茅盾在«夜读偶记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指出:“汉赋主要

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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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①这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的«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认为“汉赋是一种地道

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②,可以说从内容、形式到影响都对汉赋进行了彻底否定.
(三)新时期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为汉赋经典重新建构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

进入新时期,解放思想成为新的风气,实事求是的学风带来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前一时期被批

判否定的传统文化遗产(包括汉赋)被重新认识与评价.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在健康的学术氛

围下,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经典、评价经典、建构经典.被解构的汉赋经典又需要重新树立形象,曾经

被视为无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汉赋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包含汉赋在

内的古代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条件下,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逐渐频繁.
一些国际汉学家的汉赋研究成果被关注,代表性的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汉代狂想曲:扬雄赋的研

究»对扬雄赋作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且对西方及日本学者关于扬雄乃至汉赋的研究成果多有引荐,拓
展了国内学者的见闻.日本学者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有专论汉赋展开的章节,主要探讨了

汉赋的发展和代表赋篇的内容及形式特点,被学界认为是日人研究汉赋用力最深的著作.港台学者

如简宗梧的«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从汉代文学思想的源流追溯汉赋的起源,并关注了汉赋的美学

价值.简宗梧的另一部著作«汉赋史论»分析了编纂«全汉赋»的必要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一些

汉赋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并且对汉赋本质和特色进行了历史考察.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

统»从汉赋“体物”“写志”两方面展开论述论述汉赋的价值,在论述中注重了对赋家心态的分析.此

外张清钟«汉赋研究»,何沛雄«汉魏六朝赋家论略»、«汉魏六朝赋论集»,张体正«赋学»,李曰刚«辞赋

流变史»等都有对汉赋的专门论述,这些著作在大陆获得了不小反响,其观点、研究方法对大陆学者

有很大借鉴价值.１９８４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龚克昌的«汉赋研究»是“文革”后大陆出版的第

一部专论汉赋的著作,其后姜书阁、马积高、高光复、刘斯翰、万光治、曹道衡等学者关于汉赋的专门

论著也陆续出版,使得汉赋研究逐渐活跃并繁荣.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赋体文学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汉赋成为辞赋创作学习的典范.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国家也投入大

量财力物力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许多濒危的传统文化遗产得到发掘保护.汉赋,特别是大赋,其波

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文势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认为是在大一统形势下“壮汉代之声威”的作品,是国家

“软实力”的一种展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

满,而府库余货财”③,与汉代这种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国家富强的社会背景相适应而产生了汉

大赋.在新时期,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也刺激着当代

的一些文人选择传统的赋体文学来描绘和展现这个时代.而且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使都市文化得

以繁荣;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自然山水、优美风光,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可以说时代为“体物写

志”的赋体文学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丰富的表现内容和广泛的应用空间为赋体创作提供了契机.
汉赋所表现的广阔的思想内容,所采用的纷繁多样的艺术手法,都是文人们借鉴学习的对象.赋体

文学创作实践仍然需要从汉赋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而汉赋能否确立为学习的榜样就成为一个现

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评估汉赋的文学地位.

二、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途径、方法

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人们对汉赋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汉赋

的经典地位得到重新建构.其主要途径和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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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赋传播

汉赋传播主要包括汉赋的整理、评点、注释等.传播是文学经典化的基础,有了广泛传播,汉赋

作品才得以流传,才有可能产生审美效果,被读者接受.而传播的基础则是文献的系统整理,包括作

品的汇编与选编.在此基础上的评点与注释方便了作品在更广阔范围的传播.汉赋传播与社会政

治、教育、文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关系.特别是与新时期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有关,汉赋这种历

史上局限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专利”的雅文学逐渐走出狭小的圈子,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赋总集的整理和汉赋选,除«历代赋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影印外,刘祯祥等的«历代辞

赋选»选录历代３７家４９篇赋作,其中汉赋１０家１２篇.毕万忱等«中国历代赋选»收录先秦迄近代

１２６家１９７篇,其中汉代１２家２２篇,田兆民«历代名赋译释»选历代８４家１２５篇,其中汉代１６家２５
篇,吴云«汉魏六朝小赋译注评»选汉魏六朝小赋２５家３６篇,其中汉赋１０家１２篇.郭预衡主编«中
华名赋集成»选１３６家１６７篇,其中汉赋１９家２８篇.张巨才«中华历代名赋金典»选１５５家１７６篇

赋,其中汉赋２５家２８篇.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是一部专收汉代赋体文学的断代文学总集,收录

汉代８３家２９３篇赋(包括全篇１００多篇,存目２４篇,余为残篇),并进行了标点校勘,是第一部较为

完备的汉赋总集.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共评注汉赋７０余家,１９５篇(不含建安赋).费振刚、仇仲

谦、刘南平«文白对照全汉赋»收录汉赋９０家３１９篇(完篇约１００篇,存目３９篇,余为残篇),并对收

录赋篇作了翻译,赋篇后有前代人的相关评论,极大地方便了阅读.赵逵夫主编的«历代赋评注»选
历代赋家３２９人(佚名除外)５８３篇,其中汉赋４１家７８篇.曲德来、迟文浚、冷卫国主编的«历代赋广

选新注集评»共选赋３４８篇,其中汉赋占７３篇.此外由马积高等编集的«历代辞赋总汇»收录先秦至

清末７３９１家３０７８９篇,是迄今为止最完备、宏大的通代辞赋总集,其中计有汉赋７９家２４１篇.这些

赋总集的整理和汉赋选本极大地方便了学者获取汉赋资料.这些选本在吸收前代经典赋篇的基础

上,结合当前的审美风尚与趣味,在选篇上多有新变,这是当前汉赋经典重构的框架基础.此外如

«文选»学的再次兴盛,对汉赋注释与评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赋学工具书的编纂,规模较大的

有迟文浚等主编的«历代赋辞典»,其中“名篇评介”选６４家１０５篇,含汉赋１９家３２篇.霍旭东等主

编«历代辞赋鉴赏辞典»收录历代辞赋２００家２７６篇,含汉赋２０家２７篇.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霍松

林、徐宗文主编的«辞赋大辞典»,费振刚、仇仲谦«汉赋辞典»,对于宣传辞赋具有积极意义,方便了汉

赋的普及,为一些非专业的辞赋爱好者学习了解辞赋提供了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时期各种

出土材料的发现,科技的进步,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便利,学者们对一些前代学者无法获取或很难获

取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敦煌文献便是其中的代表,伏俊琏的«敦煌赋校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敦煌赋的校注作了富有创造性的总结.赋论汇编则有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高光复«历代赋论

选»、叶幼明«赋话丛编»、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等,这些赋论汇编中有很大部分是关于

汉赋的.这些工作对于汉赋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应指出的是,汉赋进入大学教材、大学课堂,
这也是汉赋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汉赋专题课,对汉赋传播、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是一个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互联

网、手机的普及逐步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传统的纸质阅读与网络阅读相结合,促进了辞赋的传播.
关于辞赋的专门网站如中华辞赋网、中国辞赋网、中国诗赋网、中国骈文网等在新时期汉赋的传播中

起了很大作用.以中华辞赋网为例,有专门的“辞赋赏析”、“当代赋选”、“辞赋评论”、“名家专栏”、
“辞赋推荐”等栏目,在“辞赋赏析”、“辞赋评论”、“辞赋推荐”里汉赋是重要的内容.借助网络传播的

方便性、快捷性、普遍性,经典的汉赋在时空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应该看到,这些辞赋网站及其

他论坛上传播的赋篇依然没有超出传统的经典赋篇范围,这与辞赋网站和一些辞赋专家、爱好者的

有意识推送有关.这些专家、爱好者有的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素养,了解辞赋发展历史,受传统的经典

汉赋篇目影响更大,故而他们的推送选择多将视野集中在经典选篇上,从而导致广大读者接触了解

的多是经典篇目,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构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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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赋评论

汉赋评论从汉魏六朝以来就颇有成就,到清代形成高潮.赋论是对汉赋作品的阐释,通过挖掘

作品隐藏着的“密码”和价值,引导读者理解作品的内涵,结合时代文学思潮发掘汉赋的当代价值.
赋论是连接作者、文本(作品)、读者的桥梁,对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时期以来,大量的

论著对汉赋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与古代赋论不同的是,这些专

题研究,不再是零散的、片段式的、感悟式的,而是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仅汉赋研究著作而言,主要

表现在:第一,汉赋发展史,高光复«赋史述略»全书共分九章,以汉魏晋南北朝赋为重点概述辞赋发

展历史,唐以后则以不到十分之二的篇幅简述其流变,肯定了两汉是赋的时代.马积高«赋史»“是国

内赋学界第一部系统而具有很高学术及文献价值的中国古代辞赋通史著作”①,在系统论述辞赋发展

史的同时,力破成见,认为“赋始盛于汉,但汉赋不是赋作成就的最高峰”,“唐赋是赋的发展高峰”②.
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以朝代顺序,阐明了辞赋演变历史中七大段落的艺术流变和美学特

点,将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辞赋发展期定位为“光大鼎盛期”,给予了汉赋很高的评价.曹道衡«汉魏

六朝辞赋»认为“辞赋发展到律赋已完全没落,在文学史上不再占重要地位”,并有“西汉辞赋”、“东汉

辞赋”的专章论述.第二,汉赋专题研究.如龚克昌«汉赋研究»是一部以汉代代表性的赋家作品论

为中心的汉赋研究专著,在思想和艺术上肯定了汉赋的价值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汉赋是一种富

有创造性的文学,她反映了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象,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她努力摆脱经学束缚,顽强

地显示出文学艺术的特征;汉代提出了系统的辞赋理论,使文艺创作改变了自发被动的局面而进入

自觉的有意识的崭新阶段,因此,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刘斯翰«唯美文学之潮———汉赋»从
审美角度审视汉赋,认为汉赋在继楚辞之后开辟了一个“唯美”的新时代,给中原文坛带来了南方的

文学觉醒和活力,并且从汉赋开始,中国文学走上了南北文学合流演进的道路.姜书阁«汉赋通义»
以“考史”为重点,对汉赋的源流、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并对的汉赋内容、形式技巧及价值得

失都有讨论,内容丰富,史论相兼.万光治«汉赋通论»从“文体论”、“流变论”、“艺术论”三方面对汉

赋进行深入研究,内容广博,资料翔实,是一部有独立见解的著作.赵逵夫«诗赋论集»、康金声«汉赋

纵横»纵向探究汉赋文体的渊源形成、发展流变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横向论及汉赋的创作思

想、题材内容、颂美讽喻、审美价值和艺术表现,肯定了“汉赋是一代文学的正宗”,“是文学自觉时代

的第一声春雷”.章沧授«汉赋美学»对汉赋作了文体界定后,从美学渊源、美学思想、讽谏艺术、创作

艺术、语言风格、山水自然和文化艺术之美,以及“美文学特征”等方面,论述了汉赋在思想内容和艺

术形式上的成就、特点和美学价值.阮忠«汉赋艺术论»在“说赋”并论述“汉赋生成与演化”后,切入

汉赋作家的风采与创作趣尚,论述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和风格.曲德来«汉赋综论»包括“赋体的来源

及汉赋的范围分类”,汉赋“内容意识论”、“艺术论”、“影响论”几个方面对汉赋进行研究,肯定汉赋是

“最能体现汉代文学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和充沛的创作力的文体”,是“汉代文学的最高代表”.
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全书分为“汉赋知识谱系考索”、“赋家的制度性

焦虑”、“专制政治下赋家的生存性焦虑”、“汉赋的象征、政治神话与乌托邦”、“汉赋的意识形态功

能”、“汉赋修辞的政治意义”,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通过汉赋勾勒汉代文人的心路历程,挖掘汉赋文本

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此外,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制度与批评»,程章灿«汉赋揽胜»,骆
冬青«气象丰凡的汉赋»,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余江«汉唐艺术赋研

究»,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汉赋与汉代文明»,刘向斌«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等深入到汉代政

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对汉赋在汉代兴盛的原因、特点、变化、影响等的认识是新时期汉赋经典

重构的有力支撑.三是汉赋理论类,如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选辑«史记»到近代刘咸炘«文学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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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赋论方面的资料９０则,是当代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赋论方面的资料集.高光复«历代赋论选»
选录自司马相如到朱自清的１００位论者的赋论资料,内容集中在赋文体源流、特点、各代辞赋成就及

著名赋作的评论方面.叶幼明«辞赋通论»涉及辞赋文体的界定、源流、发展、辑录与整理五个方面,
是一部探讨辞赋文体有关问题和总结历代辞赋研究状况的综合性论著.曹明纲«赋学概论»设“赋的

特征”、“起源”、“分类”、“演变”、“作用”、“赋集和赋话”、“影响”等章节.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较为

系统地论述了自西汉至现当代赋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是赋学界第一部以历代赋论为研究对象且

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赋论史专著,之后进一步修订出版成«中国赋论史»,全面地总结了历代赋论

的成就和价值.孙福轩«中国古体赋学史论»则专门总结历代对古赋评论的成就.对历代辞赋理论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辞赋研究的领域,汉赋评论无疑是其评论中重要的部分.四是汉赋研

究史的总结,以踪凡«汉赋研究史»为代表,第一次系统勾勒历代汉赋研究的历史,给人们提供许多重

要资料.五是以«神乌赋»的出土为契机,结合敦煌文献中的俗赋资料,引起人们对汉代俗赋的重视,
其中系统的研究以伏俊琏«俗赋研究»为代表.除著作外,大量的汉赋研究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涉及

的问题更为广阔.总体来看,汉赋的经典地位得以重新树立.可以说,新时期的汉赋研究通过使用

新材料、新方法,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文学研究为本位,广泛涉及考古、历史、政治、地理、城建、制
度、民俗等多方面内容,由于这种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与文本依然是传统的汉赋经典篇目,在深入发掘

这些要素的同时,又提高了这些篇章的知名度,这些传统的经典篇目也因这些方面的文化价值而重

新获得生命力,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化一条不可忽视的途径.
(三)汉赋接受

新时期的汉赋接受主要是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借鉴与学习,这是汉赋经典影响史的体

现.汉代的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等对当代辞赋创作都有影响,只不过或明或暗,或大或小.
这一时期的赋体创作是伴随国学复兴的热潮而兴起的,自１９８０年代一些学者、艺术家开始辞赋创

作,王学仲、魏明伦等,这些大家本身有很高的辞赋素养,加之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其赋作也产生了广

泛影响.新时期一些辞赋研究专家,在学术研究之外也有赋学创作,如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就有«南
征赋»效仿汉赋«东征赋»、«西征赋»、«北征赋»的主题,许结、阮忠、詹杭伦、易闻晓等,都有辞赋佳作.
由于这些学者本身是辞赋研究的专家,其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很高水平.除此之外,还有各类

作家的辞赋创作,包括大量模仿汉赋之作.２００７年«光明日报»开辟“百城赋”栏目更是在国内产生

了很大影响,其中王禹«澳门赋»虚构罗山与而已君进行问答,陈洪«天津赋»虚构盘山君、九河伯、渤
海若之间问答,这明显模仿汉赋主客对答的模式.方牧的«舟山赋»里直接说明结构上是模仿枚乘

«七发»而作①.为了更好地宣传本城市,选出一篇好的本城市赋作,哈尔滨、苏州、徐州、商丘等许多

城市向全国征稿反映其城市面貌的赋作.在此影响下,小的城市也出现如«陕西百县赋»这样的赋体

创作.这些以城市为主题的赋作一般追述城市的历史,铺叙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现状,展现主政领

导风采,表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盛世荣华的时代精神,从内容到艺术方式上继承和发扬光大汉代都邑

赋的传统.对此,有论者深入论述,并指出:“赋这种古典文体,能够在这时被想起并被重新拾起,充
分说明‘盛世作赋’的文化传统深入人心”②,当为知言.

除了传统的出版渠道外,互联网成为赋体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重要平台.这使得辞赋创作者的身

份多元化,题材多样化.从创作实际来,互联网上的辞赋创作范围广泛涉及新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网络辞赋作家,他们的赋作直接间接地受着汉赋的影响,但是由于网络自身

的特点,多种职业和多种文化层次创作者的参与使得网络赋作显得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
在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推动下,新时期逐渐出现赋体创作的热潮.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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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的作品还是能把握赋体文学的基本艺术手法,如赋法表现、典故、押韵等这些不同于其他文体的

特色.这些基本的艺术手法多是由汉赋开创使用的,而很多赋作是在对经典汉赋学习基础上进行的

创作.虽然新时期的赋体创作在文辞、赋法以及规模上远不能与经典汉赋相比,但这种赋学创作活

动却不失为赋这种古老的文体在新时期重新寻找生命力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广

泛使用白话文,生活内容复杂变化的时代,与大多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赋体文学失去了其繁荣的制

度、文化和社会背景,如何重新寻回自己的魅力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与诗文相比,赋这种介于诗

与文之间的文体(特别是汉大赋),因其宏大的结构、生僻的字句、陌生的典故等特点更不容易为当代

读者接受,但是依赖前代经典化基础,特别是依赖经典化选本的传播,经典赋篇的阐释、评论,新时期

的创作者能够把握住汉赋的基本精神与艺术手法而进行适应这个时代特色的赋体创作.
(四)辞赋学术组织与学术会议

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一定的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使汉赋得到更深

入的研究,这也是区别于古代汉赋经典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赋学会成立以来,１９８７年在湖南衡阳举行首届国内赋学研讨会,１９９０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了

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一直到今天共举办了十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历届赋学会对汉赋研究的热点

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为学界指出了汉赋研究的各种新问题、新方向.此外

还存在其他各种形式的辞赋研究机构,各高校的辞赋研究机构如山东大学辞赋研究所、香港中文大

学的中国辞赋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诗词曲赋研究中心等.这些组织还有专门的辞赋研究刊物.还

有一些高校设置专门研究方向培养辞赋研究的硕士、博士,为汉赋的持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有

组织,就能团结海内外的学者,形成研究的合力;有组织,就能使研究更深入,更有计划性.这些组织

和研究机构使汉赋的研究不再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而转变为系统的兵团化攻坚,借助集体的力量,
依赖明确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汉赋研究成果,如出版辞赋研究丛书(南京大学、四川师范

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都组织出版辞赋丛书)、在学术刊物开辟辞赋研究专栏(«文史哲»
等)以及讲演活动.尤其是中国赋学会自成立以来,在组织辞赋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国内

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而且在境外如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举办研讨会,一大批学者如马积高、
龚克昌、许结等,在汉赋研究、组织学会发展以及培养赋学研究人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汉

赋在辞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每次学术研讨会上,汉赋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总之,学术组织、
学术会议、培养汉赋研究专门人才等,都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化的新途径,使汉赋的经典地位愈来愈

巩固.

三、汉赋经典建构的再思考

新时期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对于汉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
(一)如何正确对待包括汉赋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
新时期以来,我们有意识地去弘扬传统文化,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是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基础,

同时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的有益举措.建国后

很长时间对汉赋的否定,与那个时期反封建的政治基调密不可分.庸俗社会学的泛滥和狭隘的现实

主义文学主张,使得对包括汉赋在内的文学的研究与评论,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方式硬生生地为其划

出非此即彼的论战阵线.这样的结果便是文学沦为政治斗争工具而丧失自身独立的价值.历史经

验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盲目地一概否定是错误的.以

经典汉赋为例,尤其是汉大赋,仅仅因为它铺张扬厉的艺术风格和一些歌功颂德的倾向便将其定位

为反现实主义作品,忽视大量经典汉赋广泛多样地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真切地表现了赋家内心情

感,且在文字、辞采、谋篇等方面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汉赋繁荣的时代是实

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是汉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实力在文化上的反映.所谓“西汉文章

８９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两司马”,即是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史学的发达和以司马相如汉赋为代表的文学的繁盛展示了

大汉一统的政治气势与汉人高度的文化自信.所以对汉赋的认识评价不能脱离它产生、繁荣的时

代,而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其铺张扬厉的气势是大一统时代精神的展示,其所描

绘事物的广博和奢侈豪华的内容也来自大一统的现实基础.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是源于当时社会

的繁荣和制度背景,讽谏主旨则是出于经学文化背景下的儒家思想要求,而辞采、韵律方面的讲究也

是文学逐步发现自身价值并即将自觉的表现.因此,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产生它

的时代去分析,做到知人论世,实事求是,客观公允.
经典汉赋之所以能穿越千年,在各时代都产生很大影响,其思想艺术上的价值有许多值得肯定

的地方.传播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播其中的经典作品是继承文化遗产的核心任务.但是我们要

认识到与传统社会相比,新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对古代文化的隔膜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严重,如何让经典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将古代

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当代创作接轨.在发掘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在创作的动力下继承古代文

化遗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网络上存在着大量在体式、字法、句法、押韵、对仗、结构等方面不合

赋体规范而冠之以“赋”的作品.古代经典辞赋是赋家呕心沥血之作,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张
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谢榛说:“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

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①很多古代赋家本身就是专业的学者,如司马相如、扬
雄便是文字学家,班固是史学家、经学家,阮元在«四六丛话后序»中说:“综两汉文赋:诸家莫不洞

穴经史,钻研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丽字.”②汉赋经典可谓是知识积累与时间积淀的产物.而反观当

代很多出于名利或应酬“批量化生产”出大量赋作,一任这样的“赋作”传播,对赋体文学的创作是不

利的.这就需要广大的辞赋创作者自觉学习经典,提高辞赋素养,谨慎下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

到,当代辞赋创作的题材涉及城市赋、名胜赋、企业赋、店堂赋、品牌赋、工程赋,大量赋作是出于广告

效应而作,笔者认为这一点无可厚非,许多经典汉赋也有干谒的原始动机.商业化的需要,是激励当

代辞赋繁荣的土壤,我们也应该鼓励辞赋依靠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色在新时期充分发挥其价值,但
是这需要辞赋创作者在迎合当代审美取向的情况下,有明确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尊重辞赋的传

统,坚守古典文学的底线,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弘扬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衡量汉赋作品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从历史上对汉赋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文学评论标准无外乎思想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

此外如苏轼、黄震等那样从司马相如、扬雄生平污点出发否定他们的赋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化

教育,并不涉及文学本身特质.建国前后以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衡量汉赋,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人本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文学思潮影响下出

现了如“新启蒙批判”、“文体批判”、“学院派批判”、“文化诗学批判”、“文学生态学批判”等等名目繁

多的评价标准,这使得文学评价的标准出现混乱状况.而在新世纪的新媒体时代,消费主义成为文

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在这种多元化背景下,衡量

文学、衡量汉赋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 这是汉赋研究能否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当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出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

仍然是一种具有宏观视野的文学评价标准.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

“我们绝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指责歌德,而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③,在«致斐拉

萨尔»(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８日)一文中又针对拉萨尔的剧本«格兰茨冯济金根»再次说道:“您看,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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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

一些反对意见.”①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更是明确

地指出了“确定作品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

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做历史的分析了”②.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应该是美学的、历史的两者完美

结合.在这种文学评价标准下我们关注汉赋,会发现其实借鉴«文心雕龙诠赋»对赋体的定义,以
“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可以恰当地评价汉赋.首先,“铺采摛文”是从美学方面对汉赋文体特质的概

括,“铺”与“摛”是指赋法而言,“采”与“文”是就文辞文采而言,合起来形成汉赋敷张扬厉的艺术风

格.对这种艺术风格历来也有不同的评价,司马迁认为是“虚辞滥说”、“靡丽多夸”,曹丕却认为这是

赋体文学的特色,值得肯定,“诗赋欲丽”.从创作实际来看,汉代赋家是肯定这一风格而且非常重视

作品的艺术美感的,汉代之后的古典文学作家也十分注重学习汉赋这方面的艺术特色.其次“体物

写志”.“体物”是指描绘事物,包括广泛的社会生活,这是西汉大赋的内容.“写志”除了如骚体赋、
抒情小赋抒发个人情志外,散体大赋更多地涉及汉赋讽谏与颂扬,这是汉赋的思想,也是历来对汉赋

评价争议最大的问题.对汉赋思想的衡量,从扬雄开始,一直在讽谏与颂扬上进行讨论.这与汉代

在经学思想的控制下,讲究讽谏、有益政治教化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的价值判

断有关.“体物写志”是从历史的标准来评判的.大多数汉赋实际表现出更多的是颂扬,这就使得那

些零散的存讽喻主旨的赋作(如赵壹«刺世疾邪赋»)显得尤为可贵.对汉赋而言,带有讽谏性、有利

规劝时政与社会弊端的作品历来是各时代普遍认可的经典,这种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不朽魅力,在
当代也应该是我们继承学习的经典.传统所批判的描绘帝王生活的赋作也是我们本时代应该正确

认识的,应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赋篇.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审美的多样化,我们依然倡导文学

作品在思想上表现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艺术上给人以美感和享受.评价文学作品时,美学的标准与

历史的标准应是完美统一的.
(三)政治运动、文化思潮如何影响人们对汉赋经典的认识?
汉赋的生产、发展与汉代政治、文化思潮有密切关系.同样,对汉赋经典的认识、评价、接受也与

每一时代的社会息息相关.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治的开明与封闭,经学的盛行与衰落,思想的禁锢

与解放,文学的复古与革新,文化制度的多样与一元,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喜好与排斥,等等,这些都

是历代汉赋经典化中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蔽地作用于汉赋的读者,影响读

者对汉赋的认识.具体体现在汉赋选录的标准、汉赋评价、汉赋消费与接受等方面.如汉赋在汉代

就已经开始经典化的过程,以大赋为例,当时大一统的时代,人们需要这种体制宏伟的辞赋歌颂盛

世,于是«子虚»、«上林»成为大赋作家的学习典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个体生命意识

突出,于是汉代的骚体赋、抒情小赋被普遍接受,这些赋作展示了身处乱世人们的普遍心理.但是西

汉的煌煌大赋也是这些赋家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这既是一种赋体模范的学习,背后又是对那个昌

盛时代的向往与想象追念.所以我们发现在主流创作抒情小赋的情况下,不乏刘桢«鲁都赋»,徐幹

«齐都赋»,刘劭«许都赋»、«洛都赋»,吴质«魏都赋»,高允«代都赋»,左思«三都赋»,这些都是对汉赋

都邑赋的模仿.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文学的自觉表现

在对文体的细致划分、文学理论的出现等方面,特别是对文学之“文”的认识,“诗赋欲丽”、“赋体物而

浏亮”,出现了对文学文采、句式、韵律、对仗等方面的强调,尤其是刘勰«文心雕龙»对汉赋的评价总

结,萧统«文选»对汉赋经典作品的收录,使汉赋的地位得以稳固.初唐文坛主批判六朝以来的华靡

文风,进而也对汉赋华丽的风格进行了批判.初唐很多文人甚至持偏激的观点彻底否定汉赋.但盛

唐的伟业,使得汉赋的精神再次复活,所以出现了李白«明堂赋»、«大猎赋»,杜甫«三大礼赋»,李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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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赋»、«东都赋»等这样明显模拟汉代散体大赋的赋篇.宋人创作了如苏轼前后«赤壁赋»、欧阳

修«秋声赋»等的这种新文赋,但依然出现了像周邦彦«汴都赋»、李长民«广汴赋»、杨侃«皇畿赋»、傅
共«南都赋»、葛沣«圣宋钱塘赋»这样的体国经野之作.唐宋以来科举考试曾将律赋定为重要一科,
为推动辞赋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到元代科举中辞赋考试由律赋变为古赋,楚骚、汉赋成为文人士

子创作学习的典范,可以说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对汉赋经典地位的重新构建.在元代辞赋复古风气

的影响下,明人继续发扬了这种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复古潮流,特别是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

唐”的主张下,大力倡导学习古赋.另一方面,思想上受“王学左派”的影响,李贽“童心说”、公安派

“独抒性灵”主张反复古,对汉赋经典又是一种解构.明代赋学正是在这种复古与反复古的双重影响

下发展的.大体来看,复古派主张汉赋自不必说,反复古派主张抒写内心真性情的要求其实也不出

骚赋、抒情小赋的范畴,所以整体看明代辞赋基本涵盖了汉赋的各种形式.清人兼容历代赋艺,众体

兼备,不拘一格.就特点来看,在乾嘉实学影响下,出现如徐乾学«经史赋»,朱筠«笔赋»、«拟招隐

士»,王家冶«辅嗣‹易›行无汉学赋»等融合经传、舆地、金石、史辩的学术赋.清代科举考试最重视八

股文,从实际创作看,八股文文法和句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渗入辞赋,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较早注

意到这点,认为清赋时代就是八股文时代.当代社会亦是如此,当“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冲击学术

时,学术就成为政治的附庸,汉赋就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思想僵化封闭时,对汉赋的认识就很难实事

求是.在“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影响之下,对汉赋的研究或是从其华丽内容

着眼认为它是统治阶级御用文学,或者过度批判其夸饰艺术而定义其为反现实主义作品.进入新时

期,当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审美方式多样化、学术走上健康之路时,人们能客观地认识到汉赋在思想

艺术上的价值,汉赋的魅力得到再次彰显.总之,在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学思潮影响下,人们都会从

思想和艺术上对汉赋进行一番讨论,对汉赋的肯定推动了汉赋的经典化,而对汉赋的否定往往是以

一种“反经典化”的方式关注时代文学的某些弊病,对后代的文学不无裨益之处,可以说正是两者的

结合促进了赋体文学的健康发展.但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几句话就可以

概括出来的.我们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政治运动、文化思潮都对汉赋产生着影响,这种影

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运动、文学思潮影响下文学的新变,这种新变是在保留传统基础上接受

时代新要求的创造,这是文学的一种进步,如历史上骈赋、律赋、文赋等的出现.它促进了文体的发

展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是值得肯定的.还有一类是在政治运动、文学思潮影响下文学的审美属性

降格,如汉代经学思想下对汉赋讽谏性缺失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的一种规范化,但如当

代初期对汉赋的否定那样,则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从汉赋经典的建构历程可以看出,汉代开始树立起散体大赋与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模式,经魏晋

文学的自觉,与道分离开来,文学便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各时代的研究者、选本整理者、评论者、创
作者等着眼角度不一,但是都能在汉赋这座矿藏中汲取有益成分而出现某种创新.在特殊时期文学

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人们关注的是文学引起的社会功利属性,而不是审美属性.但是从汉赋

经典化的建构及重新建构过程,可以认识到文学的引发人无限想象的魅力并没有也不会在政治的洪

流中丧失,这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特质.我们注意到各时代所关注的汉赋篇目是大同小异的,可
以理解为经典汉赋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魅力,特别是那些在思想、艺术上有开创之功,能够反映社会

真实面貌,表达作家真挚情感的赋作往往可以称为永恒的经典.

[责任编辑　刘　培]

１０１新时期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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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
内在作用机制及相关理论表征

郭　鹏

摘　要: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问题应该从对“传统”的基本语义及其构成要素等问题入手.中

国古代文学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传统.该传统有着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也

有着维系自身,拒斥不合传统规范的对外排他性.同时,传统一旦形成,便会对未来文学的走向与发展产

生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在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以儒家、道家的思想和屈原的精神为内涵的动力结构体系,该
体系也有其既维系自身,又彼此共同作用的内在机理.明确古代文学传统的构成及其作用机理,可以有效

把握古代文学的演进脉络与深层规律.认识古代文学传统的基本特性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准确把握与

传统特性相关的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振叶寻根,辨明我国古代文学传统最具价值的内涵所在,为民族文

学的发展创造生动活泼的生态条件.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规律;动力结构体系

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传统.文学传统内部组成部分间存

在作用关系,也会与传统之外的诸多因素发生关联,于是显现出传统自身的自我更新特性和对外作

用的方式特点.传统的力量通过文学与文风对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体系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到民族

的人文精神风貌和综合意志品格.目前,在大力倡导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国学精神的语境下,社会

上对“传统”,尤其是对文学“传统”的认识和语义使用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使得“传统”一词在更多

时候几乎成了“古代的”和“过去的”同义语,具有了业已约定俗成甚至无须辨析的内在涵义,这与“传
统”本身的语义以及其应有的文化意义不符.因此,亟须对“传统”一词的语义及其使用情况做梳理

工作.同时,对文学“传统”的内在构成要素和作用机理亦应予以深入分析和阐发,并对文学传统的

基本特色和相关理论表征予以研读,以便确切地认识文学“传统”,为继承传统并开创真正体现民族

精神的文学未来导夫先路,开启山林.

一、关于“传统”的语义内涵与文学传统的基本特质

“传统”的基本语义与“传”字和“统”字的初始意义直接相关.“传”,«说文解字»云:“传,遽也,从
人,专声.”段玉裁注:“遽,传也.与此为互训.此二篆之本义也.«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
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① “传”的本义为使者以车马传递命令或信息,后引申为

　

作者简介:郭鹏,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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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７７页.



传播、流传的意思.如«礼记祭统»中的“知而弗传,不仁也”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二世三世

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②之“传”,即是此义.此外,“传”还具有传授、教育的意思,如韩愈«师说»所云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③,就是从传授、教育方面讲的.
“统”,«说文解字»云:“统,纪也.”段玉裁注:“«淮南泰族训»曰:‘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

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按,此其本义也.引申为凡纲纪之称.”④在“纪”字条,段注引«诗经
大雅棫朴»“纲纪四方”之郑玄«笺»云:“以网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之为纪.”⑤“统”与“纲”、“纪”
字义相关,有包容外物、自成条理并相区别的意思.而“纪”,«说文解字»云:“别丝也.”段注:“一丝必

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互相足也.”⑥“统”与“纪”意思相近,都与加工

丝物有关.细分的话,众丝皆首尾条理即是“统”,单条丝线首尾清楚即是“纪”.“统”与“纪”“义互相

足”,就是说,无论单丝还是众丝,既能合成一体,又各有首尾.再结合“纲”和“纪”的语义关系,尤其

是“纪”的语义联属来审视“统”字,可知其有综合、聚合的意思,也就是说有了別于他物,自有首尾的

意思.再予引申,便有了内在的规范和约束的含义.而段氏所谓“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

皆得其首,是为统”,也明确了“纪”与“统”都有前后间的延续性或曰延展性.将“传”与“统”结合起来

审视,可知“传统”不是单线延续,而是包含了众多线索或脉络.“众丝”合以为“统”,也可知“统”的含

义可延伸到事物自身具有的内在的规定性和对外的排他性方面.
“传统”连用,本指家族血统的延续.«后汉书东夷列传»有云:“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

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⑦此“传统”即传承王室

血统的意思.沈约«立太子赦诏»有云:“咸以为树元立嫡,有邦所先;守器传统,于斯为重.”⑧此处的

“传统”亦指血脉的承传.大抵从元明时代开始,“传统”一词始具有了传承精神文化的意思.如杨慎

就说过“传统继圣之儒”的话⑨,不过其“传统”是动宾结构而不是我们现在具有名词和形容词特点的

语词.明代朱升«小四书序»评宋人黄继善的«史学提要»云:“使知传统事迹之详.”其义已接近现代

的用法.«辞海»只对“传统社会”作了解释,其释义未可称赡.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对“传
统”的解释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
∣~剧目.”这种解释,考虑到了“传统”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认为“传统”所传的内容是“具有特

点的社会因素”.但若结合“传统”的古代语义,我们发现,“传统”实际上也具有内在规定性和对外的

排他性特点,同时也具有长期持久的延续性.作为一个被广泛运用的语词,我们应该清楚,它不仅应

该具有过去传至现在的语义,还应该具有可传性,可以干预甚至是决定某种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

社会因素的未来发展走向.然而,就“传统”一词的语用现象看,目前使用该词,却往往与“古代的”、
“过去的”或约定俗成的某种事项混淆,很多用法也并不科学.如“传统习俗”、“传统观念”、“传统道

德”等等,甚至将一些本应摈弃的古代事项或心理定势也标目为“传统”,如“男尊女卑的传统”、“文人

相轻的传统”等.这些都是在语用现象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都缘于将“传统”这个具

有内在规定性和前后延续性的严肃概念混同为“古代的”、“存在过的”、“过去有的”和“向来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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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这样的”之类的语词,而没有考虑“传统”是一个具有自身作用机制和内在约束性的,同时也具

有对外排他性的体系性结构,在具有“世代相传”的含义的同时,也具有对当下的作用力和对未来的

“预设”力,因而存在着乱用或错用问题.这反映出在概念认识上,对什么是“传统”,它的内在构成和

自我约束力以及外向排他力的表现,还存在没有准确理解等问题.其实“传统”不仅是“世代相传”到
当下的过去所有,也同时是作用于现在并决定未来的社会存在.它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综合结构体

系,既未尝失效,也绝非“古代”和“过去”的代名词.在当前主张弘扬“传统”的时代语境之中,对“传
统”含义的理解,绝不应出现含混和错讹.

实质上,所谓“传统”,是指对过去事物的传播、接受并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既具包容性、开放性,又
具约束性和排他性的结构系统.其中,“传”具有传递与接受的意义,而“统”则具有综合、聚合与约

束、规范的意义.“传”以在时间维度上的传递与接受行为确立其语义,“统”则在空间维度上依照统

合的综合度和连贯性确立其语义.二者结合,便具有了横向和纵向的立体维度上的延续性与统合

性:既包含了众多具有延续关系的脉络,又具有自身的统合机制与内在的约束力,也具有了对外的排

他性.“传统”具有内在的作用机制,也具有自我更新的发展机制.它实际上类似一个具有生命特征

的结构体系,有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过去有而现在无,它会自我更新,会依照自身的

规律,按照自己早已延承的发展轨迹不断延续并伸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涵盖了时间,包容

了可以吸纳进其内涵世界的纵向存在;也笼括了空间,收拢了一切与其内在规则相符的各种事物.
当一种文化有了自己稳定的“传统”,便可视之为该文化业已成熟的标志.“传统”是决定某种文化区

别于其他文化的精神内涵,是此种文化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存在精髓与发展动力源①.而文学“传
统”的出现,则是文学成熟与发达的标志.

认识古代文学的“传统”应从古代文学本身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去总结规律,寻绎脉络.在论及古

代文学时,被广泛称引的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

世莫能继焉者也.”②然而,以“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去观照古代文学,实际上无法搜绎并把握古代文学

的传统.虽然通过“一代之文学”概括,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代表性作用的文学样

式,但却难以以一个连续性的脉络去贯穿各时代,并不能彰显古代文学在发展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

稳定规律和自身机制.而我们所说的古代文学的主要脉络必须能支撑各体文学的创作实践和价值

选择,也同时能够支撑并支持各体文学在发展演化中形成自身更新吐弃的规律,并表现出鲜明的民

族特色.这个脉络其实就是因“传统”的作用而形成的约束性机制和延续性轨迹,它形成于古代文学

的发展之中,又在复杂的整合融汇中形成自身的内在体系和对文学发展演化的作用机理.可以说它

是“活”的,是它决定了什么样的文学具有传承的可能,后世怎样的文学会以鲜活生动的面貌融汇到

文学传统中去.传统不是“后世莫能继焉者”,而是可以“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具有不断发展的内

在活力.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
可知也.”③通过了解夏、商、周在人文制度方面继承与变创的内在规律,便能以之预判未来世界的基

本图样.孔子此论,其实就是对传统的制约性和预先约束性作用的阐发.所以,类似“一代之文学”
的提法,其实是对文学史现象的一种表述,并非是对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学自身存在与发展规律的概

括.而概括这个规律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在于对“传统”的准确理解,也在于对“传统”制约性和开

放性,或曰对其生命性特征的准确理解上.哪些文学现象或观点属于传统,哪些并不被传统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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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时曾经忽略的问题.我们对不受传统支持的“异质”文学过多瞻顾,对传统范

畴内的“同质”文学却漫不经心.究其因由,还是没有把“传统”当成一个具有内在约束性,且同时具

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延续性的有机结构来对待.实质上,文学传统的形成受到社会文化中相对稳定

的主流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意识的制约.一旦形成传统,就对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同

时,文学传统一经形成,便会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各体文学的发展演化之中,为各体文学发展提供逻辑

依据和演化轨迹,它本身就具有自身的内在约束性和对外的吸纳吞吐作用,为以后文学的发展锁定

方向和预设轨道.
在具有内在约束性和对外排他性的同时,“传统”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国古代的诗

人和文论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了传统的这个特点,他们对传统的存在和基本特点多有阐发,有时还

结合后学如何认识传统,如何在确定师法对象的同时渐渍于传统堂奥等问题予以立论.杜甫在表达

其关于继承前代诗歌传统的意见时所写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指明诗歌具有符合

“风雅”精神传统一类,也具有不符传统格调的“伪体”.其“伪体”便系齐梁诗歌的绮靡做派,他说自

己于诗的基本态度是“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①.如果说,这是杜甫阐发诗歌传统应具自

身内在约束性和对外排他性意义的话,那么,杜甫经常提到自己学习何逊、阴铿,并极为赏识鲍照、庾
信的意旨所在,便是对诗歌传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言了.

与杜甫相似,明代诗人和文艺批评家胡应麟基本的诗学理论是要求继承«诗经»、楚辞和汉魏诗

歌的基本格调,但他在确立其关于诗歌传统的约束性与排他性的同时,也多次阐发了对传统开放性

和包容性的相关见解.其«诗薮»云:“五言古先熟读«国风»、«离骚»,源流洞彻.乃尽取两汉杂诗,陈
王全集,及子桓、公幹、仲宣佳者,枕籍讽咏,功深日远,神动机流,一旦吮毫,天真自露.骨格既定,然
后沿洄阮、左,以穷其趣;颃颉陆、谢,以采其华;傍及陶、韦,以澹其思;博考李、杜,以极其变.超乘而

上,可以掩迹千秋;循辄而趋,无忝名家一代.”②从«诗»、«骚»而后,以两汉诗、曹植、曹丕、刘桢、王粲

等人的诗来确立诗人诗学素养的基本“骨格”,再以阮籍、左思的诗来扩充诗境以“穷其趣”,继而藉陆

机、谢灵运诗“以采其华”,藉陶渊明、韦应物诗“以澹其思”,再藉李杜之诗“以极其变”,从而在诗歌主

旨、诗境、意趣、辞藻、风格等方面达到腾挪变化、纵横捭阖的自由境界.由胡应麟所揭示的诗人学习

作诗的方向、程序和鹄的均可看出,在他关于诗歌传统的理念之中,开放性和包容性是达到诗歌综合

审美展现的必要条件.他的这个思路,与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揭示的学文要义,可谓同

一机轴: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
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

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

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

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

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而以为之文也.③

可见,柳宗元以涵养为文素地的思路,是把儒家经典作为师法的根本,把类似«庄»、«老»之类的子书

和«国语»、«史记»之类的史书以及楚辞作为“旁推交通”,以之作为汲取文思和艺术经验的参法对象

去对待.柳宗元的观点也是在明确了经典的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博参广取各种文学资源,以成就自

身文学品格.其所拈出以供后学师法的学文谱系,便是文学传统的表现,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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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鲜明.
可以认为,“传统”的内在约束性与对外排他性是“传统”正当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所在,而

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则是“传统”可自我更新并具存在发展活力的原因所在.“传统”是勾连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文化精神,是鲜活生动,具有生命特征的有机结构.

二、古代文学传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文学传统是民族精神和心理意识的综合反映,也是体现民族精神情操的活的样本.从构成传统

的基本要素来看,中国文学的传统由三个分支统绪共构成型.这三个分支统绪为:儒家的道德教化

思想影响下的诗教统绪,道家超越观念世界、归附自然的思想统绪和屈原以及楚辞的抒情统绪.三

者结合,如“众丝”合以为“统”那样形成了尚教化、亲自然和重抒情的,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传统文学

体系,该体系既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推助作用,又对文学总体风貌的形成予以规约.在古代文学的发

展与演进过程中,这三个分支统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构了古代文学的主流传统,也收蓄众汇,容
纳万千,综合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色.在其各分支内部,也具有自身的对内、对外的自主

作用机制,综合形成了古代文学传统的自我规约性和对外排他性,从而使得古代文学的传统具有了

正当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传统内部各统绪间的共同作用与共构机制,使得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具

有了几乎无须辩驳的正统意义与强大的贯穿历史的制约作用.
在古代文学理论方面,三个构成传统的基本要素均在实践基础上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即儒

家诗教观影响所致的“风骨”论、道家思想影响所致的“意境”论和屈原作品抒情特质影响的“发愤抒

情”观.与三个统绪共构传统的机理一致,“风骨”、“意境”和“发愤抒情”三者间也相互作用,共同构

建了一个既纵向贯通又横向包容的古代文学理论有机体系.
其中,儒家传统重视伦理道德的思想教化,重视对人的感情抒发进行节制,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

发挥应有的实践作用.其关注现实,主张以民为本的基本精神,影响了后世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
尤其是源自儒家思想的对人民苦难的悲悯态度和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精神,成为中国文学中积极反

映现实,呼吁社会合理公正的伦理力量.而中国文学的“风骨”亦正缘自于儒家思想的支撑.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反映社会现实.儒家一直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①为文学的应有作为,这对古代现

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产生与延续作用极大.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勇于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合理,
即源于儒家刺过讥失的文学主张.«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②揭示社会的不合理,以引起疗救者注意的初始动机,支持了古代文学中直面现实并批判现

实的基本精神.
其次是对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示极大的同情.«孟子离娄下»有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

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③儒家圣人的这种民胞物与的胸怀正是古代文

学关心民瘼,反映人民疾苦的民本精神的来源.
再者,儒家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与爱国精神.忠君爱国思想与绍续斯文的民族文化

意识一起支撑了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们与关注现实,批判不合理事物一样,共构了忧国

忧民的文学情怀,也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巍然挺立,栉风沐雨而不须臾更改的精神意志.———这些

缘自于儒家思想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传统文学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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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质疑现实秩序,强调主体归附自然,对观念世界持鄙弃态度,同时具有浓厚的辩证思维

色彩,看出了矛盾对立事物在对立外可以互相转化的实质.这些对古代文学的创作和审美都产生了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对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崇尚自然,反对人工雕饰的思想对古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老子»第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法地”、“法天”的目的,就是尊法自

然.«庄子知北游»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②即是说自然之美是美的最高

标准,一切人工雕饰的美,都无法与自然之美,即“大美”相提并论.从这个逻辑去生发,后世崇尚自

然无伪,鄙弃人工的审美创作,都由庄子这一思想启迪而来.
其次是反对社会功利观念,强调主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道家思想极为强

调主体精神对观念世界的超越,而这种主体精神本是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艺术风格得以实现的灵

魂.由这样的主体精神所控驭的文学创作,便在审美取向上导向了超然、飘逸的个性表达风范.«庄
子齐物论»有云:“至人神矣! 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③这里的“至人”与«逍
遥游»中超世独立的“藐姑射山之神人”和«庄子»提到过的“真人”、“畸人”④一样,都以一种超拔的精

神力量影响着后世作家的人格,也导引着他们创作中的心理取向.古代文学中鄙弃观念世界,张扬

超然高蹈的个性书写精神以及追求率真自然的审美呈现的思想渊源正在于此.
再者,庄子的“虚静”理论和有关“言”、“意”关系的见解对古代文学中重视“意境”和其他诸如“兴

趣”、“韵味”、“神韵”等审美意蕴传达的美学追求都有极大的影响.庄子提出了以“心斋”———“虚
静”———“坐忘”的方式去领会“道”,从而实现本体自然、自由存在的思维模式,即“堕肢体,黜聪明,离
形去知,同于大通”⑤,以超越观念世界的羁靮;“虚静恬淡,寂漠无为”⑥地静观万物,以超越功利世界

的汩扰;“得意而忘言”⑦,超越语言世界,体认主体认知能力之外的宇宙万物存在规律.这一思想,对
于以“意境”为核心的古代文学美学价值取向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理论指导作用.

简言之,道家思想熔铸成一种独立不惧,并笃行其道的理论精神.这种精神是作家坚持艺术个

性所必需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种精神,都可以从人格精神的角度予以审视.如果说,儒家思想

是一个弘毅坚强,磊落沉稳的身着褒衣博带的士大夫的话,那么,道家思想则是一个形同槁木,衣衫

褴褛,但言语举止中透出脱俗气息的傲岸的独行者.他们一个是温厚博雅的长者,一个是虽冷语寥

寥,但却使人不禁想追步其踪迹的异人高士.
除儒家和道家思想外,屈原文学品格影响下的抒情精神也成为构成文学传统的统绪之一,也对

古代文学传统机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对感情多有节制,而道

家本质上否定人的社会化感情.在这二者之间,屈原以其真实强烈的情感融注于诗歌之中所形成的

深刻真挚、纯粹忳诚的文学品格,早已出离了儒家的诗教和道家忘情思想的束缚,以最符合文学抒情

特质的自身特性而成为联结儒、道二家,并使其发挥共同作用的内在枢机.正是通过这样的枢机,才
使儒家的诗教观念与道家的自然命题得以彼此瞻顾而不致出离于艺术的精神之外.可以说,儒、道二

家间的张力作用,正是通过屈原的抒情精神而绾结在一处并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理论和实践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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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影响传统最显著者在于其强烈的抒情性,所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①.现实生活的

刺激,使诗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如果将这种情感直接抒发出来,虽或突破了“温柔敦厚”的约束,但
以其真挚的内在情感的作用,使诗歌作品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屈原那种直接抒发强烈的内在

情感,且其情感真挚纯粹,纤尘不染,透射出峻洁高迥的人格风范,其风范既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

升华,也是道家傲岸精神的升华.
屈原抒情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古代文学中主体情感或含蓄纡曲,或幽怨悲愁,以及“发愤抒情”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视为

屈原诗学之影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②,即是看到了屈原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感

情基调.王逸«天问序»指出«天问»的情感既有“忧心愁悴”的特点,也有“以泄愤懑,舒泻愁思”③的格

调,就是看出了屈原“发愤抒情”的情感表达特点和基本情感基调.我们从古代作家阮籍、陈子昂、李
贺、李商隐以及黄景仁的众多作品中几乎都可概见这样的抒情特色,这些作家所延续的统绪,即以屈

原为嚆矢.
其次,因屈原作品具有辞藻华丽的鲜明特色,古代文学重视雕镌藻丽与夸饰声貌的创作特点可

以看作是屈原艺术品格之影响.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辨骚»中曾评«离骚»、«九章»是“朗丽以哀志”,评«九歌»是“绮靡以伤情”,

评«天问»是“瓌诡而惠巧”,评«招魂»是“耀艳而深华”,并说这些作品总体上“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
采绝艳,难与并能”④云云,正是对屈原作品辞采特色的精辟描述.

建安时期曹丕提出“诗赋欲丽”⑤的理念,继而西晋时期陆机标橥“诗缘情而绮靡”⑥的宗趣,实质

上都是对文学作品文辞华美的一种要求.在“文学自觉”的总体风气之下,这种观点也与屈原之诗学

精神有关联.再者,传为司马相如论赋时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

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⑦的观点,也与屈原雕

镌藻丽的艺术精神相通.而班固关于大赋应具“润色鸿业”职能的观点,实际上也与屈原以及楚辞侈

丽闳衍的美学特色相关联.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认为后人于屈原是“皆着意外形,不涉内

质”⑧,也正是看出了后人在夸饰声貌,追求醲艳之美方面对屈原的接受.
第三,对于想象奇幻,致力于塑造光怪陆离的作品格调的艺术追求亦缘于屈原及楚辞之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评屈原作品也说道:“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

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⑨涉及到了屈原«离骚»、«招
魂»、«天问»中的种种意象,这些意象的特点就是光怪陆离,这正是屈原具有想象奇幻的艺术思维的

反映.
譬如韩愈好奇,在其为孟郊所作的«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就极力赞许孟郊诗的“刿目 心,刃迎缕

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之格调,他也欣赏“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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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惜诵»,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１页.“杼情”即是“抒情”.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２４８２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８５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４７页.
曹丕:«典论论文»,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７０页.
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９页.
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１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４６ ４７页.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４４５页.
韩愈:«醉赠张秘书»,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９１页.



歌,力主“怪怪奇奇”①的审美风格.韩愈弟子皇甫湜所作之«韩文公墓志铭»评韩愈之文时即指出韩

文有“凌纸怪发,鲸铿春丽”和“栗密窈眇”、“入神出天”②的特色,而韩愈自道其诗的“精诚忽交通,百
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③和“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④,其实都是他追求奇崛瑰丽之

美的一种表露.北宋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评韩文云:“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
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⑤

也颇为准确地阐发了韩愈瑰丽怪奇的艺术风格特点.而在韩愈表露出这种美学意趣的背后,所体现

出的审美追求,实际上是对屈原艺术精神的一种呼应和继承.而李贺诗,也诚如杜牧所评价的,是
“«骚»之苗裔”,原因便在于李贺诗中“鲸吸鳌掷”、“牛鬼蛇神”⑥的意象世界正是对屈原精神的一种

继承.
至于明代竟陵派诗人钟惺在«诗归序»中所阐发的深入体察古人在“孤行静寂”和“独往冥游于寥

廓之外”的心境中表露出的“幽情单绪”以作出真得古人“精神”的诗学主张⑦,亦显然得之于屈原艺术

精神之影响.
第四,屈原勇于师法民间艺术形式的艺术胸襟和打破儒家雅俗畛域的个性做派对古代文学传统

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往往关注民风,但主旨在于化俗,所谓“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⑧便是儒家式的“雅

化”的根本内涵所在,而屈原之师法民间,是“为我所用”,为其抒情主旨服务.«九歌»原是楚国流传

很久的乐曲,屈原运用了这种形式并加上了自己的感情———他吸收了这种民间艺术的形式,深切地

去体会其中蕴蓄的生活情感,并予以变创.王逸«九歌序»有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

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

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

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⑨便是看出了屈原在吸收沅、湘民俗

祭祀礼乐的同时将“怀忧苦毒,愁思沸郁”的“己之冤结”蕴蓄其间的情感书写方式.唐代刘禹锡的

«竹枝词序»也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

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

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

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可见,他是自觉继承屈

原积极吸收民间艺术营养的艺术态度的.
概括地讲,屈原的诗学传统主要在于以抒发主体内在的真实感情为矢的,表达忠贞的情操与追

求完美的人格.在其述说情感的时候,又较为敏感,也较多悲怨,其感情的表达效果既细腻婉转,又
不失坚韧清拔之气.在艺术上自觉追求辞藻的华丽与工巧,在诗境塑造上,不避怪奇诡谲,敢于熔铸

自身的艺术个性.屈原以其最具艺术精神的作品,为后世文学开辟了直抒胸臆,勇于展现自身个性

的道路.我们一般将屈原作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亦是从他想象的壮浪恣肆、纵横捭阖、
浑灏无涯的向度上讲的.宜乎«文心雕龙辨骚»所说的“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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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①那般沾溉后世,泽被作者,具有“永不刊灭”的艺术价值②.
还须指出,儒家的“文质彬彬”理念,道家的“言隐于荣华”观念,都不专力去追求文辞对于艺术效

果的表达作用,而屈原则着力于此,以其华美的辞藻配合其丰富的想象,开辟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意象

世界,并将自己最深刻、最真切的感情寄寓其中,于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儒家,亦不同于道家的道路.
正因屈原作品以强烈情感连贯意象,以华丽辞藻和浪漫想象高度结合,才支撑了他“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杼情”的抒情逻辑.而也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抒情性在诗歌创作中的巨大作用,使得儒道二家

的诗学意、旨找到了平衡的支点.在后世的诗学发展中,屈原的诗学影响,实际上起到了平衡、调和

儒道二家思想,并使其各自的诗学传统效伎于我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与它们一起共构了

古代诗学的基本体系,成为古代诗学传统得以形成并发展的核心力量.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
所说的“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

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③,便是有意调动楚辞在想象和抒写个性

方面的作用,使其与儒家诗学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二者作用的一种理论主张.可以说,刘勰看到了楚

辞传统的实践作用,他在“文之枢纽”部分专列“辨骚”一篇,以落实其“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

纬,变乎骚”(«文心雕龙序志»)的理论中枢作用,这一系列观点和主张,正是对楚辞诗学传统的一

种准确的把握和反映.
儒家、道家和屈原的思想或精神能够共构古代文学的传统,与三者各自不同的文学品格密切相

关.儒家作用于作家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志趣,使他们直面人生与社会的诸多问题,也使文

学有了永不枯竭的题材世界;道家思想始终质疑观念世界,始终要求主体从功利观念中彻底超越,为
主体保持精神独立并能深入思考个人与社会历史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思维的空间,这就为文学提供

了腾挪变化的多向维度;而屈原作品强烈的抒情性本身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要求.在儒、
道与屈原三者间,抒情性维系了三者关系,并将其勾连一处,同时又容留了其各自发挥作用的空间场

域.三者间就是这样构成了古代文学的基本传统,也因三者间的这种关系,使得三者形成了既能够

各自发挥其本身的作用又不致出离于共同场域之外的内在机制.古代文学传统于是赖以生成,并规

定、制约着后世文学的发展,也共同设定了后世文学发展演化的轨迹.这个轨迹与孔子所说的“虽百

世,可知也”④一样,已经预设了未来文学的存在、发展与基本风貌.就古代文学来讲,儒家支撑了“风
骨”理念,也支持了文学创作重视“风骨”品格的传统;道家支撑了“意境”理念,也支持了文学创作重

视塑造“意境”的文学传统;而屈原的文学精神则以强烈鲜明的抒情性特征,直接作用于古代文学中

“发愤著书”的传统:三者共同熔铸成传统文学的精神,也共构了传统文学最为主流和正统的存在与

发展轨迹,直接导致了传统文学基本特色的形成.

三、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基本特色与理论表征

儒家诗教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风骨”为核心理念的传统特色;而道家思

想影响下的文学,则形成了以“意境”为核心理念的美学追求.斯二者,借助屈原“发愤抒情”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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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４８页.
就主体情感的抒发来说,相较而言,因受“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的儒家思想的节制,诗人在抒情时,必须“发而皆中

节”(«礼记中庸»),并以“中和”出之,且须运用比兴手法去表现对现实社会的理解.而屈原则不同,他亦广泛使用比兴手法,但他

在运用这些手法时,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美”或者“刺”,而是更多地表达自己深切的情感体验.比如,屈原在«天问»中借述说大量的

历史传说以寄托感慨,但却不像«诗经»中«大雅»和一些颂诗那样的带有史诗性质.后者在神化宗族血脉的同时,主要是以自豪的态

度赞颂相关历史传说,并未有自身个体的情感寄托.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实际上开启了后人的咏史传统,相关的,对于咏史的一些

理论批评和观点主张亦滥觞于屈原和楚辞精神.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４８页.
«论语为政»,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第２６页.



精神绾结一处,形成了既强调创作主体伦理人格素养,又重视韵外之味的审美氛围构建,同时又强调

抒情自然真切的传统文学特色,并且在理论上,也构建了以“风骨”和“意境”为典范表征的古代文学

基本理论和民族特色.
“风骨”成熟的标志是«文心雕龙»所阐说的相关理论.“风骨”的内涵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和曹丕所论的“文以气为主”均有关联.清代黄叔琳在评点«文心雕龙»时即指出“气是风骨之本”,而
纪昀则说“气即风骨,更无本末”①,显然,纪昀在黄叔琳的见解上更进一步,认为“风骨”就是“气”.应

该说,“风骨”在强调主体伦理人格的外在传达上与“浩然之气”相通,在传达真实性情方面又与曹丕

所论相值.刘勰则系统全面地赋予“风骨”概念以充实的内涵,并推动其含义趋于成熟.«文心雕

龙风骨»云: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

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

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
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

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

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

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②

概括来讲,“风”取决于作家主体的伦理道德素质,“骨”则是将作家的伦理道德素质通过创作活动予

以艺术表现的能力.将“风骨”合一表述,则指一个具备了儒家思想道德素养的作家通过文本创作去

传达作家伦理人格素质而形成的综合艺术感染力.且这种艺术感染力也不纯粹取决于作家的伦理

人格素质,还包括精炼整饬、结构谨严、脉理昭畅的综合外在形式美呈现.“风骨”的本质是作家和作

品共同具有的伦理艺术精神.古代文学中以伦理人格素养为基本内容的作家论和要求文学具有现

实意义的创作主张都与“风骨”论相关③.
关于“意境”,据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五十六则的观点:“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

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④«人间词话附录人

间词话乙稿序»又指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

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⑤简言之,“意境”即写景直接明了,读来

感到真切自然,同时,因感情真挚深切和文学语言的自然流畅,综合形成的情景交融,具有强大艺术

感召力和情绪感染力的鲜活、生动的审美情景与氛围.此外,王国维还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

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⑥按照王国维这

里的表述,因主体内在感情的真切强烈而直接予以抒发所形成的审美场域亦属意境.而这种“意境”
的形态,也可以说包容了屈原的抒情精神,是«离骚»式的内心告白,也是«天问»式的心灵游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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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见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０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５１３ ５１４页.
关于对“风骨”的阐释,参见郭鹏:«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谋略»,«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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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话(六)»,«王国维文集»第１卷,第１４２页.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

梁启超指出:“凡这一类,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

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至少也是当他作出这几句

话那一秒钟时候,语句和生命是迸合为一.这种生命是要亲历其境的人自己创造,别人断乎不能替代.如‘壮士不还’、‘公无渡河’
等类,大家都容易看出是作者亲历的情感.即如«桃花扇»这几段,也因为作者孔云亭是一位前明遗老(他里头还有一句说:“那晓得

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这些沉痛,都是他心坎中原来有的,所以写得能够如此动人.所以这一类我认为情感文中之圣.”(«梁启超

论中国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１页)



维所阐发的这样一种特殊意境,实质上起到了容让、接受主体情绪宣泄诉求的作用,因此,其意境理

论遂表现出了强大的理论张力.王国维的意境理论本身就具有集大成性质,它是在吸收、发展前人

类似观点的基础上予以完善的.«人间词话»第九则云:“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

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人间词话未刊稿»第十三则云:“言气质,言神韵,
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②若从“意境”理论的形成过程

来观照王国维的观点,可以认为所谓“兴趣”、“神韵”等理论都属“意境”论的范畴,而“意境”理论本身

也因此具有了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集成性.它不像“神韵”、“兴趣”的主张者只关注“韵外之致”,它有

源自儒家思想的对作家伦理人格的要求,所谓“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

有也”③.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唯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轼方可称之为伟大.足见王国维的意境

理论中包含儒家的理论思维;同时,王国维对语言自然和情趣自然的反复申说以及对“无我之境”的
理论钟情又可见出他对道家理论资源的吸取.总之,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具有极强的理论集成性.
如果说,“风骨”论是唐前文学发展最重要的理论表征的话,那么,“意境”则是唐以后文学发展最鲜明

的理论表征.而二者各自的集成性和彼此间的互通与融合则是古代文学发展的理论硕果和最为重

要的理论典范.
紧承屈原的“发愤抒情”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在古代文学的创作中同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对历代受到社会打压导致情感郁结不得通

其道的贤者著书立说的因由作了深入的阐说,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命题,后世文人士大夫提出的“不
平则鸣”、“穷而后工”和“怨毒著书”④等观点都与其一脉相承.因为有着这种认识,古人对作家抒写

真实深刻的情感能够持以容让甚至是支持的态度,所以鲜明的抒情性特征也成为古代文学一个显著

的特色.
作为古代文学最具典范意义的理论表征,“风骨”与“意境”之所以能够互通融合,并绾结一处以

发挥作用,正在于“发愤抒情”的屈原艺术精神的杼轴献功.抒情是文学得以成为文学的核心要义,
以抒情的名义,言志也好,状景也罢,都会围绕抒情的主题而产生关联.那么,以“风骨”为内涵,以
“意境”为美学呈现的文学审美追求便有了实现的可能.

“意境”与“风骨”的融合形成了中国文学最具民族化的本质特色,而“发愤著书”则始终起到勾连

二者并支撑文学创作的作用.“风骨”是精神核心,来源于儒家思想所导向的基本价值选择与伦理意

志.“意境”是“风骨”的审美表现,来源自道家归附自然,与万物冥同的理论精神.屈原的抒发真实

强烈的感情和追求唯美的艺术表现则是连贯“风骨”和“意境”的纽带.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古代文学

传统尚教化、亲自然和重抒情的主体基调在文学实践和理论建设方面均达到了成熟与完善的境界.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传统自我更生,具有自在自为的生命特征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个传统,支撑了我

们文学的过去,也述说着当下,并预判着未来,决定着民族文学的发展向度.
因为文学传统是由儒、道、屈三个分支传统所构成,三者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并且形成了

一个富有张力的力场,一直处于斗争和协作的内部运动之中,故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学和文风

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三者所构成的,内部关系较为均衡的传统形态是文学的正统;三者总体关系不

平衡,所表现出的总体形态与正统交迭出现,在文学的历史中即表现为“正”、“变”间的参差演进与此

消彼长.而文风也总是在“奇”、“正”,“雅”、“俗”,“文”、“质”之间摇摆,呈现出繁杂而不失本色,多样

却脉理昭畅的特点,或是“正”中有“变”,抑或是“变”而归“正”.受文风影响的文学也在“正”、“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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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摇曳.历史上文学或尚“质”或尚“文”的规律性表现便也在某种文风的作用之下,或自觉或不

自觉地有着不同的表征,又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召唤着彼此.文风事体甚大,在古代,大都认为它

是国势的晴雨表.比如季札观乐的评语,就反映了这种认识①.在文风不良的时代,有见识的文人会

对良好文风和文学秩序发出热忱的呼唤.在文风凌夷弊坏的风会中,文人会以“复古”的姿态对芜没

的文学传统竭力强调,对符合文学传统的文风竭诚维护.这些实际上都是具有历史责任意识的一种

反映.«文心雕龙定势»云:“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

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

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②刘勰对“趋近”、“意新”、“苟异”等自判于传统的

“新学之锐”们“逐奇失正”的文风不满,也是从维护文学发展正确方向的角度对不良文风提出批评.
其«风骨»篇谓:“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

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③也是对“各适所好”之类的个性

表现所导致的文风进行批评.不过,刘勰对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符合儒家文学观念的创新还是能够

包容的.如«定势»篇所说:“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

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

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④在这里,刘勰所谓的“奇”与“正”,可以理解为个性追求与接

受适宜的关系,他要求二者间应做到“兼解俱通”,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随时适用”,即是要求将个性

抒写与遵循传统相结合,不能单纯因“爱典恶华”而妨害作家的文学个性,也不能因为要抒写个性而

妨害文学本应具有的维系传统的作用.这就是对良好文风和文学秩序的一种理论召唤.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中从传统的角度论述了“六义”的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历史状况,虽然白居易所理解的文学

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但他的描述,正反映了传统形成的峥嵘历程.其云: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

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

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

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

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

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寖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⑤

白居易细致地阐说了不同时代文风的表现,虽然总体上以儒家的“六义”在诗歌中的贯彻状况立论,
但反映了他对诗歌应有传统的自觉维护精神.同时代的韩愈、柳宗元也通过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强化了传统的作用.韩愈除了在«原道»中提出儒家的“道统”以匡范思想,又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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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观点.其«答李翊书»有云:“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

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①

其中所隐含的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就是,只有作家的修养达到一定的水准,那么他所创作的文学也

就自然合于“根茂实遂”的标准了,这与其“气盛言宜”说其实是一致的.至于其«荐士»诗所云:

　　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瀰

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

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

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隩.②

在对不符合其理解的文学传统如齐梁诗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勾绘了由«诗经»而下的诗歌传统,对李

杜诗歌表示了敬意,其观点较白居易略为开通.柳宗元也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

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③

此文中,柳宗元还讲述了自己学以为文的师法对象,取径较韩愈又显宽泛.可以基本上确定,古代文

学传统的开放性格局到中唐时大体成型.后世,比如明人对这个传统的理解稍显褊狭,前后七子在

对待传统上多少表现出了取径狭仄的特点.到了清代,又在批评明人的同时重新强调了传统的开放

性与包容性特点,清代文学也因此表现出了古典时代集大成的特色.
古代文学在发展中渐次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包容了儒、道、屈文学精神的同时,也具

有了对异质文学因素的排他性.文学传统的主干和脉络实来自于儒、道、屈文学精神的共构作用,其
共构作用为文学发展确定了方向,也确定了轨迹.而文学传统的内在活力之获得,则来自于儒、道、
屈三者间作用关系所形成的平衡体系.这个平衡体系中蕴含着吐故纳新、自我更生的变创与发展能

力.正因为古代文学传统有着这样的内在体系与作用机制,才能在文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古代文

学既强调伦理道德内涵,又支持言近旨远、神韵悠扬的审美特色.这个传统以其周整严肃又开放包

容的作用机制推动了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民族特色的形成,它是古代文学的精髓所在,它没有消逝于

历史长河之中,而是一直存在于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之中,它是我们未来文学的精神归

依与根本宗趣之所在.
传统自身在发展演化中形成的吐弃异质元素,吸纳助推力的机制壮大了传统的内力,也使传统

表现出了权威性、严肃性和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具有合于总体民族精神的正统意义.同时,
又因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有效自我扬弃并实现更生的动力结构,所以,它也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

包容性.惟其如此,传统才能永续绵延,不致澌灭.了解文学的传统,自觉地遵从并灵活地传递传统

的力量,更好地盘活传统,激发其活力,才是我们面对传统时应该秉持的态度.在历史的进程中,每
个人都发挥一定的作用.人的意志是人的本质,人是他自己最重要的产品.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

此.由了解民族的精神而升华为张扬这种精神,由张扬这种精神而上升为激活民族的意志,在精神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信自豪地面向未来,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中国作风

与中国气派无论何时都应是我们民族的名片.只有在自我更生、不断升腾的过程中找到本民族的现

代品格,文学才能够如“太山遍雨,河润千里”④般地存在并日新月异地发展壮大.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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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
———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李　巍

摘　要:儒家与墨家时常提及的“推类”,是先秦“类”思想的重要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逻辑学

的进路展开,将之解说为“类比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这种解释也存在比附和外在性的缺

陷.因为从文献来看,儒墨所谓“推”并不主要是推理、推论,而是实践性的推广;“类”亦不主要是宽泛的、

形式化的类关系,而是特指正当行为与正当表达的类型.据此,与其将“推类”理解为“类比推理”的逻辑方

法,不如说是一种伦理实践,其核心就是将某些场合中业已确立的正当言行,依其“类”而推广到其他场合

中去.因之,“推类”将主要对语言、行为的正当性负责,而非为思维、推理的有效性服务.

关键词:推类;言行正当性;伦理实践;类比推理;儒家;墨家

自墨子之后,“类”的问题逐渐引起诸子学的关注,而考察诸子论“类”的主张,则不能忽略儒墨二

家的“推类”思想.如荀子所谓“推类接誉(与)”(«荀子臣道»)、“推类而不悖”(«荀子正名»),以
及孟子说的“推恩”或“举斯心加诸彼”(«孟子梁惠王上»),都涉及“推类”在道德与政治实践中的作

用与要求;至于墨家,所谓“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墨子小取»),“推类之

难”(«墨子经下»)① ,则涉及论辩活动中“推类”的程序与偏差.因此,“推类”可说是儒墨学术的重

要议题之一.同时,它也是以往论者在研究先秦“类”思想时讨论最多的一个主题.只不过,已有的

讨论大多是从逻辑学的进路展开,将“推类”解释为逻辑上的类比推理② ,并将此逻辑学解释贯彻到儒

墨学说的专题研究中③ .

　

作者简介:李巍,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GD１５YZX)、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

项目(２０１４M５５１５７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引用«墨经»文献,遵循国际惯例,采纳葛瑞汉基于«道藏»本的校订,参见 Graham,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Ｇ

ence (HongKong:Chines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若干细节文字的调整,则参考了孙诒让和吴毓江的注本,参见孙诒让撰,孙启

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②　参见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４７ ４４８页;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５８１页;崔清田:«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李贤中:«墨学:理论与方法»,
台北:扬智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４页.

③　先就儒家来说,温公颐认为孟子“推恩”之“推”,“内容固然是属于政治伦理范围,但也具有普通逻辑的意义.对于推理的依

据、推理的方法和推理的各种形式,在«孟子»七篇都有所论述”.至于荀子的“推类而不悖”,则被解释成:“推类是逻辑推理的重要关

键.但推类应不发生悖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李哲贤也认为,这个主张意谓“辨说时要依据类之关系进行推论,而不致产生悖

谬,如此,始能得出正确之结论.”再就墨家来说,崔清田强调墨家“总结了中国古代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并用‘推类’对之加以称

谓”.李贤中指出:“伦理事态的认知、价值原则的运用、道德行为的实践都需要‘推理’,而在墨家的推理方式中最主要的推理形式即

‘推类’.”至于孙中原,他更强调«墨经小取»中的“推”乃是“归谬式类比推理,既具有归谬法的演绎必然性、可靠性和说服力,又兼

备类比推理的生动性、直观性和感染力.”以上参见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１、２９７页;李哲贤:
«荀子之名学析论»,台北: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４页;崔清田:«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李
贤中:«墨学:理论与方法»,第１４４页;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第４９６页.



　　应该承认,逻辑学解释的确立对我们了解“推类”的内涵是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先秦学

术自身的语境和定向于人事的现实关怀,逻辑学解释又是不够充分的.至少从文献来看,“推类”之
“推”主要指实践上的推广,而非理论或逻辑上的推理;同样,“推类”之“类”亦特指正当言行所归属的

类型,而非抽象的、形式化的类关系.故而,本文意欲指出的是:儒墨所论“推类”,并不主要对思维、
推理的有效性负责,而是对语言、行为的正当性负责.因此,与其将之比附成一种逻辑方法(如类比

推理),不如看作一种伦理实践,其核心是把一种场合中的正当言行依其类型而推广到其他场合中

去,这是本文意欲证成的基本观点.

一、“推类”之“推”

在逻辑学解释中,“推类”之“推”往往被视为推理,“类”则被视为形式化的类比关系,如论者

所言:

　　推类思维包括“类”与“推”两部分,何谓“类”? “类”即“同”或“相似”至于“推”,则是由

已知朝未知发展的思维与表达作用,以“类”为基础的推理活动.①

这种界定有无道理,以下将结合具体文献来作检验.这里先讨论“推”的问题.具体言之,坚持逻辑

学解释的论者,一般是依据«墨经»的相关表述,将“推”界定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并以此作为对

“推”的一般界定②.这将引出两个疑问:第一,如果墨家所论之“推”是指推理,这足以代表先秦思想

界的一般观点吗? 第二,即便墨家所论之“推”,一定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活动吗?
(一)儒家的“推”概念

先来看第一个疑问,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尤其在儒家文献中,“推类”之“推”更多是指实践

上的推广,而非思维或理论的推理.如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

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齐王不忍杀牛衅钟,孟子以此说服他“推恩”,将对牛的不忍之心推及百姓(“举斯心加诸彼”).这个

“推”,应是指将某种正当行为———如“老吾老”、“幼吾幼”———从一种场合推广到另一些场合.在孟

子看来,“古之人”所以德行卓越,正是善于将正当行为推广开来(“善推其所为”),可见“推”即道德实

践的核心.这种思想也反映在«礼记祭义»中: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
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作为正当行为之典范的“孝”,被断言“推”而放之四海皆准,这个“推”无疑也是实践上的“推广”,而非

理论上的“推理”.
至于荀子,从他的某些言论看,仿佛有些许从已知“推”未知的意思.比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

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荀子不苟»),但严格说来,“推”、“期”互文见义,应当

将之解释为宽泛意义的推测、揣摩,而不是推理.并且,要说荀子论“推”的重点,那还是在“推广”的
意思上,如所谓:

　　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

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荀子不苟»)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荀子大略»)

将“推礼义之统”界说为一种“操术”,尤其体现了“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而非理论活动)的意味,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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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文(A．S．Cua)则明确指出,这两段文字体现了“‘推’在‘推广’(extend)涵义上的重要用法”①.这

无疑是正确的,并且,考虑到“礼义之统”是荀子所谓“统类”的核心②,则“推礼义之统”即可说是最重

要的“推类”③.因之,荀子所谓“推类”之“推”可说是将一种分类方式推广到复杂的现实中,亦即«荀
子王制»篇所讲的“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关于这个主张,柯雄文论证说:

　　或许正是被“推理”的现代意义所影响,许多学者正是将对形式逻辑中推论的不同类型的明

确关切归于荀子.荀子“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评论,甚至被认为暗含着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即便这个解释是对的,也不能要求哲学上的注意,因为在荀子的著作中,我们找不

到重构有效性之推论规则的基础.我们关于论辩竞争标准的讨论,很难假装把以任何方式类比

于形式逻辑来建立推理图式的兴趣归于荀子.④

这当然是合乎事实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本文更强调将“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视为“推”(推广)一个

“类”的基本方式.
(二)墨家的“推”概念

由上述可知,即便墨家的“推”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那也不足以代表先秦思想界对“推”的一

般理解.现在来看之前提及的第二点疑问,并尝试指出,将墨家的“推”比附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
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相关论者⑤的依据往往是«墨经»如下条目:

　　【经】在诸其所然,未者然.说在于是推之.(«墨子经下»)
【说】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墨子经说下»)

以“所然”即已知,“未然”即未知,则从前者到后者的“推”,当然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但不应忽

视,本条«经»文中的“推”,在«说»文中完全没有谈及.而相关的文献研究已经表明,本条经文末尾的

“推之”二字,其实应当在另一则经文之首,即“推之意未可知,说在可用,过仵”(«墨子经下»).而

根据这条经文的«说»,即“段、椎(锥)俱事于履,可用也”(«墨子经说下»),可知“推”字其实正是

“椎”或“锥”字,指一种锻造工具⑥.因此,即便上引经文的“所然”、“未然”指“已知”、“未知”⑦,也根

本不是在讲“推”.据此将“推”界定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大概是空中楼阁式的臆测.
实际上,墨家所论之“推”也仍然是推广的意思,如:

　　【经】止类以行人(之).说在同.(«墨子经下»)
【说】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墨子经说下»)
【经】驷异,说推类之难.说在之(止)大小‹物尽›.(«墨子经下»)
【说】谓四足,兽与? 生(牛)鸟(马)与? 物尽与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则俱为麋.(«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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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Cua,EthicalArgumentation:AStudyinHsünTzu’sMoralEpistemology (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１９８５),

７３ ７４．
参见李巍:«“甚僻违而无类”:从荀子对孟子的批评看先秦儒家的“知类”观»,«哲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荀子所谓“推类而不悖”(«荀子正名»)、“推类接誉(与)”(«荀子臣道»)云云,都能坐实到“推礼义之统”上来作解释,详见后

文.

Cua,EthicalArgumentation,７４．
詹剑锋:«墨家的形式逻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９９页;谭戒甫:«墨辩发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２３１

页;黄朝阳:«中国古代的类比———先秦诸子譬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４页.
邓高镜、吴毓江、葛瑞汉等学者即采用此种读法.邓高镜将«说»文校订为“椎.段锥俱事于履”,并以“锥”同于“椎”,

“椎”则同于«经»文首之“推”,所谓“«释名»:椎,推也.其藉以椎物之石曰碫.椎与碫俱事于履”.吴毓江虽将此句校订为“锥、段、椎
俱事于履”,但仍以“椎”、“锥”同,并强调“锥读为推,本在‘段椎’下,今校移于此”.又说:“韩子«外储说右下»篇‘椎锻者所以平

不夷也’,‘椎锻’字与此‘椎段’同.”此外,葛瑞汉也赞同将“椎”校订为«说»文首字,并明确强调«经»文首字与«说»文首字或次字相

同,乃辩经之通例,因而以“推”同于“椎”(“锥”),并解释为敲打用的锤子.参见邓高镜:«墨经新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第

８９页;吴毓江校注:«墨经校注»,第５２９、５８１页;Graham: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ence,４２９．
这同样值得质疑,因为从«说»文来看,“所然”指一种已然发生事态,如“尧善治”;“未然”则是指尚未发生的事态,如“尧不能

治”.这与认识和知识上的“已知”、“未知”,没有直接关系.



经说下»)
在葛瑞汉(A．C．Graham)的研究中,上引诸条是被关联起来讨论的①,我们也采纳这种思路,并强调

第一条«经»文中“止类以行人(之)”的“行”义同第二条«经»文中的“推类”之“推”.这个“行”,根据第

一条«说»文的主张,一是从某物的“然”(如此这般)断言其“是”(肯定其如此这般),另一是从某物的

“不然”(并非如此这般)质疑其“是”(否定其如此这般).墨家强调这两个过程必须“止类”,就是说:
对某物提出肯定或质疑的主张,必须以其“类”为标准,亦即某个“x如此这般”的断言,只适合与x同

“类”的事物.而这,也就是第二条«经»文所说的“推类”———比如把“谓四足”这个断言(“x是四足

的”)应用到与x同类的其他事物上,如“兽”、“牛”、“马”等等,这说明,“推类”之“推”也应作“推广”来
讲.只不过,第二条«经»及其«说»所以要谈“推类之难”,乃是看到了这种“推广”的不确定性,因为说

“x是四足的”,这个表达究竟能推广到“大”类的“兽”,还是仅有“小”类的“牛”、“马”,还是物皆如此

(“物尽”),很难确定下来.
我们还要指出,将“推”解释为推广,除了适合«经»、«说»文字中直接谈及“推类”的条目,也适合

«墨子小取»中对“推”提出界定的文字: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这则材料也是相关论者据以将墨家的“推”解释为推理的依据,但紧扣材料来说,“推”是这样一种方

法,通过说明一个人不接受的主张(“以其所不取者”)与其所接受的主张是相同的(“同于其所取

者”),而将他原先不接受的主张加予他(“予之也”)———很明显,这种意义的“推”乃是在论辩中向反

对方推广观点的方法.比如在«墨子小取»中,“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的主张,
是世人普遍接受的观点(“世相与共是之”),但“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
则是世人不接受的观点,为了将后一主张加予世人,墨家尝试说明“此与彼同类”,亦即世人“不取”的
观点与其“所取”的观点是相同的,这就能将墨家自己的观点“推”(推广)给世人了.当然,这种意义

的“推”不必定排斥“推理”,因为可以用推理的方式向某人推广观点.但是,一种推广观点的活动不

必定诉诸推理,一个有效的推理也不必定能被推广开来,所以,将“推”界定为“推广”与界定为“推理”
并不是相同的意思,而从以上引文看,墨家论“推”的重点在于前者.

二、“推类”之“类”

再来看以往逻辑学解释对“类”的界定.不难发现,把“推类”解释为“类比推理”,除了要将“推”
等同于“推理”,还要将“类”看作一个表达相似性的形式符号.比如说:

　　１．孟子在墨翟之后,也同样重视类的关系在推理中的重要作用.孟子在对论敌的许多

论辩中,经常运用类的武器,比如他对许行的“大履与小履同价”的批评,即基于类的关系.②

２．荀子提出“推类而不悖”,其目的在于要求推论时要符合类之关系.根据西方逻辑学而

言,推论是表示类与类间之包含或排斥关系.因此,荀子以为根据类去作推论是正确的,因为

“类不悖,虽久同理”.同类必同理,同类事物必有共同之性质或特性,因之,依类去作推论是不

会产生悖谬,反之,若不依照类之关系去进行推论,则会产生悖谬.③

３．推是推类,是就同类事物中,把还没有取得判断的这一部分,和已经取得判断的那一部分

相比较,就可以给这一部分定出判断来,既然它是相同的,我怎么能说它是不同呢? 在这里墨家

提出“辟、侔、援、推”,四种方法来进行论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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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Graham,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ence,３５１．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２１１ ２１２页.
李哲贤:«荀子之名学析论»,第１５４页.
钟友联:«墨家的哲学方法»,第１５７页.



在这些说法中,“类”是一个表达相似性(即“类的关系”)的形式符号.至于它究竟表示什么东西的

“类”,则并不重要(甚至无须解释,正如上引第３条材料中“推是推类”的界定,已然把“类”包含在

“推”的概念中了).但问题在于,儒墨所谓“推类”之“类”,果真是如此抽象空洞的概念吗? 恐怕不尽

然.以下尝试指出,“推类”之“类”并不是形式化的类关系,而是有特定所指,即正当言行的“类”.其

中,儒家主要讨论行为之“类”,又可分殊为内在的行为动机的“类”与外在的行为模式的“类”;墨家则

主要讨论言论之“类”,尤其是指与“名”和“辞”相关的“类”.
(一)儒家的“类”概念

这里还是从孟子说起.虽然孟子只谈到“推恩”而没有使用“推类”这个表达,但正如前引文献所

示,“推恩”被界定为“举斯心加诸彼”,也具有“推类”的性质,因为“心”正是孟子论“类”的核心,如
所谓: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故曰:口之于味也,有

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 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

子告子上»)
“同类”就是“举相似”,这看来是把“类”界定为一种形式化的相似性.但实质上,孟子真正要谈的

“类”乃是人的根本“相似”,即“心之所同然”.正如孟子还说:

　　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

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告子上»)
“心不若人”的危害更甚于“指不若人”,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知类”,那么“类”显然是指“心”而言.
以此,孟子式的“推类”就能说是“推心”,而他所谓: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这个“推其所为”,也应是“推心”的实践.并且,由于“所为”显然是指由古代圣贤所示范的正当行为;
而孟子说的“心”又尤其是指“四端”所代表的人类道德天赋,那么,以“推心”为核心的“推其所为”,也
就能说是推广一类正当行为的内在动机.

由此,再来看荀子的观点.相比于孟子,他对“推类”的讨论并非针对行为的内在动机,而是其外

在模式,如所谓:

　　义,理也,故行.推恩而不理,不成仁.(«荀子大略»)
这虽然也是谈“推恩”这种“推类”实践,但与孟子的关注点截然不同:在孟子,“推恩”的实质是“推
心”,但在荀子,“推恩”的关键则是“理”.何谓“理”? 柯雄文将之解释为特定情形中如何行动的理由

(rationale)①,说明他已经看到,荀子眼中的“理”主要是与行为相关的东西.但是,考虑到“理”作为

“文理”的基本意思②,则更应将之理解成行为所遵循的理路或模式.因此在“义,理也,故行”的说法

中,“理”既是“义”的表现,又是“行”的根据③,可说是正当行为所体现的模式,并且,相对行为动机如

“心”来说,“理”或行为模式当然是外在的.而荀子论“类”,正以“理”为焦点,所谓:

　　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荀子非相»)
同一“类”行为有相同的模式或“理”,得此“理”,则能使人在复杂现实中“不迷”、“不惑”,即始终以正

当的举措来应对各种变化(“以义变应”,«荀子不苟»)———这个观点,是与荀子论“推类”的文字相

９１１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 ———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①

②

③

Cua,EthicalArgumentation,２５ ２８．
“理”本谓打磨玉石的纹理,即“顺玉之文而剖析之”(«说文解字玉部»),又引申为事物的文理,如所谓“成物之文也”,“长

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
将“理”与“义”和“行”结合起来讨论,多见于«荀子»一书,如“义者循理”(«荀子议兵»),“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荀

子儒效»),“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荀子正名»),“行道理也勇”(«荀子修身»),“诚心行义则理”(«荀子不苟»)等,
可见荀子以“理”为“义”的表现或载体,又为“行”的依据或准则.



呼应的,所谓:

　　推类接誉(与)①,以待无方.(«荀子臣道»)
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荀子正名»)

虽然没有提到“理”,但既然“推类”的目的是要应对变化无常的外间世界(“以待无方”),并始终保持

“类”的“不悖”,那么“推类”说到底就是推广一个“类”所体现的“理”,也就是推广一“类”正当行为所

遵循的共同行为模式即“同理”.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理”的根源何在? 作为行为模式,它似乎直接来自外在规范或荀

子所谓“法”的规定,如所谓:

　　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荀子王制»)
这个“以类举”,大概能说是“推类”的典型表现,亦即将“有法”时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应用到“无法”的
情况下,因此,柯雄文也将荀子的“推类”解释为“在紧急状况中进行伦理思考的方法”②.但应注意

的是,荀子眼中“法”的规定性仅只是表层的,他强调说:

　　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荀

子修身»)
要了解“法”的精髓(“志其义”),就要深察“法”所内含的“类”(“深其类”),这大概正是以“礼义之统”
为核心的“统类”,正如荀子所明确宣称的:

　　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荀子解蔽»)
学习圣王的法度,关键是学习法度背后的“统类”.以此,如果说行为模式之“理”来自“统类”,尤其是

来自“礼义之统”,那么荀子以“理”为对象的“推类”,也就是推广“统类”或“推礼义之统”.
(二)墨家的“类”概念

以上,说明了儒家对行为(内在动机、外在模式)之“类”的关注,现在来看看墨家对语言之“类”的
讨论.总体言之,墨家所关注的语言表达的形式,一是“名”,一是“辞”,其所论语言之“类”,主要与这

两者相关.就“名”之“类”而言,墨子已然有所重视③,但并未直接谈及“类名”本身,直到后期墨家才

有正面界定,所谓:

　　【经】名,达、类、私.(«墨子经上»)
【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多(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

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墨子经说上»)
这里,墨家把“名”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种,达名如“物”,是最普遍的范畴语词;私名如“臧”,相当于

专名(propername).而葛瑞汉正确地指出,墨家的类名“不仅区别于专名,更区别于达名‘物’.
‘物’和‘臧’都不同于‘马’,差别在于相似性无关于它们的使用”④.就是说,在达名和私名的运用中,
并不需要考虑其所命名之对象是否具有某种相似属性,如“物”,它能无差别地应用于一切事物上

(“必待之名也”);再如“臧”,这个名称只限定于臧这个人(“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相比之下,类名的

使用则必须基于对象的相似性,彼此相似的对象(“若实”),就必须以类名来称谓.所以说,后期墨家

提出了对类名的正面界定.而“推类”之“类”,其意谓之一即“类名”.正如前引“推类之难”的“类”,
明显就是指“四足”这个类名.在推广这个类名的时候,究竟将之应用到“牛”、“马”这些个别种类上,
还是应用到“兽”这个一般种类上,还是应用到一切事物(“物尽”)上,这是不易确定的,因此才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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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誉”,论者多从«荀子集解»训“与”,也表示“类”的意思,但俞樾则以之通“豫”,以«荀子大略»“先事虑事谓之接,先患虑患

谓之豫”,并举«左传»、«孟子»为证,更有说服力.参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８２、

１６４页.

Cua,EthicalArgumentation,７８．
参见李巍:«作为伦理主张的墨子“知类”说»,«人文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Graham,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ence,３２５．



“推类之难”.
当然,墨家对“推类”的讨论,不仅涉及一个语词或“名”之“类”,更是针对一个陈述或“辞”之

“类”①.比如«墨子大取»所谓: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忘(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
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葛瑞汉认为,墨家在此“最重要的创新是引入了‘辞’‘句子/命题’,作为首次区别于名称的东西”②.
那么,“辞以类行”就清楚地表明墨家所关心的是与“辞”相关的“类”.然而在葛瑞汉看来,这个“类”
仅仅与“辞”的部分亦即汉语句子中作谓词(“根”)的部分相关③.说到底,它还是“名”(“辞”之中的

“名”)的“类”.至于陈汉生(ChadHansen),他仍然认为墨家没有将句子和语词在理论上区分开,
“辞”仅仅被理解为有意义的字符串,而墨家“连接‘辞’与‘类’,显示其理论兴趣仍然集中在词项而非

句子上”④.对这两种解释,若暂时抛开“辞”是不是句子的问题,仅在宽泛的意义上视之为陈述,可知

他们都是把“类”当作与陈述的组成部分(即作为谓词的“根”或字符串中的词项)相关,而非与这个陈

述本身相关的东西.
但本文主张,墨家所论的“辞”之“类”,其重点恰恰在后者.正如上引文中的“夫辞,以故生,以理

长,以类行也者”,“故”就是一个陈述得以提出的理由,即“立辞之故”,“理”则是一个陈述被构造出来

的方式⑤,即“成辞之理”,因而,“类”就是“立辞之故”和“成辞之理”所决定的“辞”之“类”,也就是由一

个陈述的提出理由(“故”)和构造方式(“理”)所代表的陈述本身的类型.因而,“辞以类行”的说法尤

其暗示了在“辞”的运用中,应通过把握其“故”和“理”来确保“类”的一致.比如«墨子小取»所谓:

　　(１)盗人,人也.(２)多盗,非多人也;(３)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 (４)恶多盗,非恶多人

也;(５)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６)爱盗,非爱人也;不爱

盗,非不爱人也;(７)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盗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

此而非之.无也(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 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杀(然)者也.
之前已经指出,“此与彼同类”说的是墨家意欲推广的主张(即“爱盗,非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

也”),与世人共同接受的主张(即“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欲无盗,非欲无人也”)
是“同类”的.而此处强调的是,说这些主张同“类”,尤其是指同“类”陈述的“故”和“理”相同.

具体言之,(２)(５)是墨家列举的世人都同意的主张.其特征被解释为“是而不然”,就是在一个

“是”语句或肯定句的语法主词和语法谓词前加一个及物动词,变成一个“不然”句或否定句,此即陈

汉生所谓“代数论证(algebraicargument)”⑥,即:

　　(１)盗人,人也

作为初始的“是”语句,在“盗”和“人”之前加上相同的动词,成为一个“不然”句:

　　(２)[多]盗,非[多]人也.
(３)[无]盗,非[无]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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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与战国末年学派论辩的激化有直接关系,因为在论辩时,表达思想和组织论证都是以句子(而非词)为单位来进行的,而
墨家又最为重视论辩,所以他们会关注到“辞”的类型,也是很自然的.

Graham,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ence,３５,４０．
参见 Graham,LaterMohistLogic,EthicsandScience,４７７．
Hansen,“ChinsesLanguage,ChinesePhilosophy,and‘Truth’,”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４４,no．３(May１９８５),

５１７．
正如荀子的“理”指涉行为的模式,墨家的“理”则指涉表达的模式,也即一个陈述被构造起来的方式.一个或一组陈述依一定

方式被构造出来,即所谓“以理长”.而按照«墨子小取»的论述,“以理长”的方式有“是而然”、“是而不然”等五种,详见后文解说.
“代数论证”(algebraicargument)的基本过程是“从一个基本句(典型的是一个等式,如 X是 Y———汉语就是‘X,Y也’)出

发,而后像代数中那样,在等式两边加上相同的成分.这个新等式应保持‘可断定性’”.参见 Hansen,LanguageandLogicin
AncientChina (Michigan: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１９８２),１２９．



(４)[恶多]盗,非[恶多]人也.
(５)[欲无]盗,非[欲无]人也.

以上添加的动词,如以 V表示,则能将(２)(５)成为否定句的原因概括为“V盗”不等于“V 人”,故需

要在二者之间再添加一个“非”字,以构成“不然”句即“V 盗,非 V 人也”.那么,“V 盗”不等于“V
人”就能说是提出这些否定句的理由或“故”,而添加相同的动词 V,并加入否定词“非”,则是从(１)得
出(２)(５)的构造方式或构造之“理”.墨家强调的是,如果(２)(５)都是世人认可的(“若若是”),则
也应认可“爱盗,非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的主张.因为在初始句(１)两端加上“爱”(或“不
爱”)与“杀”,同样得到了“不然”句,即:

　　(６)[爱]([不爱])盗,非[爱]([不爱])人也.
(７)[杀]盗人,非[杀]人也.

这同样因为“爱(不爱)盗”不等于“爱(不爱)人”(因为a是盗贼而爱他或不爱他,不等于因为a是人

而爱他或不爱他),“杀盗”不等于“杀人”(因为a是盗贼而杀他,不等于因为a是人而杀他),所以需

要在添加动词“爱”(或“不爱”)与“杀”之后,再添加否定词“非”,才能得到(６)与(７).
因此可见,从(１)得出(２)(５),与从(１)得出(６)和(７),“立辞之故”(“V盗”不等于“V人”)和“成

辞之理”(先在“是”语句两端添加动词 V,分别形成“V盗”与“V人”,再在二者间添加否定词“非”,构
成一个否定句)是类似的,故墨家主张“此与彼同类”.这尤其是说,从“故”与“理”的角度看,墨家的

主张与世人接受的主张是“同类”的.因此,世人所以接受(２)(５),却不接受(６)和(７),就违背了它

们的“类”.而在墨家看来,这个“类”恰是是否接受与推广某种主张的基本标准,即所谓“以类取,以
类予”(«墨子小取»).

三、“推类”的伦理实践

上文中,我们论述了“推”是实践或行动上的“推广”,而非思维与逻辑上的“推理”,也论述了“类”
不是宽泛的、形式化的类比关系,而是特指行为、语言的类别.以此,我们就能在传统的逻辑学解释

之外开辟新的视野,把“推类”解释为将一“类”正当行为或表达从某些场合推广到其他场合中去.并

且,作为“推类”出发点的场合,可说是正当言行的类别业已确立的典范场合;而其类别尚未清晰,有
待“推类”及之的场合,则可说是非典范的场合.以此,我们就能将“推类”解说为一种旨在达成正当

言行的伦理实践,而区别于旨在确保有效推理的逻辑方法.下面,还是就儒墨两家分别论述之.
(一)儒家的“推类”实践

关于孟子,已经指出他所谓“推恩”具有“推类”的性质,是将正当行为的内在动机也即人的道德

天赋或“四端”之“心”从一种场合推广到另一些场合,此即“举斯心加诸彼”.而李耶理(LeeH．YearＧ
ley)已经看到:

　　孟子宣称,人皆有相同的自由去关注某种具体的知见与情感,就像专注于具体的外在事物

一样.如果我看到某人处于心理或肉体的痛苦时,我要么可能不确定该做什么,要么没有帮助

他的真实意愿.但我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知见与情感上:如果这人是一个亲密的朋友,那我

就有去帮助他的想法和动力.那么,人就以恰当的方式先行倾向于去行动,但他们必须先触及

那些倾向(predisposition).当他们关注那些倾向明显呈现的行动时,那种接触就发生了.而

后,能进一步将它们应用到相关状况中去.①

所谓“倾向”,即孟子所见人之天赋道德倾向,而论者在此提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洞见,那就是人的道

德天赋在某些场合比在其他场合中更易呈现.这当然是合乎孟子思想的,因为他的确提及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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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early,MenciusandAquinas:TheoryofVirtueandConceptionsofCourage (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
Press,１９９０),６３．



直观呈现的场合———除了齐王见以牛衅钟“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孟子梁惠王上»),还
有“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强调,当事人在这些场

合中的作为,既不因为与婴儿父母有交情,也不因为爱惜牛的财富价值,而是天赋善“端”的直观呈现

使然(«孟子公孙丑上»).但是,诚如史华慈(B．I．Schwartz)所言,孺子入井的例子也在相反的方

向展示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其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而言,这一原始的向善冲动,被有效地埋藏在层层

积累起来的麻木不仁以及邪恶行径的重压之下.①

就是说,善“端”在多数场合是隐而不显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端”之直观呈现的情况(比如见

孺子入井或杀牛衅钟)视为典范场合,将隐而不显的情况视为非典范场合.因之,如何将前者中直观

呈现的“端”扩展或推广到后者中,就是“推”或“推类”的核心任务.并且正如前述,从行为的角度来

看,孟子意欲推广的善“端”之“心”也能说是某一“类”行为的内在动机.那么,将之从典范场合推广

到非典范场合,就促成了正当行为的实现.
由此,再来看荀子所论的“推类”实践.同样按前述,与孟子以推广内在行为动机即以“推心”为

主的“推类”实践不同,荀子关注的“推类”则是推广一“类”正当行为所遵循的外在模式或“理”.那

么,对这种形式的“推类”来说,什么是典范场合,什么是非典范场合呢? 看起来,典范场合无疑就是

“理”或某一类行为的模式业已建立的场合,反之则为非典范场合,而“推类”就是从前者到后者的推

广实践.但正如已经指出的,既然“理”的根源是“统类”或“礼义之统”,则“推类”的典范场合最好被

看作“统类”确立的场合.并且,正如荀子强调的,效法圣王的关键在于“法其法以求其统类”,则上述

“典范场合”也尤其存乎古代圣王的治世中,所以说: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荀子儒效»)
但是,荀子在主张“法先王”的同时,又强调“法后王”,所谓:

　　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荀子不苟»)
那么,作为“推类”实践所出发的典范场合,究竟是指“先王”治世,还是指“后王”治世呢②? 这个问题

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正如荀子指出的,先王的时代太过久远,其确立“统类”的实践已不可得

见③,因此“法先王”最终必须落实为“法后王”,即学习“后王”确立“统类”的经验———这当然不仅因为

“后王”离现实更近,更因为“后王”最好地继承了“先王”④;另一方面,按荀子的思想,无论“先王”治世

还是“后王”治世,作为确立“统类”或“礼义之统”的典范场合,应当没有实质差别.所以,我们完全可

以将“推类”实践理解为将古代的成功经验推及现今(“以古持今”),而这,尤其是将每一“类”正当行

为所遵循的“理”———由“礼义”这个“统类”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推广到复杂的现实中(“以浅持

博”、“以一持万”).基于此,前述“古/今”、“浅/博”、“一/万”之分,都能看作对“推类”之典范与非典

范场合的区分.
(二)墨家的“推类”实践

至此,我们指出了儒家所论“推类”之核心是将一“类”正当行为(包括行为动机即“心”,或行为模

式即“理”及作为“理”之根源的“统类”)从典范场合(“心”直观呈现的场合,或“理”与“统类”业已建立

的场合)推广到非典范场合(“心”掩蔽不显的场合,或“理”与“统类”尚未确立的复杂现实).现在,让
我们接着讨论后期墨家的“推类”实践.如前述,墨家所谓“推”仍应作推广来讲,“类”则主要指语言

表达的“类”,特别是“故”(作出陈述的理由)与“理”(构造表达的方式)所代表的“辞”之“类”.以此,

３２１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 ———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①

②

③

④

[美]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６６页.
按照相关研究,荀子说的“先王”大概是三代及之前的远古圣王,而“后王”则是指周公、成王或康王等“西周盛世之君”.参

见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９ １７１页.
参见«荀子非相»:“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
参见«荀子非相»:“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推类”实践就能被解说为将一“类”表达(尤其是“辞”)从某个典范场合推广到其他非典范场合中去.
但因为墨家最关注语言问题,尤其是“辞”的运用方法,则“推类”所从出的“典范场合”就能被理解为

陈述(或“辞”)的“故”、“理”、“类”被清晰辨别的场合,如«墨子小取»所谓:

　　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按,“多方”之“方”即“理”①.以此,将不同言论的“故”、“理”、“类”区分开来,乃是墨家眼中正当言说

的第一要义.而他们所以关注于此,大概正因为战国末期学派论辩之风日趋激烈,而许多言论的提

出并不具备正当性,是有待“推类”的非典范场合.
故«墨子小取»强调,一种表达可能在构造中变异(“行而异”)、在转化时吊诡(“转而危”)②、引

申迂远则失其原义(“远而失”)、流于形式则离其根本(“流而离本”),这都是缺乏正当性的表现.而

这些状况(即非典范场合)的出现,则由于人们忽略了不同的表达可能有如下两种情况:

　　A 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墨子小取»)

B 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墨子小取»)
先来看 A,如«墨子小取»列举了“是而然”的句子,指从一个“是”句(如“白马,马也”)构造出一个

“然”句或肯定句(“[乘]白马,[乘]马也”);又列举了“不是而然”的句子,指从一个“不是”句(如“读
书,非书也”)构造出一个“然”句(“[好]读书,[好]书也”),现在,因为都得到了“然”语句,正可说是

“其然也同”,但是,由之出发的构造方式(一为“是而然”、一为“不是而然”)则并不相同,此即“其所以

然不必同”.那么,如果混淆了这些“然”语句的“所以然”,就是混淆了它们的“立辞之理”.再来看

B,按墨家的主张,“盗人,人也”和“杀盗人,非杀人也”都是可以接受的观点,此即“其取之也同”,但
是,“其所以取之者不必同”,则是指接受前者与接受后者的理由并不相同:就前者来说,判断某个盗

贼a是人(“盗人”),理由当然是a是人(“人也”),但就后者来说,要判断某个盗贼a该杀(“杀盗”),则
不能因为a是人(“非杀人也”),而只能因为a是盗.所以,倘若忽略了被“取”语句的“所以取”,也就

混淆了它们得以提出的“成辞之故”.
据上述,墨家所谓“推类”就能说是将一“类”表达在典范场合中被清晰区别的“故”与“理”推广到

非典范场合中.比如,前述“止类以行”是墨家设想的“推类”方式,即在推广或应用“四足”这个表达

时,先要确定所应用事物的类别.否则,就会出现“推类之难”,亦即说“x是四足的”时候,不知道所

说的是“麋”、“牛马”、“兽”还是一切事物(“物尽”).这种不确定,正是“推类”活动所针对的非典范场

合.而就文献中的例子来看,“推类”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故”的辨析:提出“麋鹿是四足的”与“牛马

是四足的”、“走兽是四足的”这些表达时,如果不区分理由的差别,就有可能将“四足的”这个表达应

用到一切事物上,而得出“俱为麋”的谬论.当然,“推类”的成功实施,还不仅要考虑一种表达的

“故”,更要考虑其“理”,这尤其是针对“辞”来说的.比如在«墨子小取»中,墨家判断其所主张的

“非命”、“杀盗非杀人”等陈述,与世人接受的其他陈述“此与彼同类”,这就不仅提示了“立辞之故”的
相同,更落实于“成辞之理”的相同,即这些表达都是以“是而然”、“是而不然”等方式构造起来的.那

么,根据“辞以类行”的原则,只要确定墨家的主张与世人的主张“同类”,也就能将墨家的观点推广出

去了.以此意义来说,从语言表达被正当运用的典范场合到非典范场合的“推类”,既是指将言论的

“故”、“理”、“类”从清晰区分的情况“推广”到未被区分的情况,也是指从论辩的立论方“推广”到反对

方,即以“推类”作为一种论辩手段来达成说服之目的.
一般认为,论辩中的“推类”手段包括墨家所谓“辟”、“侔”、“援”、“推”的方法,但在某些论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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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毓江说:“«大取篇»曰:‘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此‘言’犹彼‘辞’.方犹道也,理也.”见吴毓江校注:«墨子校

注»,第６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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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诡’,诡亦异也.”见孙诒让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墨子间诂»,第４１７页.



来,这些方法都属于推理的方法①.对此,本文深表怀疑,因为从相关文献论述看,很难发现任何主张

涉及“推类”作为推理的特征———不仅看不到推理的有效性,甚至也不易看到从前提到结论的推演,
比如«墨子小取»:

　　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

然也”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这里,若将“辟”、“侔”、“援”、“推”视为“推类”的具体方法,那与其说是推理的方法,不如看作说服的

方法.因为一个有效“推理”的目的只是要推出或“必然得出”结论,却并不对人们是否赞同它负责,
而一种成功的“说服”则意在如此,且不必定包含“推理”的手段.就上述“推类”方法来说,我们所以

主张它们更具有“说服”而非“推理”的性质,也尤其因为其运用的目的不是在逻辑上的“必然得出”,
而是在论辩中的“求当取胜”②.比如,为说服某人接受“盗人,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的观点,墨
家的“推类”方法包括以下环节:１．举例子(“举他物以明之”),像“获之视(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

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墨子小取»),这就是“辟”;２．强调这些例子作为世人认

可的主张,都具有相同的“理”与“故”,因而能并行不悖(“比辞而俱行”),这就是“侔”;３．指出如果墨

家的主张也与世人的主张有相同的“理”与“故”,则当世人肯定其主张时(“若若是”),墨家也有理由

坚持自己的主张(“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这就是“援”;４．通过将世人原先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表

达归为同“类”(“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而把“杀盗人非杀人也”的观点推广给他们(“予之

也”),这就是“推”.这些环节中,莫说有效性诉求,就连从前提到结论的推演过程都是不明显的,因
此,最好将之视为“求当取胜”的论辩手段,而非“必然得出”的逻辑推理.

当然,这种“求当取胜”绝不是炫耀智巧地诡辩,因为墨家始终是以“故”、“理”、“类”为中心,来对

言论的是非对错作严肃的检视.换言之,他们所关心的乃是提出一种表达的正当性:如果世人所接

受的主张是对的,则墨家的主张就不应被质疑,故曰:“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也

(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墨子小取»)以此,“推类”就是墨家打破“内胶外闭”的手段,其实

质,就是将其所坚持的正当表达依其类型推广给世人.

论述至此,本文揭示了先秦儒墨所谓“推类”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将典范场合中的正当言行,依其

类型推广到非典范场合中去.以此看来,虽然不能否认“推类”活动中有逻辑思维的运用,但在根本

上,它是一种伦理实践,而非逻辑方法.因此,本文认为将“推类”界定为“类比推理”的传统逻辑学解

释,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不过,本文所以要提出新的解释,也并不是要刻意反对成说,而是要指出

“推类”思想自身所针对的问题,那就是要达成语言、行为的正当性,而非思维、推理的有效性.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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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
“致”与“治”的思维模式

于 赓 哲

摘　要:形象语言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强综合、弱分析、强调整体性、直觉性的特点,瘟疫

“致”与“治”的观念中“气”观念就是其产物.借助“气”大范围存在且具流动性的特点,瘟疫的各项特质可

以得到解释,而且可以实现与荣卫气血思想的无缝衔接.早期人体外的气多指气候,而隋代注病观念注意

到了邪气的人际传染,有了初步的细分、精分思想,但宋代以«圣济总录»为代表的官方医著用五运六气学

说预言未来疾病,却是个机械的退步.明代吴有性的戾气论突破伤寒和五运六气成说,并明确指出了口鼻

为传染渠道,使得治疗更有针对性,这是逻辑思维发展的体现,但仍然归属在“气”的概念之下.“气”的内

涵不断被阐释、被置换,被加以正反两方面的利用.水、火、德行等具备弥漫性特点的物质或秉性往往也成

为抵抗瘟疫的手段.围绕瘟疫问题上弥漫性物质(秉性)的左右逢源,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

特点.

关键词:瘟疫;气;致;治;医学史

把握古人思维模式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瘟疫问题上,医家和民众的思维无不反映

中国式思维的特点.民国以来中国古典医学深受西方医学冲击,因此医学史研究者的旨趣与其他自

然学科史(例如物理、数学、天文等)不同,那些学科在科学进入之后全部“皈依”,唯医学仍坚持其阵

地,但从业者(包括学科史研究者)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笔者曾指出:“在西学强大压力下,即便是

古典医学的拥护者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如此的思维模式:在对西

医强大压力进行反弹的时候,传统医界实际上是在照着西医的样式反复阐明自身的‘科学性’,在站

到西医对面的同时也成为其映像(Abbildung),从而反证了西医的统治力.”①

对于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成因的认识就有这样的历程.唯有今天在接受了西学洗礼之后,才能借

助“他者”的眼睛重新审视这个过程.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因为现代中医领域的重大问题都缘起

于科学的进入及其映照.不必强调孰优孰劣,起码要承认有了“他者”的映照,“我者”才有了轮廓边

际,“问题”才得以构成.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就高度重视概念的精确,这一切缘于西方语言是“声音语

言”,有别于汉语这种形象语言,“由于声音语言内部的紧张,必须不断掌握外部世界的固定性、寻找

声音的根源,以形成概念及观念.———不同于中国语言的积聚性,西方语言是意义的重新界定;不是

用一种语言重复说明外在世界,而是不断发明新的名词以不断重新界定外在世界.这正是西方理性

主义的理想.西方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

　

作者简介: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世纪西欧基督医

学及其比较意义研究”(１４ZZD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于赓哲、梁丽:«古典医学的西学镜像»,«人文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理论体系、概念系统、理论架构.中国语言则不同,如‘阴阳观念’,几乎可以指代说明一切.强调语

言的积聚性,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征.西方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rigiddesignation),根据固定规

则以对外在事物进行重新界定,重新系统化,于是产生逻辑思维方式和科学思维方式”①.而今站在

现代思维的角度(不可讳言的是所谓现代思维是以西方思维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来审读中国古代医

学,必然会时常有感于古人概念、逻辑与今人的巨大反差.
本文将以瘟疫问题为例,分析中国古代瘟疫致病观大略的演变过程,并且分析古人在对抗瘟疫

时对弥漫性物质的依赖.兹事体大,非本文可以备述,故紧扣古人瘟疫观的一条主线即“气”加以论

述.瘟疫观的演变正可以展现传统思维的特点.以往的医学史研究更多关注医学理论自身的发展,
但社会思维模式和社会背景对气的思维的影响却不可忽视,本文将在这方面试论之.

一

«章太炎医论»总结古代之致病观:“人之病也,自非七情过差,及直犯水、火、兵刃、木、石、虫、兽,
与夫饮食、床笫之过,则必以风为长.”②张嘉凤总结了古人所认为的六种疾病相染的途径:一,与病人

的直接接触;二,与病人长时间或近距离的接触;三,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四,异常的气候与环

境变化;五,饮食;六,遭鬼排击③.可知,在这六项之中,第一、二、三、四都与气有着某种关联,具体到

传染病方面更是如此.气就是这林林总总概念的联系纽带,它是传统唯象思维的产物,不是物理学

意义上的气,而是一种弥漫性物质,中国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气论的产物.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④所

谓“通天下一气耳”,的确可以看作是那个阶段生命观的基础.有关先秦时期“气”的发展演变,尤其

是气与生命和人体的关系,黄俊杰«孟子»第三章⑤,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

探»⑥及«东汉生死观»⑦,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

发展»⑧,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⑨,杜正胜«形体、精气与魂

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杜正胜文梳理了从周至汉代对

于人体认识,逐渐由表及里的过程,并推断出战国中期建立了身体生理学中基础的五脏系统,人体构

成中“气”是其核心,基于此,人与自然和谐的宇宙观和生命观也得以建立.
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确和气候、时令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符合古人的观察能力,那么将各种传

染病的起因置入“气”的框架之内是情有可原的,六淫的观念由此诞生.«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

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
淫惑疾,明淫心疾.”«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六气分治.”即一岁之中有风、热、湿、火、燥、寒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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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气候分治四时,这里“气”已经明显被赋予了与“气候”类似的意味.同书«天元纪大论»:“寒暑燥湿

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①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二:“六淫,天之常气,冒之

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②六淫的“淫”有太过之意.“六淫”可理解为原本正常的六

气太过之意,成为疾病的致病原因.南朝陶弘景将邪气视为百病之源,«本草经集注»:“病之由来虽

多,而皆关于邪气.邪者不正之因,非人身之常理,风、寒、暑、湿、饥、饱、逸,皆是各邪.”③可以看到他

所谓邪气的主要部分就是六淫.
这种气论的特点之一是整体性,中国式思维具有很强的积聚性,且无精确概念的意识,张岱年认

为:“中国民族的传统思维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重视实

践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模糊性、内向性、意向性等特点.”④正是这种思

维模式使得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类比联系,将原本无关联的事物加以整体论述,但是在上升到一定

理论层次后却又不再进行细化的分析,而是以模式化思维来对待客体,并且不屑于细化分析,而是始

终以超有限、超距离的整体框架解释万物,故«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⑤,«淮南子
说山训»强调“君形者亡焉”⑥.天人合一在此时诞生不是偶然的,五运六气诞生于此时也不是偶

然的.
成中英将这种机械化的整体思维称为“非理知直觉”,他指出:“非理知直觉就是不掌握概念、观

念,也不凝成概念和观念,而是把握变动不居的、不着形象的整体真实,打破了概念的限制和语言的

固定.”⑦这种“变动不居的、不着形象的整体真实”应该就是道、气、太极之属,它们展现在“天人合一”
大框架内,主客一体相通,构成了一种动态整体框架.这种框架是非实体性质的,不能作为细分和概

念化的对象,否则动态整体将遭到僵化与割裂.对于这种整体观,本杰明史华兹站在一个“外人”
的视角上进行了观察,这种视角大约可视同为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察,那就是“气”的实质究竟

是什么.本杰明史华兹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与西方的物质(matter)概念最接近的对应中国术

语.”⑧但是这样的观念毫无疑问并不能概括气的全部,按照西学概念来说,气是一种假设,而非事实

观察.史华兹注意到“气”概念的模糊化以及本源性:“它更接近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
‘无定型’和‘不可定义者’.世界上所有各自分立的元素和实体都从其中产生出来.”⑨“气”概念

的整体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是足够惊讶的:“在气的概念中,它被赋予了物理性质,又被赋予了非物理

的性质,它无处不在而又呈现为连续的质料\能量.在许多典籍中,它只是作为一种与大而全的

秩序有关的连接性实体(connectivesubstance)的面目而出现.”

古人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接受了现代科学理念的人,或者是具有声音语言世界重视概念特

性的人才会有的疑问.正因为这个原因,对古人疾病观的理解必须采取了解之同情,要看到“气”的
统治地位.古人相信“天地人混合为一”,所以不但气候问题,连地形、地势也被纳入这样的整体框

架内,被认定是疾病的致病原因,但是这种影响的媒介依然是气,例如«淮南子墬形训»曰:“土地各

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疟,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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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残,寒气多寿,谷气多痹,邱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①这样的机械、模式

化思维有一定的事实作基础,例如“林气多疟”,林木繁茂之地多蚊虫,疟疾盛行.例如“险阻气多

瘿”,山地居民由于饮食结构缺陷多有碘缺乏,导致甲状腺疾病多发,自古及今均是如此.再例如“岸
下气多肿”,则可能指的是近水居民多血吸虫病.而其他诸项则不免以偏概全或想象夸大.请注意,
地形地势与疾病的确是有关联的,且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在«淮南子»里一概被归结为“气”,可见此

时的“气”除了气候之外还有其他种类,可谓一个“象”.
但是魏晋以来的气也不是完全没有细分细化的迹象,例如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纵时有蓍

寿耈老,此自特受一气,犹木之有松柏,非导养之所致.”②向秀是反对嵇康养生思想的,他这里特别指

出,耆寿之人在天地之气中“特受一气”,这个气显然是具有特殊性的.遗憾的是,向秀的反对意见的

思想基础是命定论,认为这种气的受纳与人的活动无关.另外还有圣人论,郭象«庄子注»:“神人非

五谷之所为,特禀自然之妙气.”如此则气的受纳更进一步与凡人无关.加纳喜光认为:“‘所谓“神仙

特受异气,秉之自然’是决定论的极端性情况,而在常人,‘食物之气’影响性质和身体.”③而所谓

食物之气,在医学上一般被表述为“谷气”.既然如此,这样的细分也就没有医学上的意义,因为对待

瘟疫还要回归到一般意义上的“气”范畴内.
那么,对于凡人来说,气是如何运作的呢? 这里借用加纳喜光的话进行一个概述:“人不仅从大

气中吸收‘气’(先天之气),而且从水谷中吸收(后天之气).水谷精气变化的产物就是卫气和营气.
三焦之中,上焦出卫气,中焦出营气.卫气的性质是慓疾滑利,所以不能进入经脉之中,在皮肤和肌

肉之间行进(«素问痹论»),其功能是主对邪气的防卫.与此相反,营气,正如«灵枢营卫生会篇»
所说的那样:‘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得独行于

经隧.’是行于经脉之中,有着荣养的作用.卫气、营气都在体内不断地循环.但是,气、血、营、
卫是后天之气,和先天的气,即与宏观世界相通的‘气’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实际上,构造是不清楚

的.后天的气中,有一种被称为真气,就是«灵枢刺节真邪篇»中作‘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

充身’者.还有一种就是前面所述的宗气.但宗气又是进入胃的水谷精气的一部分,是汇集气海,上
行而走息道、下注气街,流注四肢者.宗气的功能除了呼吸以外,还使血气流通顺畅,也有认为水谷

之气与大气相结合而成者便是宗气之说.”④

也就是说,气是致病原因,气是其他致病原因的载体,气同时也是治病、防病的要素.在此谨以

“瘴气”为例,自然界中无瘴气,但瘴气的观念到现在也未完全从国人头脑中消失.瘴气观念背后蕴

含着地域歧视、主流文化圈与非主流文化圈的冲突,龚胜生⑤、冯汉镛⑥已阐明瘴气是南方多种疾病

的综合称谓,而恶性疟所占比重最大.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和«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

迁»均阐述了一种观点———“‘瘴’虽然可以视作一种致病之因,但实际上它起源于人们对某些地方的

一种感受、一种偏见,一种印象,并将其归为一类地理现象的结果”⑦,“瘴疾的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

区域;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
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瘴气”一词的演变,萧璠指出“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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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３３８ ３４０页.
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七十二«难嵇叔夜‹养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７６５页.
[日]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第２３９页.
[日]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第２８７页.
龚胜生:«２０００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４８卷第４期(１９９３年７月).
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７１ ２７２页.
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的早期写法是“障”①,王子今亦持有类似观点,他说:“«淮南子地形»所见‘障气’,或许可以看作‘比
之更早的时代’对于‘瘴气’‘有了认识’的实例之一.”②既然瘴气(障气)不过是一些疾病的综合称谓,
那么这个词的发明者何以不假思索地指向了“气”?

“障”与“气”的结合是中国式思维在疾病领域内的典型体现,“障”标明了主流文化圈对周边蛮夷

的想象,即蛮荒之地有神秘物质导致中原人士得病,形同“障碍”.“气”则体现出“象”的意味,因为瘴

气具有弥漫性、大范围存在并传染(或者说流行)的特征,所以最适合以“气”命名.假如恶性疟与中

原熟知的间日疟、三日疟症状相同,则不会有新词的诞生,但正因其不同,所以人们不假思索地将其

归结为“气”.“气”就是一个动态框架,几乎所有大范围存在的致病因素,尤其是不熟悉的致病因素,
都可以被放到这个框架内加以阐释.一旦归结定性为气,则不再有细分和进一步的概念化.

随着南方的开发和南北方文化交流加深,岭南的真实面貌逐渐被人们所知,这本身是岭南融入

主流文化圈、地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明清时期岭南瘴气观念已经逐渐淡化,屈大均意识到了这

种变化,但是他借以解释的理论工具仍旧是气:

　　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

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③

气包含着多种特质,在这里它是王化带来的正气,也是主流地域(中州)向非主流地域(岭南)灌输的

清气,唯有它可以抵挡瘴气、湿气等邪气,也最适合用来解释大面积区域内疫病观的巨大变化.气在

这里将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完美”结合.可以说,在瘴气这个问题上最能体现古人疫病观思维模式.

二

气观念虽然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变,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变.笔者

在这里无意宣扬线性发展观,但是如果非要按照所谓“科学”视角来看的确如此.汉代是中国思维模

式定型的关键时期,而机械化思维渗透到了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医学方面也是如此,汉以来有关

五运六气的学说成为人们解释疾病成因的主要武器.五运六气中的“气”,多数情况下单指气候(医
籍中人体内的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按照«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说法,春多肝病,夏多心病,长夏

多脾病,秋多肺病,冬多肾病④.«素问五运行大论»:

　　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

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⑤

曹植«说疫气»亦云:“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⑥主时气运应按规律递迁,假如失常导致

该就位的不就位、该退位的不退位则必生灾疫.五运六气之排列虽然意识到了气候与疾病之间的关

系,但是对于其理解却是通过“司岁”以“备物”,靠五运(木、火、土、金、水)、六气(厥阴风木、少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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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６３
本第１分(１９９３年),第６７ １７２页.

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瘴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４页.
«黄帝内经素问»,第１０９ １１７页.
«黄帝内经素问»,第３７３ ３７４页.«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

«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成书时代有争议,一说起自汉魏之后,一说起于隋唐.但现代论者有认为是东汉作

品者,«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之«校注后记»即持此观点,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从干支纪年之采

用推断是东汉章帝元和二年(８５)以后的作品,否定丹波元胤«医籍考»(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有关七篇大论起于隋以后的观点.
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根据七篇大论中“明”字与耕部相押等现象,也认为这些大论是东汉之作.
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新２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９５ ３０２页)亦持此观点.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四二«疾病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０年,第３２９４ ３２９５页.



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主运、司天来预测疫病.所以伤寒、时气观念都是基于

这样的理论基础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六淫”邪气被认为是直接排击人体,罕见有关邪气感染人体之

后病者再传染他人的描述,可见此时传染病仍然被认为是置身邪气之中的结果,而非人际传染的结果.
耐人寻味的是,隋代本来已经产生“注病”观念,这是一个进步,病情久延,反复发作,或注易旁人

者,均被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称为注病(疰病).该书卷二十四«诸注候»:“凡注之言住也,谓邪气居

住人身内,故名为注.此由阴阳失守,经络空虚,风寒暑湿饮食劳倦之所致也.其伤寒不时发汗,或
发汗不得真汗,三阳传于诸阴,入于五脏,不时除瘥,留滞宿食;或冷热不调,邪气流注;或乍感生死之

气;或卒犯鬼物之精,皆能成此病.其变状多端,乃至三十六种,九十九种,而方不皆显其名也.”②其

中的生注、死注、食注、殃注等具有较为典型的传染病特征:

表一　«诸病源候论»卷２４生注、死注、食注、殃注一览表

注名 候 传染途径 备注

生注③
人有阴阳不调和,血气虚弱,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侍

扶接,而注气流移,染易得上,与病者相似,故名生注.
生者———生者

死注④
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

复易傍人,故谓之死注.
死者———生者

殃注⑤
人有染疫疠之气致死,其余殃不息,流注子孙亲族,得病

证状,与死者相似,故名为殃注.
死者———子孙

同时包含遗传病、

家族病.

食注⑥

人有因吉凶坐席饮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食饮入五

脏,沉滞在内,流注于外,使人支体沉重,心腹绞痛,乍瘥

乍发.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
食物———人

除消化道传染病

之外,还应包含食

物中毒.

注病观念产生的意义就在于在五运六气以气候为主的大框架下,注意到了个体受邪气侵犯的偶

发事例,有了初步的细分、精分思想,“气”在这里不是气候,也不是弥漫性的、无差别造成伤害的物

质,而是一种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导致疾病的因素,表中只排列了四项,实际上其余很多项注病也

可以肯定包含有传染病,具备特定区域大规模流行的特征.席文(NathanSivin)认为将其称为流行

病更为准确.所以他将疰病翻译为“流行性恶魔附身”(epidemicpossession)⑦.注病虽然不能说完

全是以传染病为论述对象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重视概念、以观察为基础,精分、细分的做法颇有逻

辑思维的色彩,强调了传染病的接触前提,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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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大唐六典»、«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中“时气”与“伤寒”并列,所谓“时气”极可能就是“时行”,而«小品方»证实人们有时

将“伤寒”与“时行”等同视之,大概是出于此原因.«唐六典»、«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制定者将伤寒与时气相提并论,概依从当时

之观念.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６８９页.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第６９７ ６９８页.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第６９８页.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第７０６页.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第７０６ ７０７页.

NathanSivin,“NoteontheIdentificationofMedicalDisordersMentionedinTanchingyaochueh,”２９７．有关注病问题,还
可参看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７６ ２８０页;万方:
«古代注(疰)病及禳解治疗考述»,«敦煌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易守菊、和中浚:«解注文之“注”与注病»,«四川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日]坂出祥伸:«冥界の道教的神格———「急急如律令」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第６２卷第１号(２００３年);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

道教解注文»,«敦煌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日]铃木雅隆:«镇墓文の系谱と天师道との関系»,«史滴»第２５号,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

史恳话会,２００３年,第２ ２０页;陈昊:«汉唐间墓葬文书中的注(疰)病书写»,«唐研究»第１２卷(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７ ３０４页.



但在宋代,以«圣济总录»为代表的官方医著用五运六气学说把六十年中的疾病都推算排列出

来,却又不能不说是个机械的退步.该书前两卷为«运气»,以“甲子岁图”开篇,以“癸亥岁图”收尾,
第三卷才是«叙例»,这种奇特的卷目排列方式是想以开宗明义的方式将未来疾病以预言的方式“预
定”下来,然后才是具体的诊疗.此书是宋徽宗敕撰,而宋徽宗本人强烈的道教思维可能是导致五运

六气再度走向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注病的“类逻辑思维”的传承只能称为“不绝如缕”.
除了官方医学之外,民间医学也大抵如是.或有以“三因说”为中国古代疾病发生学之集大成

者.但是,首先,这一理论的系统论述较为晚出,虽然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第一»早已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
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①但是公认

将这一理论系统化的学说来自于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他以天人感应和表里虚实为基

础,将病源归纳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其中所谓外因,亦即“六淫”,这没有摆脱气论.而所

谓内因,陈氏指出乃七情所伤,七情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而这其中情志

对人体的伤害所借助的仍然是“气”这个平台,«黄帝内经素问»:“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
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②也就

是说不论内外因,均以气为平台.而所谓“不内外因”则为有悖常理导致身心所伤者,包括疲极筋力、
尽神度量、饮食饥饱、叫呼走气、房室劳逸、金疮折、虎野狼毒虫、鬼疰客忤、畏压溺等,这些则与传染

病关联较小.三因说并未突破“气”的范畴.
而且这种气是弥漫天地间,无孔不入的,正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言:“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

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③唐柳公绰«太医箴»亦为典型:

　　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于内.
清洁为堤,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人乘气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凝则成.巧

必丧真,智必诱情,去彼烦虑,在此诚明.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
体和道全,然后能德施万物,以享亿年.④

柳公绰的本义并不是阐释医理,而是以此劝诫皇帝不要痴迷于享乐,要以德为治国之先,这里流露出

对“气”的看法:一,“气”弥漫天地之间;二,“清洁”是抵御疾病的堤坝;三,“气行无间,隙不在大”;四,
个人的修行可以抵御疾病.即气是无孔不入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瘟疫来临时,患病与否几乎就

成了个人体质与命运的事情.例如«晋书»卷八十八«庾衮传»:“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

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
夜不眠,其间复抚柩哀临不辍.”⑤再例如«隋书»卷七十三«辛公义传»:“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
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

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听事.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谕之曰:‘死生由

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 汝等

勿复信之.’”⑥这里个人禀性和体质都是抵御瘟疫的工具,是“个人事务”,并未否定六淫之气的弥漫

性.宋文天祥«正气歌并序»亦可看作是这种思想的流露,在序言里,文天祥描述了囚室惨景:“或圊

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侵沴,鲜不为厉.”此处之恶气、秽气,基本

可以视为“厉气”之流,人处其中,难免感染,但紧跟着他提出:“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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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

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 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①«正气歌»历来被视为爱国主

义诗歌,此固确论,然其背后“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信息亦值得玩味,此乃当时社会疾病观之流露,即
将瘟疫视为气的产物,同时又将个体差异视为个体正气多少之差异,仍然是个人事务.

气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与人体内部气血荣卫的无缝衔接,“气”与“气”既然可以融汇,
由此也就免除了具体传染机理的分析,所以我们看到古人有关染病的论述中往往一句“气相染”就万

事大吉.这一状况直到明代吴有性推出«温疫论»才得到扭转.他突破了伤寒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

的束缚,否定了气的“气候”属性,指出了“杂(戾)气为病”以及其复杂性: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

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未必多疫也.②

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谓无出此六气为病,实

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不知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
专务六气,不言杂气,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③

至又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统而言之,其变不可胜言矣.④

他否定了五运六气的气候之属,而是提出“杂气”概念:“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

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藉雨露

而滋生,动物藉饮食而颐养,必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⑤五

运六气之说起自秦汉时期,是站在中原地带环视四周的产物,原本就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广袤疆域,尤
其是在南方得到充分开发且文化日益发达之后,这种学说就势必要得到修正,吴有性的修正就是诸

多修正中最重要的一项.他不再笼统说“气”,将致病原因进行界定和细分,强调一时一地之不同,使
得治疗更有针对性.而且吴有性还注意到了瘟疫传染的渠道,即口鼻传入,到达膜原,他说:“此气之

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以往的“气论”只有

泛泛的论述,即所谓六淫邪气入内,«伤寒论»说:“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寒毒藏于肌肤,至
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⑦这段描述对感染机理的描述是模糊的,是指伤寒之气可以潜伏在肌肤

中? 还是指寒毒通过肌肤感染? 可以说伤寒学说对传染病感染渠道从没有清晰的论述,实际上医家

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模糊处理,气的那种弥漫性和无孔不入的特性可以让人们想当然地接受这个

学说.吴有性口鼻膜原论毫无疑问是一种新的突破.
«温疫论»是在明末大鼠疫背景下写成的,吴有性所注意到的呼吸道传染,早于１９１０年伍连德关

于东北肺鼠疫通过呼吸道直接实现人 人传染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得鼠疫的防备有了具体的理论

前提,«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

有功于世矣.”⑧此言是也.吴有性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先贤的质疑基础上的,虽然仍在延用“气”这个

词,但是已经有了逻辑思维的初步意识,可以说“气”的内涵已经有所改变.这一发现被视为医学理

论的巨大突破,促进了温病学派的崛起.他受到的广泛赞誉也表明,中国传统医学基壤中有对逻辑

思维的内在需求.而吴有性之所以发明膜原说,恐怕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他不能完全无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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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膜原说可以解释为何戾气通过口鼻进入人体之后,为害甚于六淫,六淫只是伏于肌肤浅层,故不

及戾气为害之大.这又反映出吴有性在颠覆旧说的时候不得不顾及持旧论人们的怀疑,中国的思想

史历来缺乏颠覆性的质变,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思想历程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通过对思维模式的把握来理解古人的瘟疫观,毫无疑问是研究古代疫病史的一把钥匙.在中国

古人的疫病观中,气始终是一条主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弥漫性,弥漫性可以用来阐释瘟疫两大要

素:第一,存在的广泛性,第二,流动及传染性.形象语言对概念的模糊导致这种思想有了存在的基

壤,历代对“气”的内涵都有自己的解释,其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阐释、被置换,被各种思想反

复拉扯,但即便是在逻辑思维取得进步之时,新事物仍被置于“气”的框架下.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

子:美洲被发现之后,梅毒传向旧大陆①,明代后期该病自岭南传入中国.面对着这样一个全新的疾

病,如果是今天的话,会从流行病学调查、概念确定入手,但古代医者几乎不假思索地将其纳入到

“气”的范畴内,例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八“土茯苓”条: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

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畜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

之人病之.②

杨梅疮即梅毒在中国的早期称呼之一,另还有“霉疮”、“广疮”、“时疮”等称呼.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

病,李时珍却并无隔阂感,而是直接将其纳入到六淫框架内,而且看起来天衣无缝.唯有一点,即该

病通过性渠道传播.要知道,虽然广义的性病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像梅毒这样的烈性传染病还是极

其罕见的,所以必须找到它与其他传染病不同的原因.李时珍敏锐地捕捉到了该病的传播渠道,将
其纳入到道德评判的范畴内,指出淫邪之男女是高危人群.这则是中国古代有关传染病的另一观念

的体现,即道德在传染机制中的作用问题,这一点后文会涉及.
这个例证反映出传统医学早已有固定之六淫理论框架,所以遇到新型疾病则可将其纳入其中,

即这是湿(气)热(气)之邪导致,所以说所谓“李约瑟难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式的思维注

定不会对新事物先进行细致的观察分类,再进行概念的建构和分析.而“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各

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者如«辞海»所说:“(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

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③在面对梅毒这个新型疾病的时候,
中国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可谓袒露无遗.“气”观念的包容性和普适性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因为气观念的强大张力,所以新旧思想不能截然分离,对于社会思想没有形成全面的影响

和冲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巢元方、吴有性以后“气”的各种阐释依旧被人各取所需.甚至于与自然

现象不相干的“王化”也可以被看作是气的一种,这是一种至高的德化,而且因为其高其大,因此可以

用来抵御致病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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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气”这种弥漫性的病源,人们把对抗的希望也寄托在弥漫性物质上面.可

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医者尚能针对不同的疫病辨证施治,但“文本历史”的背后有着更“宽广”
的真实,在对抗疾病的力量中,医从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时甚至不是主要力量①.民众有自己的

应对思维,而这里面,气、火、水等具备弥漫特征的物质受到极大关注,反映了以弥漫性物质针对弥漫

性病源的比类思维.
«云笈七签»卷三十三引«摄养枕中方»:“故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可以禁蛇兽,可以止疮

血,可以居水中,可以辟饥渴,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胎息者,不复以口鼻嘘吸,如在胞

胎之中,则道成矣.”②这里行气被视为是去瘟疫的手段.所以治未病也好,祛疾也好,防备瘟疫也好,
均以培养正气为目标,甚至于卫生工作也可以“申通和气”为形为出发点.«唐大诏令集»和«全唐文»
中保留有唐玄宗、代宗、文宗、后唐闵帝时期多道有关清查冤狱的敕文,时间多为夏季,目的是避免郁

蒸之气导致囚徒死亡③,但在官方表述中则表达为“申通和气”,避免更大灾异,«册府元龟»卷九十三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二月乙卯制:“欲通和气,必在申冤.”④«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又山东足

雨,虽则其常,然阴淫过久,恐有冤狱,宜省系囚,庶几或当天意.”⑤冤狱会导致天地灾异,故录囚成为

重要工作,这其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夏季人口密集、环境污秽导致疫病爆发的认知,但是总得来说这仍

属于从“气”的概念出发的行为.相关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兹不赘言.这里专门提及一下以往学界论

述较少的另外几件具有弥漫性特征的防治瘟疫的手段:水、火、德行.
三国以降曾有对圣水的崇拜,而这些崇拜往往发生在瘟疫爆发时期,兹列若干条如下:
«北史李先传»:“灵太后临朝,属有沙门惠怜以咒水饮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数.”⑥

«高僧传»卷十«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晋永嘉中,天下疫病,则昼夜祈诚,愿天神降药以愈万

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则疑是异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饮服,莫不皆愈.”⑦

«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部»:“治在遂宁郡小汉县界,上有泉水,治万民病,饮之无不差

愈,传世为祝水.”⑧

葛洪«抱朴子内篇»:“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又

洛西有古大墓,穿坏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疮,夏月,行人有病疮者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
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之以治腹内疾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

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常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买者转多,此水尽,于是卖水者常夜窃他水以益

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或持器遗信买之.于是卖水者大富.人或言无神,官申禁止,遂填

塞之,乃绝.”⑨

按以水治病,古已有之(这里指的不是以水入药或熬药,而是指以水的特性为主进行治疗,其中

很多含有“超自然力”),甚至在医学理念的塑造方面曾大量借鉴水的形象和特质,杨泉«物理论»:“夫
水,地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星者,元气之英气发而升名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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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游浊为土,土气合和,而庶类自生.”①这种思想是将水与生命之起源挂钩.加纳喜光认

为,早期经络概念就是在观察水道基础上诞生的,与其说中国早期医学经络观念的产生是基于针感

反应点(穴位) 连接线 脉络这样的“原子论式”的思想,不如说是用水来推拟人体的结果.他指出,
“作为生理构想设想了流体通行的经络,这样才演绎成经络概念”②.罗根泽以前曾指出«管子水地

篇»是汉初医家的著作,加纳喜光更是强调其重要性.他根据内中“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认为«管
子»中的水相当于内经医学中的“气”,同时认为水、气二说在秦汉是并行的.他认为“经”是纵贯流通

到海之川,而“落渠”是横着与经水联络的沟渠,他认为“落”等于“络”:“由此看来,人体中的经脉和络

脉从水利工程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③他还列举了东汉王充«论衡»里“水之在

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和“夫血脉之藏于身也,犹江河之流地”指出:“把血作为说明生理、病理的概

念,虽完全是由于经验性的动机,但‘气’的导入可以认为,«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思想起

了很大的中介作用.”④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国并不缺乏以水治病的传统.然以水为“圣”,对特定地点

或者特定方式获取的水进行神化,概取其禳灾去疫之神效,又反映出人们对于弥漫性物质(气)所导

致的疾病的焦急,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用意,即以水的弥漫性对抗气的弥漫性.
为此甚至引发过群体性事件,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亳州圣水状»有过详细记载,当时亳州出

现所谓“圣水”,可以愈疾,整个江南都陷入癫狂,每三十家雇一人远道取水,每日渡江者不下三五十

人,李德裕评价说:“昔吴时有圣水,宋齐有圣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

填塞,以绝妖源.”⑤«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有白居易判文:“得有圣水出,饮者日千数.从古未闻

圣水,无听虚诞之说,请塞讹伪之源.”⑥白与李是同时代的人,是否受到了亳州事件的影响不可备知,
白李对圣水均持否定态度.白指出圣水之事是近世产物,古代没有,李则提及三国已有此物,所以不

能排除圣水崇拜受到了汉末以来佛教的影响.
李德裕还提及南朝有圣火,亦与疫相关,此事见于«南史»卷四«齐本纪上»:“有沙门从北赍此火

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疗疾.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余日,都下大盛,咸云‘圣火’,诏禁

之不止.”⑦«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戴延之«西征记»:“邙山西匡东垣,亘阜相属,其下有张母祠,即永

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于丹阳,即此母也.今祠存焉.”⑧«建康实录»卷五:
“晋元帝渡江.随帝有王离妻者,洛阳人,将洛阳旧火南渡,自言受道于祖母王氏,传此火,并有遗书

二十七卷,临终使行此火,勿令断绝.火色甚赤,异于余火,有灵验,四方病者将此火煮药及灸,诸病

皆愈.转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⑨六朝时,南方曾有祆教流行,这种圣火崇拜可能与祆教有关.
有趣的是,气的理论是生活经验的形而上产物,所以它对于新生事物有时也会有正确的预判,例

如对于烟火之气的危害就能从预设角度作出起码“较为”正确的推测.这大概也是“气论”长盛不衰

的原因之一.试举一例:烟草产自美洲,新航路开辟之后传入中国,时为明朝后期,初名“淡巴菰”等,
张景岳有一段对于烟草的论述,历来为人所诟病,«景岳全书»卷四十八«隰草部»:

　　其气上行则能温心肺,下行则能温肝脾肾,服后能使通身温暖微汗,元阳陡壮.用以治表,
善逐一切阴邪、寒毒、山岚瘴气、风湿、邪闭腠理、筋骨疼痛,诚顷刻取效之神剂也.用以治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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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胃气,进饮食,祛阴浊寒滞,消臌胀宿食,止呕哕、霍乱,除积聚诸虫、解郁结,止疼痛,行气停血

瘀,举下陷、后坠,通达三焦,立刻见效.①

这段文字被视为是明代医家对烟草毒性认识不足的典型例证,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张景岳并非

对烟草之火气完全没有警觉,彼时烟草刚刚传入,医学实践经验积累不足,这一点在古代缺乏完善的

流行病学调查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实践经验还不足以让张景岳等对烟草毒害有充分认识,他所说的

正面作用应该是看中了烟草中那些非成瘾性和非毒性成分.但是对于烟草危害性,张景岳从气的固

有理论出发还是能作出一些正确的预测,同卷:“其阳气强猛,人不能胜,故下咽即醉,既能散邪,亦必

耗气.”②烟草以火点燃,药学理论认为凡是大辛大热的药物基本都“有毒”,刚猛之气可以散邪,但是

也耗伤正气.虽然张景岳可能是把烟草的毒性作用错认为了副作用,认识可称不足,但是仍可见气

论在形而上的把握之上并非一无可取.
所以说,水、火之所以会成为民众迷信的对象,除了宗教影响之外,恐怕与以弥漫性物质应对弥

漫性邪气的比类思维有关,水的流动可以席卷污垢,火的“刚猛之气”和光照都可以应对邪气,尤其在

患者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弥漫性物质可以满足“面对面”大规模治疗的需求,变成了想象中对付瘟疫

的“终极手段”,试看以下二例:
«高僧传»卷十«晋洛阳娄至山诃罗竭传»:“晋武帝太康元年暂至洛阳,时疾疫甚流,死者相继,竭

为呪治,十差八九.”后面又开辟泉源,“来饮者皆止饥渴,除疾病”③.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负局先生»:“负局先生不知何许人,语似燕代间人,后大疫,家至

户到与药,活者万计,不取一钱,吴人乃知其真人也.后上吴山绝崖头,悬药下与人,将欲去时语下人

曰:吾还蓬莱,为汝曹下神水.崖头一旦有水,白色,流从石间来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余处.”④

两个传说都有共同点:瘟疫流行之初,高人以药物或者咒禁治疗患者,可谓“点对点”的治疗,当
患者日益增多之时,则开辟水源,以神异之水实行“面对面”的治疗,当“气”仍被视为是天气、气候之

属的时候,人力自然无以复制并加以利用,那么就有了对水、火等等而下之的弥漫性物质的迷信传

说,这些物质最能满足瘟疫时期人们对医疗效率的需求.
“德行”也被视为一种具备弥漫性的抵御疫病的手段,一国之君,一郡之长,一家之主,德行可以

庇佑全境域,反之则会导致瘟疫蔓延.«左传成公十六年»:“上下和睦,周施不逆,求无不具,各知

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⑤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

碑»:“人相食,厉鬼出行,札丧毒痡,淮河之境,骼胔成岳,而我仓如陵,我民孔阜,犬牙之境,疪疠不

作,灾不胜德也.”⑥意即境无瘟疫全靠长官功德.皮日休«祝疟疬文»将疟疾的发作与人的德行联系

起来,认为“疠之能祸人,是必有知也”,既然如此,那就应该降临在不忠、不孝、谄媚之徒身上⑦.宋洪

迈«夷坚志»丁卷“管枢密”条云疫鬼不犯之家是“或三世积德,或门户将兴”⑧.前揭文天祥«正气歌并

序»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文氏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⑨他首先

承认疠气之弥漫可谓无孔不入,同时又强调人体之正气可以抵抗,而这种正气来自于忠君爱国精神

之培育.这固然是借喻,但逻辑之基础仍是时代疾病观.
这种德行的最高境界即是所谓王化,王化之气可以改变大片疆域内的疾病状况,以岭南为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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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气、蛊毒、卑湿的夸张描述使人们视岭南为畏途,但随着南方的开发和南北方文化交流加深,岭南

的真实面貌逐渐被人们所知,这本身是岭南融入主流文化圈、地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时人自然不

会有如此认识,那么何以解释瘴气等疫病古来盛行、现在却逐渐淡化的现象? 在这个重新阐释的过

程中,“气”再度发挥作用,只是它变成了王化的清淑之气:

　　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

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①

屈大均意识到了岭南融入主流文化圈(即所谓“大为仕国”)与瘴气、蛊毒减少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借

以解释的理论工具依旧是气,这个气包含着多种特质,它是王化带来的正气,也是主流地域(中州)向
非主流地域(岭南)灌输的清气,唯有它可以抵挡瘴气、湿气等邪气,也最适合用来解释大面积区域内

疫病观的巨大变化.

四

通过对思维模式的把握来理解古人的瘟疫观,毫无疑问是研究古代疫病史的一把钥匙,在中国

古人的疫病观中,气始终是一条主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弥漫性,弥漫性可以用来阐释瘟疫两大要

素:第一,存在的广泛性,第二,流动及传染性.相对应的,水、火乃至气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抵御瘟

疫的手段,这里所看重的仍然是这些物质的弥漫性.这种“面对面”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密切

相关,形象语言对概念的模糊导致这种思想有了存在的基壤,历代对“气”的内涵都有自己的解释,其
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阐释、被置换,被各种思想反复拉扯,但即便是在逻辑思维取得进步之

时,新思想仍被置于“气”的框架下,而这种“旧瓶装新酒”又使得新旧思想不能截然分离,对于社会思

想没有形成全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巢元方、吴有性以后“气”的各种阐释依旧被人各

取所需.
唯象思维对整体性的强调导致气传染的具体渠道、机理被忽视或被赋以形而上学的解释,它并

不注重区分对象的层次,特别注重整体层面的表象,同时十分关注这些表象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从而

凝结成总体性的认识.这也就是“气”等弥漫性物质在瘟疫观中左右通吃的原因.气的观念的诞生

是中国式思维的产物,而它的内核出现的变化是医学的需要,也是逻辑思维发展的产物,但是这种变

化是缓慢的,这也就是在西学东渐之时传染病这个领域内西学迅速占据主动地位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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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分光镜下的中国现代思潮

喻　中

摘　要:在百年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法家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思想主题,可以起到学术分光镜

的作用.因为,法家同时牵连着现代中国兴起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等几种思潮.法家与这几

种思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法家为理解、反思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提供了一个公共的

通道.反过来,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亦可以烛照出法家的某些侧影.法家所具有的学术分光镜

的功能,有助于我们通过法家这一学术思想主题,促成法学、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之间的整合.

关键词:法家;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

许倬云著有«历史分光镜»一书.他在“原序”中解释说,此书“名为«历史分光镜»,是借用光学上

棱镜分析光谱系列之意,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① .套用许倬

云之意,可以看到,作为学术思想主题的法家,也是一架分光镜,也可以当作分析若干“光谱系列”的
学术思想棱镜.法家这架分光镜能够折射出来的“学术光谱”到底有哪些,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不便给出精准的回答.但是,就日常阅读所及,现代中国流行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以及专制主义,
都可以放在法家这架分光镜下来观察.从源头上说,这三种“主义”都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都
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但是,汉语世界在接纳这三种外来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法家都发挥了近

似于“接引器”或“印证者”的作用.因此,立足于法家这架分光镜,既有助于观察这三种“主义”在现

代中国的境遇,也有助于理解外来主义与中国固有思想之间的融会过程.因此,下文以学术评论的

方式,梳理法家所牵连的几种学术思潮,以寄寓回顾与反思之旨焉.

一、法家与法治主义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治”一词并不罕见.«晏子春秋»称“修法治,广政教”,«淮南子泛论»称
“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等等,都可以说明“法治”这个概念的存在② .在先秦法家文献中,无论

是«韩非子有度»的“以法治国”,还是«商君书更法»的“缘法而治”,都包含了“法治”的意思(详
后).只是从汉至清两千年间,在主流思想界,“法治”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法治主义”当然也就

无从说起———因为“法治主义”隐含了高度推崇“法治”的意蕴;没有推崇,何称“主义”?
“法治”作为一个概念的重新凸显与升起,以及“法治主义”的正式提出,是２０世纪初叶的事情.

１９０４年,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写道:“我国自三代以来,纯以礼治为

尚.及春秋战国之间,社会之变迁极剧烈,然后法治思想乃始萌芽.法治主义者,应于时势之需要,
而与旧主义宣战者也.”在这篇文献中,梁启超不仅用“法治主义”概括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缘法

而治”,同时还认为,“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

　

作者简介:喻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７０).

①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原序”,第５页.

②　有学者专门考证过“法治”作为一个概念在先秦时期的存在.见程燎原:«先秦“法治”概念再释»,«政法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①.按照梁启超的这个判断,法治主义不仅是中国固有的思

想,同时也是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急迫地需要的“主义”.
梁启超的这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影响.一方面,促使法治与法治主

义在现代中国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思想主张.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法治与法治主义的意义不仅

没有跌落,反而还在进一步上升:主政者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建设

法治国家,而且还要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强化法治思维与法治实践.这些见于今日中国的思想观

念,与梁启超在１９０４年的观点可谓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梁启超在文章中所说的法治主义,其实就

是先秦时期的法家学说.把先秦法家学说命名为法治主义,由此引起了广泛、持久的“百年争议”.
赞同者认为,先秦法家表达了一种法治学说,先秦法家学说虽然不是关于法治的唯一解说,虽然

不同于西方的法治学说,但先秦法家提出了关于法治的一种解说.在哲学界、思想界,胡适的观点

是:“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②,他的意思是,韩非子、尹文子等人表达的学说,就是法

治的学说.林语堂说:“韩非子为属于法家的大哲学家”,“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

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③.胡适甚至提出了“半部韩非治天下”的观点,
他说:“韩非法治学说,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正途.”④贺麟把法家的法治理解为法治的一种类型,他说,
法家的法治是“申韩式的法治,亦即基于功利的法治”.他认为,与之并列的法治还有“基于道德的法

治”、“基于学术的法治”⑤.王元化相信,“先秦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大抵是法治主义者.当时法治主义

的进步意义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确定了法的统治地位.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虽明知

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并不屈法以求容悦”⑥.这就是说,法家学说可以概括为法治主义.在文学理

论界,杨义认为,韩非“作为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他“开创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集

权思想模式,以及以法治为唯一标准处理复杂的政务民事的政治原理的先河”⑦,简而言之,韩非是法

治先河的开创者.在历史学界,阎步克认为:“法家的‘法治’肯定大不同于现代法治,但这并不妨碍

在另一些含义上使用‘法治’这一语词.”⑧换言之,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虽然有差异,但还是可以成为

一种关于法治的两分法.在法学界,颇具世界眼光的吴经熊把邓析子、慎子、韩非子等人所代表的法

家学说称为“法治思想全盛时代”⑨,显然,这也是对法家的法治主义的肯定.
但是,反对以法治主义定性、命名法家学说的观点同样值得注意.除了下文还会提到的严复、沈

家本等先哲的批评性观点,当代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异议.譬如,俞荣根就注意到,在«中国

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梁启超“以法治主义为主导价值来重新评述先秦儒法之争,将传统的评价

完全剿翻了.自此以后,儒家主人治、主礼治,法家主法治,儒法之争即是人治与法治、礼治与法治之

争,差不多成了各种中国思想史、法律史论著的基调,从本世纪初一直唱到四十年代,又延伸到八十

年代以来,影响十分深远”,但是,“梁启超关于先秦儒法两家以人治法治相对立的观点带有极大的主

观性,除了其在宣传法治主义上有一定积极作用外,实际上并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指在学

理上难以成立.梁治平也批评这样的比附:“正好比中国现代法律学和法律制度皆源于西方一样,
‘法治’这个概念也是由西方传入的.”“法家固然主张‘依法而治’,但法家的学说根本没有‘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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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５４ １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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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荣根:«论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兼论梁氏对传统法文化的转化创新»,«孔子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色彩”①.这就是说,以法治主义定性法家学说,根本就不能成立.
在法家与法治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如何评价以上两种彼此分歧的观点? 法家学说能否称为法治

主义? 这既是研究现实性的中国法治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法家不可回避的问

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与解释法治及法治主义.
如果我们把法治解释为欧美的“地方性知识”,认为法治就应当像欧美流行的法治理论与法治实

践那样,从这样的“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解释法治,那么,先秦法家学说当然与法治无关,也不能概括

为法治主义;以法治主义描述先秦法家学说,在主观上是一个误会,在客观上也是一个错误.不仅先

秦时期没有法治,即使是现代中国,即使是西方的某些法律制度与法律学说已经移植过来,中国也仅

仅只有西方传过来的某些法治学说,这些法治学说主要寄生于法学院的课堂、法学研讨会的会场、各
种汉译法学论著以及中国法学家撰写的法学论著中.至于中国在法律实践过程中的行动、逻辑,都
与“原教旨”意义上的法治大异其趣②.倘若不把法治作为欧美世界独占的词与物,而是把法治作为

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现象,以“文化多元”、“多元现代性”的立场来理解法治,自然就会得出“多元法

治”的结论.立足于多元法治的立场,那么,古代人有古代人的法治,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法治,东方人

有东方人的法治,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法治.按照这样的认知逻辑,先秦法家学说作为古代东方人创

造的词与物,由于强调了“以法治国”、“缘法而治”、“一断于法”,当然可以作为法治的“古典形态”、
“东方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先秦法家学说称为法治主义,也是可以成立的.

可见,要厘清法家与法治主义的关系,要评价百年以来关于法家与法治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论

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法治.从文化多样性这种人类文明的常态出发,在法治问题

上摆脱“原教旨”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看到先秦法家对于法治主义的探索与表达,也许是一种更加公

允的学术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在２０世纪初期,梁启超等人以法治主义定性先秦法家

学说,把法家学说与法治主义看作是同义词,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理性观点,而且还有一个更加现

实性、更具策略性的指向:把法家学说作为救亡、救时的思想武器与理论依据.
因为,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已经置身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新战国时代.倘若要在这样的新战国背

景下实现救亡图存,就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而法家学说应对战国格局的实际效应,早在先秦时

期就已经得到了检验:秦国正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法治主义而走向了富强.因此,要在２０世纪初期

寻求富强,实现救亡图存,同样应当依赖法家学说.只是,自从秦亡汉兴之后,直至清朝末年,法家学

说一直没有得到彰显,也没有机会充当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倘若要让２０世纪初

期的中国人普遍接受法家学说,从策略上说,就需要进一步夯实法家学说的正当性根基.而此时身

居日本的梁启超,恰好有机会了解西方的法治理论③.源出于西方的法治概念、法治主义,不仅可以

用来描述法家学说,还可以为法家学说提供新的正当性基础与合法性依据:法家学说的实质是法治

主义,法治主义是西方人普遍采用与实行的主义,西方国家通过法治主义实现了富强,中国通过法治

主义(亦即法家学说)也可以实现富强.简而言之,西方的经验为法家学说(法治主义)提供了正当性

依据,中国先秦时期的“秦国经验”与西方的经验都为法治主义(法家学说)提供了有效性依据,这就

是梁启超以法治主义定性法家学说并大力提倡这种学说的理路与逻辑.
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先秦法家学说的复兴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思潮,那就是现在所看到的新

法家思潮④.新法家思潮既是对先秦法家学说的延伸,同时也内在地规定了现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走

向,正如论者所见:“无论我们的学者怎样煞费苦心地去辨析‘依法治国’与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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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说“治”»,«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５、９９页.
两者的差异,详见喻中:«论“治 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所示:“自«拿破仑法典»成立,而私法开一新纪元;自各国宪法公布,而公法开

一新纪元.逮于今日,而法学之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见«梁启超全集»,第１２５４页.
喻中:«显隐之间:百年来的新法家思潮»,«读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何不同,凸显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则绝对是法家的理念.如果把当代中国有关法治规范和

概念认知的‘知识话语’与‘权力话语’这两个文本相对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法治图

景’里西方的‘原教旨价值’更多的是皮相,而其底色则是传统的法家思想.”①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

法治,无论是法治的实践还是法治的话语,其实是两个思想资源的汇合.一个是源于西方的“原教

旨”意义上的法治概念,另一个是先秦法家的思想学说.在学术性、学院派的知识文本、“知识话语”
中,西方的“原教旨”意义上的法治概念具有更大的优势.但是,在有关法治的“权力话语”中,特别是

作为实践形态、实践逻辑的中国法治,其实更多地受到了先秦法家思想的支配.这样的话语格局、实
践格局表明,梁启超等人以法治主义描述法家学说,不仅在百年之前就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而且还

是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选择,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法治的实践走向.
由此我们发现,法治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既可以说是法治理论、法治实践的兴起,在相当程

度上其实也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可以说,从２０世纪初期到当下的时代,是一个“法家复兴时代”,也
是一个从法家第二期转向法家第三期的时代②.法家思想得以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家是应对战

国格局的思想理论.只要人类还没有走出战国时代或国际竞争格局,法家的思想内核就不会过时,
以法家思想作为底色的法治主义,就会获得其生长发展的政治空间、学术空间.

二、法家与国家主义

有学者认为,“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年代的国家主义派———或称‘醒狮派’,其政治影响及在知识界之势

力,堪与国共两党鼎足而三”③.这是关于国家主义派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学术观察.按照

这个观点,至少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无论是在学术思想层面还是在现实政治层面,国家主义派都占据

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顾名思义,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就是国家主义.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国
家主义派与国家主义还不是一回事.国家主义派是一个短期内流行的政治团体,国家主义却是一个

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思想、理论、学说.国家主义对中国政治与中国思想的影响,绝不限于那样一个特

定的年代,而是贯穿了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因此,我们对于国家主义的理解,既应当看

到国家主义派(醒狮派)这个政治团体所宣扬的国家主义,同时也要看到国家主义派之外的国家主

义.不过,无论是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派之外的国家主义,都与法家学说有着错综

复杂的联系.在相当程度上,国家主义与法家学说是融合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暂且以国家主义

派的国家主义为重心,考察法家与国家主义的关系.
大致说来,法家学说既是国家主义派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也是国家主义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

由于法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核心,本文以为,国家主义甚至可以称为新法家

主义.对于国家主义派宣扬的新法家主义,学界已有专门的研究.按照学者的归纳,“国家主义派认

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

新时代的国际斗争,并不限于军事,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

命与民族的生存,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以此作为纯

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④.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是以法家学说作为依据

的;另一方面,新法家主义也是国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先秦法家的理论学说与国家主义派的

国家主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分享了诸多共性,具有明显的同构性.
首先,法家学说与国家主义都是应对战国格局或国际竞争格局的思想主张.先秦法家及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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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法学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喻中:«法家三期论»,«法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敖光旭:«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韩]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复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学说是在春秋战国的背景下萌生、发展起来的.从春秋至战国,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之间的兼

并战争越来越残酷.在这个过程中,法家学说之于富国强兵的功效、绩效也越来越明显.谁能够较

好地运用法家学说,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现实功利.同样,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兴起的.“新战国”一词,代表了国家主义派对于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正如陈启天所言:“用
一个旧名词来简单标明近代国家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新战国’.”①“新战国时代”作为一个时代的

概括,既是国家主义派阐述国家主义的基本依据,也是他们阐述“新法家主义”的基本依据.
其次,法家学说与国家主义的目标都是富强.在“战国”的格局下,富强既有助于维护国家生存,

也有助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某种优势地位.分别来看,维持国家生存是弱势国家的现实目标,在国

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是强势国家的现实目标.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吴文藻认为,“今日的世界是强大

的国家实施帝国主义,弱小的国家提倡国家主义两潮相冲最激烈的时代”②.这种说法,把国家主义

与帝国主义置于对照的两端,并不是一种确切之论.因为,普遍地看,强大的国家实施的国家主义,
其实就是帝国主义③.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只在于立场的不同.在弱小的国家看来,强大的国家代

表了帝国主义;在强大的国家看来,自己不过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而已.
再次,为了实现富强的目标,为了维持国家生存或者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法家学说与国

家主义都注重国家建设.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法家所面对的礼制、分封制、世卿制,意味着“国”与
“家”尚未分离,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尚未形成.因此,先秦法家学说的一个重

心,就是把礼制、分封制、世卿制转化成为法治、郡县制、官僚制,这个过程,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

设.同样,国家主义既然是以“国家”作为“主义”,那么,把国家建设作为中心环节,当然是其题中应

有之义.正如常燕生所说,我们应该“全力促进思想界的革命,使国族本位的思想得以充分发展,然
后才能促进中国赶快造成一个近代国家,具备了近代国家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中国要免于灭亡,只
有走这一条路”④.为了加强国家建设,国家主义强调国格、国性、民族意识、集体意识,不强调甚至反

对个人主义、家族主义、世界主义.对此,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当事者已经指出:“中国近日一班学者,好
高骛远,不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危机,徒然剽窃国际主义大同主义社会主义争相夸炫,腼然

以新文化运动名流自号,势不率国人直入九重地狱不止,此等‘名流’,直亡国的‘名流’而已.”⑤

最后,国家主义派几乎都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新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新法家与国家主义

派的代表性人物几乎是重叠的.从新法家思潮的兴起来看,陈启天、常燕生等人发挥的作用较为明

显.陈启天认为:“就中国目前之现状与其在世界之地位,中华民族之将来各方面从长计议,则采行

国家主义实为目前之急务.”⑥陈启天主张国家主义,却也是新法家的主要代表,正如他自己所言:“中
国固有的文化中,过去对整个民族和国家贡献大,现正切于中国的需要,将来可以给国家发展以具体

方向的,只有法家主义思想.”⑦同样,常燕生作为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亦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他
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⑧

这表明,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新法家主义.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其实就是先秦法家学说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延伸,或者说,就是先秦法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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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第１１０页.
吴文藻:«马志尼的国家主义及意大利的统一»,«留美学生季报»第１１卷第１号(１９２６年).
当然,中国可能是一难得的例外,想想毛泽东当年指示的“广积粮,不称霸”.
常燕生:«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与我们最后的觉悟»,«国论»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陈逸凡:«国家主义之今昔观»,少年中国学会编:«国家主义论文集»第１集,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５年,第３５页.
陈启天:«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第４卷第９期(１９２４年１月).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第１１８页.
常燕生:«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国论»１９３５年第２期.



幽灵借了国家主义的躯壳,重新徘徊在中国的大地上.这就是法家与国家主义的内在联系.
当然,先秦法家学说虽然充当了国家主义的灵魂,但“国家主义”这个名号、躯壳毕竟还是新式

的,同时也是西式的.这就是说,在法家学说之外,国家主义还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大致说来,
法国的赖朋(GustaveLeBon)、勒南(ErnestRenan),美国的孟禄(PaulMonroe),意大利的马志尼

(GiuseppeMazzini)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启发了中国国家主义派的思想.不过,
比较而言,来自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尤其是费希特、黑格尔以及伯伦知理(或译布伦奇里)的思想,
对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产生了更多的影响.

先看费希特.在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０８年之间,在拿破仑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费希特面向德国民众

所作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一篇经典的国家主义文献.费希特以此强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

义:“对祖国的爱要给国家本身规定一个比维护内部和平、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和人人生活康乐这个

寻常目的更高的目的,这种爱必须从这个方面支配国家.国家召集一支武装力量,只是为了这个更

高的目的,而没有任何其他意图.”①这样的国家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

召力,正如陈启天对中国教育宗旨的定位:第一,“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

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第二,“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

扶危戡乱之热诚,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第三,“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
然后施措得宜,利多害少”②.这几个要点,几乎就是对费希特教育思想的复述.

再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对国家的神圣性进行了反复的论证.譬如说,“神
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因此,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

为地存在的进程.人们观察自然界,反复提到造物之巧,但是并不因而就相信自然界是比精神界更

高级的东西.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们

必须崇敬国家,把它当作地上的神物”③.黑格尔对于国家的神化、美化,在中国国家主义者的笔下得

到了再现.譬如,余家菊认为:“国家是人类文明之结晶的表现,举凡人类之一切成就,不表现于国家

之构成中,即长养于国家羽翼之下,故国家之昌盛可为一涵盖的目的,各类人士皆可于其下尽量发挥

其性能而各臻于至善之境.”④在这样的文字中,为黑格尔所神化、美化的国家形象清晰可见.
还有伯伦知理,特别是他的“国家有机体论”.早在１９０３年,梁启超就对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进

行了专门的介绍与评述.梁启超颇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
爱国之士,悁悁然忧之.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也.”⑤换言之,伯伦知理及

其国家有机体论、主权论、国家目的论,等等,都是梁启超试图乞灵的前哲,因为这样的国家学说有助

于把中国从“无国”状态变成“有国”状态,因此可以借用过来,作为中国的立国之道.
以上所述主要是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与法家的关系.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派的国

家主义只能看作是狭义的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派之外,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影响

一直都是突出而明显的.国家主义派之前的梁启超以及之后的“战国策派”,皆可归属于国家主义,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⑥.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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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沈真、李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８页.
陈启天:«中国教育宗旨问题»,«醒狮»第６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２５９、２８５页.
余家菊:«国家的职务»,«醒狮»第７９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１７日).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１０６６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可以视为国家主义派的思

想前驱(参见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同时也是国家主义派意欲拥戴的首领.
据梁启超自述,１９２７年５月,“近一个月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

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
者那许多团体”.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２９页.

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此,２０世纪中叶以后直至今日,国家主义依然在延伸①,就像新法家主义一直在延伸一样②.
所谓国家主义,按照学者的归纳,“是针对两个参照系而言的.其一,以个人为参照系,指的是在

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其二,以全球为参照系,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中主权

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由于“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主义尚有不言而

喻的现实合理性”③,同样,由于法家学说与国家主义之间相互交织、甚至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只要国

家的历史作用尚未终结,只要人类还处于各种各样的战国格局下(譬如热战、冷战、货币战、信息战,
等等),以主权国家为中轴的法家思想就将随着国家主义一直延伸下去.

三、法家与专制主义

自１９世纪末以来,汉语世界还兴起了一种影响很大的思潮,那就是专制主义批判.无论是文史

哲领域还是政治学、法学领域,专制主义批判都很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专制主义的文献中,
法家经常被充当靶子.譬如,有论者指出:“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

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所谓永恒且

邪恶专制主义,亦即永恒专制主义与邪恶专制主义之结合,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也就是绝对专

制主义.”④这几句话,把法家与专制主义绑在一起,而且把法家指认为专制主义范畴中“永恒且邪恶”
的绝对专制主义.按照这种说法,“韩非和法家”的标签就是绝对、永恒、邪恶的专制主义,只能被永

久性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如果说,上述批判多少有些情绪化、极端化,那么,相对理性、公允的批判则更为常见.譬如,严

复写道:“若夫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

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⑤在严复看来,即使是强调“法”的法家,
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专制而已.萧公权说得更明白:“逮及韩非之时,则君主专制之事实及法家之专

制思想均趋于成熟”,“吾人如谓韩非术治为吾国古代最完备之专制理论,殆无溢美.”⑥在«法家思想

与专制政体»一文中,萧公权还特别强调:“秦朝是帝制中国的第一个专制王朝,其主导思想与政治运

作完全根据法家思想.”⑦这就是说,韩非阐述了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专制理论,法家思想是最典型的专

制思想.冯友兰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专制主义”来描述法家,但他指出:“把法家思想与法律与审判联

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
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

极权主义的路线.”⑧冯友兰在此所说的“极权主义”,其实也相当于“专制主义”.此外,还有学者从人

性论的角度认为,“主张性恶论的韩非子、李斯等法家人物莫不成了专制、集权的倡导者”⑨.进一步

搜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关于专制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还有很多.把法家作为中国专制主义思

想与实践的根源、渊薮,构成了专制主义批判中的一个基本观点.
从“专制主义”的角度理解法家,把法家思想定性为中国专制主义的最高体现、极端体现、典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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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国家主义思潮»,«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３６
２７５页.

喻中:«法家第三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思想史解释»,«法学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王海明:«论专制主义(上)———专制主义概念»,«吉首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严复:«孟德斯鸠法意按语»,王栻编:«严复集»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９３８ ９３９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７、１６６页.
萧公权:«法家思想与专制政治»,«迹园文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８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５ １３６页.
方朝晖:«人性善恶与民主、专制关系的再认识»,«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见王义保:«近年来国内专制主义理论研究综述»,«学术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表,是否妥当? 其有效性如何? 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学者专门梳理过“专
制”概念对于中国法家研究的影响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要恰切地理解法家与专制主

义的关系,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专制”概念出于西方,具有语境性,它对于法家的解释能力有待反思.
从源头上看,与汉语“专制”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汇之一是 Despotism,它源于希腊文 Despotes,

原意大致是指奴隶的主人或家长.在西方君主政治的背景下,Despotism 主要用来描述那些暴虐且

专横的君主,这样的君主就是专制君主,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僭主:在“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

类似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各国中.但这一属君主政体也出于成法,列王都

是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

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②.这就是说,东方民族更容易培植出专制君主或专制政治.
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却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绝对的王权”也是必要的.他在«论李

维罗马史»一书中提出:“大破大立得赖王权”,尤其是在那些“腐败到连法律也无法匡世济俗的地方,
需要有法律,需要在法律之外再加上更大的力量才建立得起制度,以绝对的王权遏止权贵之辈没有

节制的野心和腐败”③.马基雅维里在此所说的“绝对的王权”,在英译本中被称为“superiorforce,

whichistheRoyalhandthat,withabsoluteandfullpower”④,这种绝对的、充分的、占据优势地位的

君主权力,其实就是君主专制.马基雅维里有条件地支持君主专制(绝对王权)的主要理由,是基于

权贵阶层的腐败与社会的失序.在他看来,只有“绝对的王权”,才有可能应对“没有节制的野心与腐

败”,才有可能“建立得起制度”.
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的孟德斯鸠转而批判专制,他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

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而且,“在亚洲,无论什么时代,我们都看到家庭

的奴役和专制的统治总是相辅而行的”⑤.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孟德斯鸠也认为,东方社会特别适合

于专制主义的生长.这种“东方专制”的理念在德裔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已经得到

了全面的论述.魏特夫还告诉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掌权初期就开始建设巨大的治水

工程”⑥,因此,中国的专制政治源出于中国特有的“治水社会”.
西方思想史上的“专制”概念、专制主义理论,当然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话语体系.不过,仅仅透

过上文列举的几条资料就可以看到,“专制”需要防范,值得警惕,但具体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其中,
消极的“专制”概念主要是指那些“不好”的君主政体;至于专制君主,则是指那些不讲规则、为所欲为

的君主,孟德斯鸠是这种“专制”概念的代表性的阐述者.不能否认,专制也可能具有积极意义,积极

的“专制”(绝对的王权)主要是指集权式的铁腕政治,这样的绝对王权或专制君主,有助于在腐败与

混乱之中重新建立制度,马基雅维里论述过这种“专制”概念的合理性———正如学者所说,“我们都知

道,西方主张性恶论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明确支持君主专制”⑦.在本文看来,这两种指向不同的专

制概念,都是特定思想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创造出来的概念,与先秦法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差异.
下文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积极的专制概念还是消极的专制概念,都很难直接解释法家学说的思想内核.

第二,“专制”概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现代中国重新寻找立国理据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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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于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９页.
[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６页.
«论李维罗马史»的英文全文,可见宪法学会网站(http://www．constitution．org/mac/disclivy_．htm).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８、２６５页.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３１页.
方朝晖:«人性善恶与民主、专制关系的再认识»,«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传统中国一直有君主,但一直没有“君主专制”或“专制君主”的概念与观念.在传统中国,“专制

与否”不是评价一个君主的标准.汉语中现代意义的“专制”概念最初是从日本引进的.福泽谕吉在

１８７５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多次提及“专制”一词,譬如说:“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

压迫”,如果想走出专制暴政的压迫,“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①.日本思想家

对于专制政治的批判,对欧洲文明的向往,给中国人造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身在日本的黄遵宪,在
他１８７７年开始撰写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就接受了这样的“专制”概念:“环地球而居者,国以百数十

计,有国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数十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

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②按照黄遵宪的说法,君主都是专制的,君主政治都是专制政治,中国

就属于这种“一人专制称为君主”之国.这也许是汉语世界中,以“专制”描述君主政治的肇始.
此后,康有为在１８９８年写道:“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③１９００

年,梁启超告诉我们:“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

制之政)”;“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在其中

的“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为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故其民

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④.按照这样的划分,由于传统中国只有“君主”,没有“立宪”,因此,传统

中国的政体都是专制政体.自此以后,把传统中国的政治称为君主专制,并以“专制”描述传统中国,
开始成为一个潮流性、主流性甚至是常识性的判断.而且,后来的以“专制”批判传统中国的论著,特
别是关于法家学说的批判(如上文所述),几乎都是在重新阐述梁启超的判断.

倘若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会引进“专制”这一概念? 为什么君主都

是“专制君主”? 为什么传统中国的政治都是专制政治?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以“专制”描述传统中国

的基本判断?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迫切地需要重新寻找立国、立政的理

据.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问题,但也不妨简而言之: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立国、立政的核心理

据主要是由儒法合流之后的儒家义理支撑的;更具体地说,是由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类的理据所

支撑的.但是,到了１９世纪末期,以“天人三策”为象征的儒家义理,已经不足以为立国、立政提供正

当性依据了,只有西方式的民主与宪法才能作为立国、立政的理据.按照梁启超的划分,那就是,只
有“立宪之政”才是正当的,“专制之政”已经失去了正当性.为了确立新的立国理据(立宪),必须唾

弃旧的立国理据(专制).这就是“专制”概念在现代中国落地生根的逻辑.请注意这个逻辑.１９１１
年,就在清王朝崩塌的前夕,沈家本明确地指出:“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

尤.”⑤沈家本在此把法家学说称为“专制之尤”,就是这个逻辑在法家认知中的直接体现.“申韩之

学”被视为“专制之尤”,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
第三,法家与专制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考察.
一方面,如果像孟德斯鸠那样,把专制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错误的政治形态,一种“恶”的政治实

践,专制体现为君主“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那么,这样的君主专制,是否就

是法家代表人物所期待的政治? 在本文看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

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一断于法”.«管子任法»更是明确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如
果法家支持君主“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他们预期的“富国强兵”之类的政治

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家的目标与孟德斯鸠描述的君主专制并不吻合.
另一方面,如果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把专制理解为绝对的王权:“以绝对的王权遏止权贵之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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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６５、１１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５页.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８页.
梁启超:«立宪法议»,«梁启超全集»,第４０５页.
沈家本:«寄簃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０页.



有节制的野心与腐败”———这样的“专制”概念,与法家的理论主张还有若干相似之处.譬如,法家也

希望强化君主的权力、权势,希望加强君主对于大臣的遏制与控制,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的“人君南

面术”①,在«韩非子»的«二柄»、«难三»、«备内»等诸多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当丰富的论述.但是,在
法家学说中,“人君南面术”主要是一些技术性内容.“南面术”还是要服务于“富国强兵”、“以法治

国”这样的总体目标与总体战略的.而且,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描述,倘若是在“腐败到连法律也无法

匡世济俗的地方”,“需要在法律之外再加上更大的力量才建立得起制度”,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建
立某种“绝对的王权”,以应对国家面临的紧急情况,即使是按照现在的法理②,也是可以的.

概而言之,在西方思想史上经过反复淘洗的“专制”概念、专制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已经走

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作为人类批判政治、反思自身的一个概念,“专制”及专制主义在思想理论、政
治实践方面的积极意义应当予以充分的估计.当然,政治过程中的“恶”确实也可以用“专制”这个概

念来概括.不过,“专制”、“专制主义”说到底还是一个人造的概念.任何人造的概念都是可以质疑

的,“专制”概念也不例外③.倘若带着强烈的情绪,把“专制”概念教条化、绝对化,把专制当作“异
教”、“异端”来批判,与其说是理性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宗教式的“十字军东征”.因此,结合“专制”
概念的自身特征与先秦法家的内在逻辑,以１９世纪末兴起的“专制”或“专制主义”来定性两千多年

前的法家学说,需要慎之又慎,还不宜“一言以蔽之”.因为法家毕竟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它深刻

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样态,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多元性、混合性,一如人自身,一如人类社会自身.

四、结　语

本文的初步分析表明,“法家”这个主题同时牵连着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在百年中国

长期争论不休的这三种主义,都与法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要理解中国的法家,可以分别

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着眼;反过来说,要理解百年中国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
法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共用的通道.法家不仅可以充当折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分光

镜,同时也是法学、哲学、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实现科际整合的一个主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思想与学说.

以这些外来的“主义”比附、描述、定性中国的法家,总有一些削足适履、凿方枘圆之处.傅斯年曾经

有一个判断:“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

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④本文所论,无论是法家还是与之相关联的三种外来主义,恰恰都是傅斯年

所说的“人文上的物事”.而且,对于法家这个典型的旧物事来说,无论是法治主义、国家主义还是专

制主义,都是新名词.这些新名称也许可以描述旧物事的某些面相、某些侧影,但是,要用新名词精

准地称呼旧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至少是很勉强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这就提醒我们,在理

解法家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关系上,应当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与足够的反思意识.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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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写道:“所谓‘南面术’当然就首先得从‘精神哲学’的含义来理解———‘南面术’这个名称,只是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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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待,用作中性概念;如欲回避围绕其滋生的政治纠葛,也不妨以‘集权君主制’为替代”.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

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傅斯年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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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

———丁山先生生平与学术

朱　斌

摘　要:丁山先生是２０世纪的一代学术大师、中国现代史学的杰出代表.其短暂的一生涉猎非常广

泛,在文字学、甲骨金文、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宗教学、神话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以甲骨金文及古

史研究驰名于世.丁山先生身处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特殊时期,承传统学问之遗绪,启现代学术

之滥觞,经历了小学、经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为２０世纪转型期的中国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古史

研究中,他以追求中国文化起源为宗旨,重建古史体系,利用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结合文献批评和比较语

言学工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其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对后世影响颇深.

关键词:丁山;甲骨文;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神话学;古史研究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① 蒙文通针对中国历史曾进一步申言:“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

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② 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无疑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变革

迄今仍未结束.在全方位的转变中,学术的转型稍稍滞后于社会的巨变,又与社会巨变缠绕在一起,
头绪繁多.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的转变以“器物”、“制度”、“文化”递变之③ ,而他所说的文化转变更

多的是说思想领域的变化(如进化论的引入等),条理虽清晰,但近于宣传之修辞,远离史实之真相④ .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到一个比喻:“二十世纪,则(东西)两文明结婚

之时代也”,中国现代学术的出现,正是“彼西方美人”为我家孕育的“宁馨儿”⑤ .学术的转型虽晚,但
是影响最巨,可以说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体制上和观念上的大变革,其复杂性并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至少,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了解,并不像研究者宣称的那样全面.
学术史的梳理往往要观照到具体的个人,因为人是学术传承的载体.而我们以当下的眼光反观

过去,能够进入学术史视野的学人,往往会因为后世角度的不同,其身份也会发生或明或暗、或强调

或遗忘的改变.加上中国现代学术范式众多,思潮迭起,中西古今的激荡,新旧学术的冲突,中国现

代学术史的地图可谓异彩纷呈,难以捕捉.随着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正统谱系内外的学人及学

术纷纷呈现在学术史的版图上(当然,正统与否也在变化之中),似乎“发现”、“重写”、“重构”成为学

术史书写的新常态.然而,摆脱“倒放电影”的追溯,回到历史的现场(或以现场的角度),才能看到被

屏蔽的各种可能,恢复历史脉络的五彩斑斓和百舸争流.在诸多复杂的学术史问题中,经史之变是

　

作者简介:朱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①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１３ ３１４页.

②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③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１９２２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３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５册,第４３ ４４页.

④　张灏将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２５年间的三十年视为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基本上也是从思想领域着眼.参见张灏:«幽暗意识和

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４ １５２页.

⑤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１９０２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７,第１册,第４页.



现代学术转型的中心问题,以这个中心问题来评判丁山先生的生平际遇与学术之路,为我们提供了

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不同理路,也揭橥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复杂性.近年来,丁山先生的

著作和遗稿不断出版、再版,学界已有人注意丁山先生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尚有待深

入发掘①.

一、生平:以学术为志业

丁山,原名增熙,字山,又字山父、山甫,以字行世.１９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生于安徽省和县南乡太阳

桥村,后迁至和县沈桥乡.丁先生父亲早亡,家境贫寒,与母亲随出嫁的姐姐一起生活②.同生活在

“后科举”时代的人一样,他的科举入仕之路在制度上被切断,但是新的进身秩序并没有建立,依据长

期以来在民间形成的惯性,丁山先生在家庭里受四书五经之学.因徽学重考据的传统,丁山先生在

以后的治学经历中容易与朴学亲近.随着辛亥鼎革,风气亟转,在亲友支助下,丁山先生步入新式学

堂,就读于和县威桥镇威桥小学(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７年８月),后升入南京私立锺美中学(１９１７年８月

１９２１年８月),中学毕业后赴北京投奔舅舅赵凤喈,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１９２１年８月 １９２４年８
月),后得沈兼士赏识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继续学习(１９２４年８月 １９２６年８月).在京期间,既
承学于钱玄同、沈兼士等太炎门生,又与顾颉刚、傅斯年等“五四”闯将相往来.北京大学国学门肄业

后,跟随沈兼士前往厦门大学,任国学院助教(１９２６年８月 １９２７年８月),并与同在厦门大学的鲁迅

交好,后虽天各一方,但书信不断③.
先生此后历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１９２７年８月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

研究员(１９２９年８月 １９３２年７月)、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１９３２年８月 １９３３年７月)、山东大学中

文系教授(１９３３年８月 １９３５年７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１９３６年１月 １９３７年１月)、浙江省政

府秘书(１９３７年１月 １９３７年８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９３７年８月 １９３８年８月)、东北大学史

学系教授兼主任(１９３８年１０月 １９４１年７月)、西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１９４１年８月 １９４２年７
月)、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１９４２年８月 １９４４年１月)、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１９４４年１月 １９４４年

１２月)、四川大学史地系兼齐鲁大学历史系教授(１９４５年１月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南京大学补习班历史

系教授兼主任(１９４５年１２月 １９４６年６月)、暨南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１９４６年８月 １９４７年７
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９４７年８月 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８日病逝于山东大学(青岛).
丁山先生身后留有三女二子,最长１６岁,最幼５岁,由妻子陶梦云④照料.１９５９年９月,顾颉刚到青

岛疗养,曾向陶女士询问丁山先生生平,陶女士遂将丁山先生遗稿托付顾颉刚设法出版⑤.到１９６６
年５月,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写了“丁山事迹”条,全文共四百余字⑥,也是目前为止,仅见的介绍丁

山先生生平的文字材料.后因时代原因,遗稿并没有顺利出版,顾颉刚恐负好友之托,将遗稿送还陶

女士保存.最终,陶女士将丁山先生遗稿、遗物悉数捐予山东大学,成为“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永存

的特藏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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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目前仅见关于丁山先生的论文五篇:刘敦愿:«博古的古文字学古史学家丁山教授»,«文史哲»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吴承木、王耀

恕:«丁山与鲁迅的忘年交»,«江淮文史»１９９５年第３期;李东峰、杨文燕:«上古神话研究中有关训诂学的几个问题———从丁山‹后土

后稷神农蓐考›谈起»,«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雒有仓、辛田:«丁山先生的甲骨文考释与古史研究»,«榆林学院

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汪楠、朱仙林:«丁山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本文有关丁山先生生平事迹,除特别注明外,均来源于«山东大学教职员登记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丁山自传»(１９５１年

９月１５日),丁山档案,档号 X ０３,山东大学档案馆藏.
据丁山先生长女丁吉娥回忆,丁山先生一直珍藏着鲁迅赠送的一幅照片和来往书信,后俱散失在“文革”时期,见吴承木、王

耀恕:«丁山与鲁迅的忘年交»,«江淮文史»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陶梦云女士资料所知甚少.据丁山先生记述,陶女士毕业于苏州浒墅蚕桑专科学校,与丁山先生年龄相仿.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６８９、６９１页.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愚修录»卷十三,第８１ ８２页.



１９５１年山东大学在校教职员工调查表中,对丁山先生有如下评述:“在学术上很有地位,为国内

有数之甲骨文专家,因而养成其骄矜之气.对新诗表示鄙视,说鲁迅尖酸刻薄有失温柔敦厚之旨.
因而有人说他顽固.但其顽固并非党性的.事实上他并不专门反对共产党,解放后反说‘中国有希

望了’.他有点旧社会中的学究味道,又颇‘耿介拔俗’.”①１９４９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典范上

升为史学主流,“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取向被改造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丁山先生对此有怎样的反

应,又是否对他的学术研究发生影响? 幸运的是,在丁山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零星的材料.有学生

记录了丁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度量衡是历史学的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唯物史观,你们这也

不知道成吗.那只有去学社会发展史空空洞洞的理论了.我告诉你们,历史学问题,这不是你

们能知道的问题,你们满脑子都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将来你们出去,那一套是卖不出去的.”②大约同

时,校方接到学生反映:“我们向丁教授提意见,请他暂不讲度量衡,因为跟中国通史的学习配合不

上,丁教授在课堂上发了脾气,以后的两堂课就没有来上.”③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想见丁山先生“耿介

拔俗”的性情④,也可以视为一代学人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
纵观丁山先生五十二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尤其是二十岁以后,除短暂跟随朱家骅担任过浙江省

政府秘书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大学或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终其一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丁山先生

的唯一事业.与介于政治、学术之间的同时代学人不同,丁山先生更像是纯粹的学者.丁山先生经

历的大学很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属少见,李济曾戏称其“旅行教授”⑤,调侃之余,更多地折射出时

代巨变下,学者欲潜心治学而不得稳定环境的酸楚.丁山先生自陈:“个人生活,三年甲地,两年乙

地,老是‘牛马走’的流浪在人海潮里,客观环境一向不允许从容的研究整理.”⑥但是,面对不利的客

观环境,丁先生的研究成绩可谓蔚为大观,在文字学、甲骨金文、上古史、历史地理学、古代宗教与神

话学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以丁山先生三十年学术生涯论,三个阶段尤为重要,可谓学于北京大学

(五年),盛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年),成于山东大学(八年).丁山先生的一生,正处于传

统学问向现代学术转折的时代,他将传统学问的功底以及对现代学术的敏感冶为一炉;通过其各阶

段的著作和遗稿,可以清晰地看出先生学术思想及实践的脉络.张之洞有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
经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⑦与张说维护传统经学地位为目的不同,丁山先生晚岁自述

其治学:沿着小学、经学、史学的路数始终“不能动摇”⑧.下文试图通过梳理丁山先生的学术历程来

知人论世,既可彰显一代史学巨匠的学术成就及影响,又可以为２０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变迁提供一个

少有关注的面相.

二、起点:小学之根柢

丁山先生于１９２１年８月到北京大学文科旁听,１９２６年８月自国学门肄业离开,先后五年,承学

于学界吐故纳新之时.顾颉刚在述及丁先生生平时,特别提出先生在北京大学为“偷听生”,后被沈

兼士发现,会试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⑨.沈兼士为太炎门生、古文字音韵学专家,也是北京

大学国学门的创建者之一.能够“发现”丁先生并助其进入学术界,想必是这位来自“皖派”中心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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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山东大学现有职员工调查表»(１９５１年),丁山档案,档号 X ０３,山东大学档案馆藏.
«学生王某的听课笔记»(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３日),丁山档案,档号 X ０３,山东大学档案馆藏.
«某学生的来信»(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８日),丁山档案,档号 X ０３,山东大学档案馆藏.
顾颉刚听闻丁山先生病逝后,在日记中也记下了“此人性倔强,不能与时屈伸”的判语.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

七,第２７１页.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愚修录»卷十三,第８１ ８２页.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页.
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４４页.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６页.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愚修录»卷十三,第８１ ８２页.



年人的才情和对古文字音韵的兴趣令沈兼士青眼有加,两人由此结下终身的师生之谊,同时开启了

丁山先生学术研究的传统“小学”的起点.据丁山先生自己回忆:“早岁受书,偏读顾(炎武)、江(永)、
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诸贤之书”,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暇则赴钱玄同先生讲坛聆

听其论中国音韵之变迁”①.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段时间内更多的直接材料,来了解丁山先生的受学

情况.可此时的北京大学经历着新文化运动后新旧学风的激荡,桐城派的没落与太炎门生的崛起,
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新考证学风的盛行,以及“整理国故”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应该给初涉学问的

丁山先生留下颇深的印象.北京大学国学门被认为是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滥觞,对中国现代学术的

发展举足轻重②.与传统学术的师徒传承不同,现代学术机构在新生代学人的成长中扮演的作用非

常突出,由师宗一人到转益多师,虽少了一些门户之见,但学生的根基不深,更容易趋新跟风,成为学

术流转的风向标.
蒙文通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③丁山先生最早出版的

书是«荀子均(韵)集»(１９２３年),便明言因受章太炎考周代古音的启发,认识到章氏考古韵“不根于

经”,而“本楚赋”.丁山先生进一步平等看待诸子与经书中的音韵,认为«老子»、«列子»、«管子»等诸

子的重要性不在经赋之下,遂“有志于诸子音韵”之学,仿照晋代吕静的«韵集»,先从«荀子»中的音韵

入手进行研究④.对于一个正处求学期间的少年,这显然是一部对传统小学有继承和创新的天才之

作,可惜的是,丁山先生的遗稿中有关“诸子音韵”的部分并未能付梓出版,即使有,想必也如朱一新

所谓“学之成就,视乎其时,非其时而语焉,莫之应也”⑤.丁山先生在另一本早期著作«说文阙义笺»
开卷就提到沈兼士的影响:“民国十四年冬,山读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先生命以慧琳音

义引说文斠今本之异同,补段氏说文订钮氏校议沈氏古本考之阙失.间亦恭之毛诗郑笺三礼注尔雅

方言之流.探许说之原,验之秦汉金石刻辞,正篆文传说之误.”业师沈兼士对丁山先生的启发和教

导,无疑激发了丁山先生研究的兴趣,但丁山先生并没有奉传统小学为圭臬,“亦不屑于字句异同之

比勘”,目的是借许书“以探中国文字原始”,“还定许书之谬”,并认为“以卜辞金文皮傅许书之事易,
以制度文物古音通转古文义例证许书形体训诂之误难”.其实,对传统学问的继承,除得到沈兼士的

指导,丁山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王国维的影响也比较多.他说:“王静安先生考之制度文物,本
之诗书义例,通之古音假借,参之彝器文字变化,讨论一字,揆之本文而协,验诸他卷而通,盖自洪朱

以来,未尝有精贯如此者也.”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效法王国维,他在文字起源问题上同样认同传统一

元论,认为“自古文而箍文而篆文分隶书”⑥.学界一般认为«古史新证»一书中可以看到王国维对“古
史辨”的回应,但是从学术渊源来讲,丁山先生为学术研究典范的此消彼长预留了更多可以探讨的

余地.
«荀子均集»、«说文阙义笺»之外,丁山先生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著述还有«中国文字学通论»⑦、

«中国文字学史料索引»⑧、«六书述谊»⑨、«说文学参考资料».这些著述基本在传统小学的范围内,
“研究中国文字形义之变迁及其缘起,推阐其功效与通例”.丁山先生并从四个方面说明了自己研究

古文字的原因.一是“洞悉初文本义及其变迁之迹”来了解“古代文艺思想”;二是“有志古代方言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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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荀子均集»(１９２３年),收入«丁山子学研究未刊稿»,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页.
关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情况,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６ １６４页.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第２８ ２９页.
丁山:«荀子均集»,«丁山子学研究未刊稿»,第６ ７页.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３页.
丁山:«说文阙义笺引言»,中研院史语所单刊乙种之一,１９３０年,第１ ７页.
丁山:«中国文字学通论»,广州:惠福路天成印务局承印,无出版日期.
丁山:«中国文字学史料索引»(油印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丁山:«六书述谊»(手写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丁山:«说文学参考资料»(油印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世方言,不可不知文字学”;三是了解“古代文法学”;第四个方面揭示了他日后的治学取向,特引述

于此:

　　太古之事,孰志之哉? 三皇之事,或存或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皇之事,或隐或显,亿不

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

可胜纪;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减.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

于敢考古,实其荒唐! 盖中国史记,秦以前尚略,其详靡得而说? 然荒古宫室,为四屋相对形,则

见于殷墟书契;符命之策,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则著于颂鼎吴尊;载重之车,有轮有辕,
则见于«殷墟书契精华»;此由文字本身,足证有史前宫室器用.藏尸茻间之谓葬,是知古人之葬

埋惟艸;因生而受姓,是知古人之姓氏从母族;力田之谓男,女帚之谓妇,是知男主外,妇主内,由

来已久;此由文字本身足证有史前之风俗制度.一切史料,未有不加文饰者;独此少数象形会意

文字,无意中保留不少忠实之古代史迹;故有志中国古代史者,尤不可不知文字学.①

在丁山先生涉足学界初期,接受的是传统小学的训练,以文字学为研究方向.１９２６年８月到

１９２７年８月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任助教时,丁山先生曾应俄国学者史禄国之请,就“家庭”的汉语词汇,
帮他写了一篇短文②.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述了丁山先生在厦门大学时,经常拿文字学方面的论文向

其请教③.然而,对音韵训诂的精通,并没有让丁山先生止步于文字学领域,他基本上是将音韵训诂

的小学工夫作为工具来掌握的,在其后的古史研究中,以文字、音韵入手处比比皆是.例如在«由鲧

湮洪水论舜放四凶»中,先生认为“鸿洞即混沌之音讹.鸿洞急言之为江,为鸿.自音韵学考之,
鲧之为鲧当即混沌合音.知鲧即混沌,浑敦即帝江,帝江即共工也,则鲧,亦得谓即共工合音”,另外

“雩、夸同谐于声,则夸父自得谓即雩之声转,亦即疑为螮蝀之别名”,遂得出结论:“«山海经»所谓夸

父饮河、渭不足,北饮大泽者,即虹霓饮水故事之寓言”,可见“综其声音转变”,是为了“绎其故事推演

之迹”.又如他在«后土后稷神农蓐考»中,利用训诂学的方法,训“后土”的“后”有“母”、“王后”之义,
来论证周代文献中传说人物后土、后稷、神农和蓐收都是原始的“地母神”分化而来④.可见文字工具

在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基础地位.
丁山先生曾言:“我知道纯学理的研究,应该由点下手,探寻到有关各线问题,组织成面的图案,

才能建立一个时代史(学)的新体系.尤其是三代以上的史学,一定要由体剖视到面,由面分析到线,
再由线辨析到点,点的问题才算是获得真正的解决.”⑤这个“点”就是古文字的考释.先生更进一步

要重构古史体系,并且相互呼应,使古史得到立体的理解.丁山先生不仅仅在传统的小学方面功力

深厚,更可以利用音韵训诂来解决古史问题.从上述文字学论著可以看到,丁山先生对古文字起源

的追求,对“西北获竹简之书,垣阳发殷墟之文”的兴趣,自然进入到“殷墟书契”的研究.对于利用方

兴未艾的甲骨文、金文研究古史,先生颇为倾心,以此成家并蜚声海内外.与传统的小学训练一样,
先生对甲骨文的关注也并非止于甲骨文专家,先生指出:“商周古文,由形象上考察,谁都可以猜谜一

样的认识一两个字,以成甲骨文专家、钟鼎文专家.实际上,必须贯穿文字源流,验以文物制度,然后

‘说文解字’,才不致坠入猜谜式的胡说.”⑥

由传统的小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字起源的探求出发,丁山先生踏入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领域,
其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如«殷契亡丈说»、«数名古谊»、«说翼(附释疾、释梦、释梦)»、«召穆公

传»、« 敦跋»、« 夷考»,在１９２８年创刊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连续发表.在这些论著中,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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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中国文字学通论»,第２ ３页.
[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７４页.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一,第８１５、８１８页.
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７、２６５、３１１页.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５３页.
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１２０页.



先生利用自己小学训练的基础,依据六书原则,考释古文字的形、音、义.这些早期发表的甲骨文、金
文考释著述,考释特点类似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新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①.丁

先生结合自身小学、文献学的训练,重点释读新出的甲骨金文,成为甲骨研究的重镇,得到当时学界

的广泛认可②.
在先生考释单字的文章中,已经注重与史实考证相结合,并且在结论上多发前人之未发③.例如

对殷墟卜辞中常见字“亡尤”的考释,孙诒让«契文举例»中释为“亡它”,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中释为

“亡猒”,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中释其形为“不可识”,其义“犹言亡咎、亡它”.丁山先生

通过金文与文献的比勘,得出“亡尤”是商周以来的成语,与«周易»中贲卦“无尤”之义相同,凡文献中

的“无邮”、“无所碍”皆是“无尤”之音转,“何尤”、“寡尤”皆“无尤”之义转④.又如对甲骨文“史”字的

考证上,王国维认为,史像右手持笔形,“持笔为尹,作册之名,亦与此意相会”,故以“大史”为“大事”,
即以职掌为记载国家大事⑤.丁山先生引卜辞“大史易日”的记载指出,“大史”不尽作“大事”解,其职

掌除记载国家大事外,还负有测天占日的责任,其“重要的使命也多与神事有关”,在商周时代,这“当
然是神权政治的传统精神,不一定是国家重视史迹的反映”⑥.从单字考释到考证史实的倾向,在丁

山先生的论著中越来越明显.
沈兼士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说:“文字意义之溯源,恰如考古学家之探检遗迹遗物

然,重要之目的物,往往深藏于地层之下,非实行科学的发掘,不易觅得.故探检文字之原,亦须于古

文献与古文字中披沙拣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察其历书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

从形音义三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类.”⑦这些话放到丁山先生早期的研究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读

丁山先生文字考释的文章,恰似陈寅恪在评价上文时提到的:“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⑧此

后就鲜见考释单字而注重从“点”到“面”的专门著作了.由释字进而考史,丁山先生遵从师说:“向来

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⑨在走向古史研究的道路

上,新的学术资源、研究范式的影响,让丁山先生充分融入到现代学术发展的大潮中.钱穆曾说:“一
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及至“时代变,需要

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丁山先生的学术成长轨辙,正与此学术典范转变之大潮声息相通.

三、过渡:转型中的经学

在传统学术中,小学功夫的训练,自然是以经学为其旨归.丁山先生的经学研究在其学术生涯

中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以课程讲义和参考资料为主.我们予以关注,可以看到在学术范式转移的大

势下,丁山先生治学趋向转变的轨迹.目前仅见的丁山先生有关经学方面的著述有«尚书学»、«尚书

学参考资料»、«清代经学»、«清代经学参考资料叙目»、«清代易学参考资料叙目»,以笔者的考察,这
些著作基本上是丁山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１９２７年８月 １９２９年８月)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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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总论”第２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６４年,第１０８、１１１页.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２年,第１７１页.
丁山:«殷契亡丈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１９２８年),第２５ ２８页.
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７２页.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１７ ２１９页.
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６页.
陈寅恪:«致沈兼士»(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８日),«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２页.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４８ ４９页.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４页.
以上几种全为油印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与上述几本讲义一起的还有丁山先生批注和勾画的«尚书逸周书»,系国立中山大学木刻出版,无出版日期,山东大学图

书馆藏.



通过阅读这些没有出版的讲义,可以看出丁山先生并没有囿于门户,虽承学于章太炎一系的古

文经学,但仍平分今古、汉宋,以历史的维度理解经学.他授课时点评清代朴学道:“近世论清学者盛

矣! 或详其源流,或详其宗派,或详其方法;各囿所业,标其一端;若章太炎«清儒»,刘师培«近代儒学

术统系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大抵墨守古文家法,而薄今文;谭献«师儒表»、梁启超«今文学运动»,
则不免侈言大义,轻诋古文;若缪全孙«清史儒林传»(未印),徒以不违先唐师说考为主,于吴派为近;
胡适«清代学者治学方法»(未印),纯乎皖学之遗.见仁见智,互有短长,博而统之,是非昭昭矣.”①在

后期的历史研究中,仍可见到他对经学问题的探讨,只是在经史之变的大势下,已经把经学问题融入

到史学中,认为“今古文学的不同,大半由于商周制度的不同”②———“商制往往演成今文家言,周制往

往演为古文学派.我们今日要论定经学的今古文学的是非,也要从卜辞金文里寻取新证据,非口舌

所能争了.”“由今古文学的异说,上论殷商的氏族制度.”③除经学以外,丁山先生在诸子学方面也有

文章,如«五行考原兼论明堂五帝»④、«刑旌与中庸»⑤;与处理的经学问题类似,都有史学化的倾向.
经学在新的学术分科体系下,成为学术潜流,在时势改变时也会迸发出活力,像抗战时期,丁山先生

与蒙文通就组建了一个“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在国难时期培养出了一批传统经学人才⑥.
王汎森指出,清代经学研究的成绩,有不少被民国时期的古史家所继承.并将蒙文通作为经学

向史学过渡的典范,总结了经学向史学转变的五个环节:“第一是分别经是经,史是史.第二是丢掉

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第三是分出时间的层次,汉是汉,先秦是先秦,而且各个层次的意义是一样

的,不因时代先后而有别.第四,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区分出古代文献内容中‘理想’与‘事实’的区别.
第五,接受１９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种族、地理两种因素.”⑦这种对经史之变的观照,明显侧

重传统学术的“内在超越”,而忽视了西方学术作为一个强势学术范式,在观念、方法和评价体制等方

面对传统经学的冲击.就治学路数而言,丁山先生对西方学术的感觉似乎更为敏锐,经史转变完成

得更加彻底,往往以史学研究来解决经学问题.
丁山先生讨论经学注重制度考辨,尤其对儒家宗法制度的考源,用力最勤.在«宗法考源»一文

中,他依据甲骨金文所见“宗”字为宗庙,修正«礼记»、«大传»和«白虎通义»等儒家传世文献的阙失,
论证宗法起源不在西周,而在“殷之际或其前世”,“初以辨先祖宗庙之昭穆亲疏,非以别继祖继尔后

世子孙之嫡庶长幼也”⑧.又进一步根据甲骨金文记载,结合考古材料,考证殷商时代的氏族组织为

“每个宗氏(即大宗),包涵若干分族(即小宗);每个分族之下,有同类的编户之民;编户之民之下,就
是俘虏丑夷”⑨.丁山指出,商代国家“邦畿千里之内,分为田、亚、任三服,卜辞总称为多田;邦外侯

服,卜辞总称为多伯”,田是附庸土田的省称,亚是卿大夫的赐田,任是分赐给武士和百工耕种的土

地,“可见殷商政治组织,确已胚胎了周代的封建制度”.通过甲骨金文和考古材料来验证传世文献

有关历史地理的记载,推论三代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追溯氏族组织与宗法制度的起源,对我们认识

古代历史实际有深远的影响.
在«殷商氏族方国志»、« 夷考»等文中,丁山先生利用甲骨金文记载及考古发现考察民族变迁,

开辟了三代民族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他以三代不同源为起点,追溯氏族制度与宗法制度的起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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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清代经学参考材料叙目»(油印本),广州,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８日,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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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０ １０１页.
丁山:«宗法考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１９３４年).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３７页.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５４页.



讨商代国家政体及国家结构形式,其中对“族”字代表一个军事单位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①.
丁山先生认为商代的“族”和“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犹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族”是指

一个类军事组织的群体,“氏”则是其象征和标志;商代的社会是建立在许多被称为“族”的各自分立

的图腾氏族之上的(丁山先生能够从商代的卜辞里辨识出两百多个有“图腾”意义的族名②),这些观

点得到日本学者白川静的支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③.并且有学者指出,丁山先生是较早利用“族徽

理论”,从甲骨卜辞中探讨商代氏族的地望及起源的学者④.丁山先生通过先秦语言比较,剖析古代

民族分合之迹,提示“先秦载记中插入不少的外族语言”.如论周祖“公非辟方、高圉矦侔、亚圉云都、
组绀诸盩、太王亶父等名字多至四字,与商代先王谥法不合”,称谓皆“不类华夏语言”,秦爵二十等如

“簪凫、不更、庶长、上造是戎狄官名音译”,依此判定周、秦民族融有西方戎狄之族⑤.
不难看出,丁山先生的经学研究有史学化的倾向.近代经学的地位被史学取代,得不到彰显的

原因很多,不是一篇论文所能详述的.陈寅恪论述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退,外受

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⑥但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现代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的完成,尤其是新的学术研究机构,很少给经学以知识再生产

的机会(响应新典范成立的学术机构聘任丁山先生时,也基本是以语言文字学和史学专业);学者在

论及现代学术的经史之变时,多以学术发展演化的内在理路来理解传统经学到现代史学的蜕变.丁

山先生能够“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认同新的典范,无疑与当时学术风气的变化关系重大.
王学典先生提到顾颉刚是“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化中的关键人物”⑦.顾颉刚与丁山

两位先生应是相识于北京大学时期,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皆为同事,顾颉刚日记中多有关于两人交

往的记载.顾颉刚发动的“振聋发聩”的“古史辨”运动,同样脱胎于经学问题,更是明言受到晚清经

今文学的影响.丁山与顾颉刚交好,也算是“古史辨”的局中之人.顾颉刚先生大胆打破古史一元论

的勇气,对丁山的思想解放作用不可低估,在“古史辨”浪潮过去二十年后,丁山先生仍心存激荡:“尽
管古史辨所讨论的各种问题,现在有许多地方须加补充或修正,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造成’说,
谁也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推翻.”⑧“真是作史年代越后,其所传述的时代越古.”⑨之后丁山先生在史学

上的许多学术创获,都是以“古史辨”为理论出发点和思想资源的.从«尚书学»讲义手稿中,亦可看

到他对“古史辨”推崇有加.丁山先生沿着“古史辨”的学术脉络来讲,并织就了一幅以顾颉刚为中心

的疑古辨伪的谱系,其中把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放在关键地位,不断强调并鼓励学生要细细品读,
作为学术入门的必备.

四、归宿:重建古史体系

丁山先生在«古代神话与民族»的“自序”中说:“古代史学,经过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扫荡伪材料

之后,立刻得到卜辞、金文大量的直接史料来补充,加上李济之先生所领导的安阳殷墟十余次的发

掘,举凡器物、墓葬、宫室遗址的收获,迥乎超出我们意想之外的丰富.这批地下新出的直接史料观

察殷商文化,迥乎超出两千年来儒家所传述的程度高而且深.这当然是古代历史学的幸运,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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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族的光荣.”①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先生的史学研究受两个方面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顾颉刚为

中心的“古史辨”派史学,一个是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史语所.

１９２７年８月,丁山先生随沈兼士南下厦门大学任助教,因为同出身于北京大学,被回国不久的傅

斯年约请到中山大学,聘以文字学教授,筹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②.年仅２６岁就被聘为教授,丁山

先生可谓少年负盛名.这个时期以及史语所时期,是先生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关键时期.
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史语所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机构,安阳考古发掘是史语所成

立初期的主要贡献.由此,丁山的学术研究与安阳考古发掘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先生学

术研究的主要材料支撑,一直到逝世前夕,他还在等待着“商墟考古总报告”的发表.
傅斯年早年同样受传统小学影响,十分重视文字学,认为“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③,游学

欧陆后,服膺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回国后践行其学术追求,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及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做

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用一切材料,如金文、
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④丁山先生恰逢其时,学术方向的转移与被归为“史
料学派”的傅斯年有明显关系.与傅斯年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样,丁山先生认

为“没有直接可信的史料,不能写出合于实际的历史”⑤.另外,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中还提倡“语言”和
“历史”的结合,利用西方语言学比较研究,沈兼士也提及在“旧日小学现代方言之外,进而涉及东方

语言及西方比较语言学,多面综合,以完成语言文字理论的研究,此我辈今日所当取之途径也”⑥.王

汎森提到:“近代学问的进步,仍然以新学术之建立为主,譬如用西方严格的语言学知识对中国传统

的语言音韵学做出的创新.”⑦在丁山先生的研究中亦可见到此转变痕迹.丁山先生在中山大学«语
言历史所周刊»“切韵专号”撰稿,并提议编撰中国经籍字典,同时认可«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中提到

的,“对于语言学和历史学要运用西人的研究方法,不能专靠书本上的学问”⑧.作为结合语言学和历

史学研究的回应,丁山先生发表了«汉字起源考»⑨.
丁山先生提到:“以语言文字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也是现代史学界所共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

方法.”比较语言学研究,与丁山先生的小学训练和关注文字起源相得益彰.在其古神话研究中,丁
山先生说:“用比较语言学剖析史前时代的神话,不自我始.马克斯缪勒所著«语言学讲义»曾以语

言学为工具,发现雅利安民族所有的神名,常是指宇宙的现象.我运用古代语言文字学分析«周语»
从比较神话学观点立论,我认为商代信史,只能断自武汤,其前世都是神话.”加之他对甲骨金

文等考古材料的独特理解,形成了丁山先生科学化的研究特点.后来在指导学生时,丁山先生要求

弟子“除了读书与资料外,要选择几种传统与现代的科学一一专攻”,这应该是对自己利用传统与现

代学术工具进行研究的夫子自道.
因为性格、处事风格等多方面的原因,顾颉刚和傅斯年后来失和,进而在学术研究及人事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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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胜,为现代学术发展开出了同一根茎上的两朵奇花.后来有人回忆丁山先生道:“１９２７年左右他

在广州大学教书,当时及以后主持中山大学的是朱家骅,同事们有傅斯年、顾颉刚、罗常培等.他也

并作当时北大这一系统的人,所以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成立时,他就被傅斯年约去当研究员.
他的脾气很坏,自高自大,和傅斯年也搞不在一起,就到前中央大学历史系教书.”①丁山先生离“傅”
而亲“顾”,与顾颉刚过从甚密.丁山先生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提到:“弟以愚赣,处世钝椎,所能终始见

庇者,惟兄而已.”②顾颉刚在抗战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致信时任东北大学教授的丁山

先生:“东大齐大两校对史学方面既有同心,自当联合以厚其势,使一班谗间小人认识我辈自肯努力,
自造前程,绝非营营青蝇造言生事者所可破坏,一出我辈十余年所受之气.”③虽然人事关系离开了史

语所系统到中央大学任教,但是自１９２９年８月到１９３２年７月的三年间,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学

术”典范得以在丁山先生身上确立的关键三年.丁山先生共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论文１０篇,与陈

寅恪、徐中舒的篇数相差无几,当可视为彼时史语所学术群体的主将之一.
基本上,顾颉刚的“破”与傅斯年的“立”,在丁山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有较为理想的结合.以顾颉

刚的“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大胆运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和

观点,形成了自己更严谨、更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虽然有些结论还有待商榷和补充,丁山先生对现

代史学理论的贡献,仍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丁山先生的史学研究成果集中于«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周史料考证»、«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

考»和«先秦史考»④四本著作.这些著作回应了“古史辨”运动以来古史研究的大问题.顾颉刚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并概述为三层意思:１．时代愈后,传说的

古史期愈长;２．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３．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

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⑤.在此基础上,丁山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所传

说的远古史迹,即就先秦文献看,似乎不只一个来源.诗、书、金文代表统治阶级的文献,以后世史学

体例拟之,只可列于‘正史’范围;此外,尚有大量的‘稗史’.春秋以后,始则与‘正史’相互发明,继则

分庭抗礼;战国以后,则喧宾夺主,渐以‘稗史’压倒‘正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古代史的层次,便
愈积愈高,其年系也愈积愈远.”另外“晚周以后,诸子百家,竞说上古,由三王上伸至五帝,再由五帝

上伸至三皇,以至天地开辟之初,正是根据宗教神话与古代训话‘层累而成’.”⑥又说:“周公作«立
政»,但称‘涉禹之迹’而已.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阙,也首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那时史官似以禹

为开天辟地的圣王.春秋时代卿大夫的谈论,有时提及黄帝、炎帝,有时提及太暤、少暤,有时提及高

阳、高辛、颛顼,有时提及尧、舜了.晚周诸子,有时综称为‘五帝’,有时追溯到‘三皇’,真是作史者年

代越后,其所传述的时代越古,也就出现虑牺、神农、遂人氏一类名辞了.”⑦上文已经提及顾颉刚对丁

山的影响,然而丁山先生的疑古已蕴含着释古的影子了.
的确,丁山先生与疑古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更多地是借鉴了“层累地造成”说的假设,利用甲

骨文金文,通过语言文字的比较,把史前时代留下来的神话传说看成是“民神杂糅”的材料,并不全是

战国或秦汉学者伪造的,从探清神话传说的本原入手,来梳理神话中的史实,以达到重建传说时代的

古史体系.丁山先生“相信时代愈古,神话愈其发达;一部中国史前时代,除了石史之外,惟有神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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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某的一封信»(１９５２年１月３日),丁山档案,档号 X ０３,山东大学档案馆藏.
丁山:«丁山来信»(１９５０年１月３１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５８５页.
顾颉刚:«致丁山»(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７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在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到,顾

颉刚曾推荐丁山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主任,１９４９年建国初曾积极谋划丁山转任复旦大学,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六,第

６８４页.
丁山:«先秦史考»(影印本),１９３４年,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周报»(«努力周报»增刊)第九期(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２１４、２２６页.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１页.



可以解之”①.这一重视神话的思路,有些王国维的痕迹,王国维认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

分:史实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②傅斯

年也提到:“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③如同沈兼士在总结民国史学趋

势时告诫:“若一味疑古,空立说,亦为缺陷.吾人倘能利用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证实我们民族

光辉灿烂之信史,岂不是空前的一大收获吗!”④丁山先生利用其所掌握的多种研究利器⑤,积极尝试

重建“信史”的工作.
据董作宾的观察,“古史辨”对所有纸上材料无情的总攻击,“大家都在梦想着期待着考古工作的

开展,多找地下材料,如甲骨、金文之类,再用这些新材料去建设一部上古的信史”⑥.丁山先生对于

古史的重建工作除关注神话外,还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材料结合古代文献,认为“古帝王世系,必源有

自,绝非晚周诸子所得凭空虚构”⑦,三皇五帝之说,“楚人为先,战国诸子竞相著录”⑧.像蒙文通先

生所认为的:“五帝说始见«列子»,三皇说始见«庄子»,二说虽不同,要皆在南方.”⑨丁山先生进一步

指出:“三皇传说的来源,本于天神、空神、地神三界,由屈原赋上皇、东皇、西皇演变到秦博士议定的

天皇、地皇、泰皇,大体上还保存那宗教思想的本来面目.到儒家手里,根据中国传统思想所谓‘上象

天,下仪地,中和民’学说,创出天、地、人三才的系统.”五帝的系统有三个来源,最先是殷商时期的

“四方帝”和“皇天上帝”;其次是周代按“尊祖配天”及阴阳五行演变而成的«月令»“明堂五帝”;然后

是直接抄袭自印度“四大天王”与殷商“四方帝”糅合而成的秦“四色帝”,外加“皇天上帝”,最终被荀

卿之徒“以儒家的德行为标准,以虞、夏、商、周民族宗神为根据”,整合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

帝古史系统.“五帝德所说的五帝,与‘明堂五帝’,亦非一源.”

丁山先生的研究取向与顾颉刚有很多同步的地方.不惟破坏经学统制下的古史体系,顾颉刚提

倡的历史地理学,丁山先生也是积极的推动和参与者.丁山先生论述说:“学术万端,研究者不出经

纬二途.历史为学,自纵的方面叙述民族之盛衰,文化之蜕变.然民族活有区域,文化发达有范围.
所谓区域与范围,则皆建树于横的地理学方面.地理沿革学者,即以横的区域范围阐明历史叙述,一
经一纬,相为表里,换言之,历史地理学而已.”抗战结束时,顾颉刚在其主持的大中国出版社出版了

丁山先生的«地理与中华民族之盛衰»,而丁山先生在其后的研究中注重古代地理和民族方面的探

讨,应该与顾颉刚有密切的关联(详见另文).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特别注重像地理等长时段

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其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更是实践了三个部类

(事件、局势、结构),但是布氏并没有细述三者之间的有机关系,略显机械.丁山先生从地理入手探

求民族之盛衰危亡,注重其间的互动关系,应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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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自序»,第５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６４页.
傅斯年:«东北史纲»,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２卷,第３８６ ３８７页.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４页.
据丁山先生弟子刘敦愿回忆,丁山先生除掌握语言学、甲骨金文外,还系统学习过天文历算、沿革地理、民族学、考古学、经

济学等来治中国古代史.参见刘敦愿:«博古的古文字学古史学家丁山教授»,«文史哲»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１３页.
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１９３３年).
丁山:«先秦史考»(影印本),第１４页.
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５卷,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８页.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４４４ ４６５页.
丁山:«中国地理之沿革»,四川大学铅印本,１９３６年.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室,与«沿革»一书合订了一本«地理通

论»,无作者信息,据笔者判断,亦系丁山先生在四川大学之讲义.
丁山:«地理与中华民族之盛衰»,上海:大中国图书局,１９４８年.



五、目标:探索文化起源

离开史语所以后,丁山先生的生活可说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最终得以在山东大学落脚,可以

潜心整理自己的古史研究.先生自述:“去年,青岛解放了,自念生活可以安定了! 应该把我过去抄

集的史料,全面整理一下,不必等待小屯总报告而先妄谈,对于古代史研究,作了局部的总结,
意在探求中国文化的来源.”①在丁山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古史研究的成就颇多,可惜天不假年,
许多研究还没有机会展开而形成定论,先生就魂归道山.下面结合丁山先生的著作,归纳先生所关

注的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以期能收抛砖引玉之功②.
在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起源的探索中,“民族多元论”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研究典范.从古代民

族一元到多元的解释古代文化起源,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旧观念息

息相关.王汎森认为,在１９２０至１９３０年代,提倡古代民族多元论的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１９２７
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１９３４年)、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１９３４年),并且勾勒出傅斯

年的«夷夏东西说»与王国维的名篇«殷周制度论»的承接关系③.许倬云进一步指出:“他们各自整理

了一套区分古代部族的分类法,蒙文通认为有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大系统;徐旭生认为

有西方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及南方的苗蛮三个集团;傅斯年认为东夷与西夏两大集团的互为消长,是
古史上的大关键.蒙徐二位的意见颇有异同,但均未十分注意考古资料,而傅斯年却能溶铸文献与

考古资料.”④然而看似整齐有序的学术史谱系,往往会有遗忘或疏漏,如陈寅恪所述:“其言论愈有条

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⑤

与«夷夏东西说»同样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上,丁山先生的«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
文,综合文献中有关三代地理的记述,分别考证了夏人十迁、商人迁殷之前八迁、周人定都宗周之前

七迁,并列举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的记载,证以地下文物考古材料,推论夏商周三代民族文化的发

展轨迹,说明“夏与殷、周,实亦非同族类”.“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显然中原固有之民族

也.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泜水流域,显然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也.周人起自陇右,显然西

北民族戎狄之类也.”⑥丁山先生由地理环境得出“三代异族”的结论,进而论述三代民族文化的异同.
这篇文字有重新认识和评估的必要.

丁山先生在其后的研究中更进一步申说:“以语言文字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也是现代史学界

所共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成分,在先秦时代,是:陶唐氏偏向汾水流域

发展,可能是北狄族.夏后氏偏在伊、洛、嵩高区域发展,可能是中原旧族.殷商初沿着漳水流域向

海滨发展,后乃迁居河内,可能是东胡族.周人由陇坻沿着泾、渭流域发展,可能是氐族.秦人也是

沿渭水东下的,可能是氐族的另一支.姜姓由瓜州东进,初为申、吕,后为陆浑,显然是羌族.荆楚雄

踞长江中游、两湖盆地,后渐东侵淮、海,可能是雅利安族.淮、海之间的淮夷,以及江南的吴、越,断
发纹身,可能即今胥户先祖.巴、蜀区域所流传的神话有杜主、鳖令,可能与夏后氏同族.”⑦经过丁山

先生论述,徐中舒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以为殷周似属两种民族的推论得以成立,成为“确切不移之

论”⑧.除在结论上支持了徐中舒的看法,他在材料和方法上更多地利用当时史语所安阳考古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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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１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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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年,第３０７ 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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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第２３ ２４页.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清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２７年).



告,依据甲骨金文,结合考古材料,考订传统文献.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相比,除共同利用地理

的和种族的方法,重视新出的考古材料(丁山先生在利用考古材料上似较傅斯年更多),丁山先生更

进一步加强文化异同上的考释,开“民族 文化”研究的先河.
丁山先生依据甲骨文,重新认识古典文献的史料来源,如据“四中星之名,几乎完全见于甲骨文,

‘出日’、‘纳日’的典礼,甲骨文也数见不鲜”,而得到«尧典»“不必如近代疑古学者论定为秦汉儒者所

作”①.由这些结论可见,丁山先生将中国文化探源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无论疑古还是释古,探求

“中国文化的来源”与真相,才是最终的目标.在推定商周时期的年代方面,丁山先生“由近世出土甲

骨文及铜器铭文比勘«纪年»残编”,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自武王灭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上
推,确定武王灭商在公元前１０２９年,帝辛在位年数为公元前１０５０ １０２９年,帝乙在位年数为公元前

１０８１ １０５１年,盘庚以后诸王纪年分别是:武丁５９年、祖庚７年、祖甲１６年、康丁３１年、武乙３５年、
文丁１１年、帝乙３１年、帝辛２２年②.这些结论与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大致相仿.

虽然丁山先生的结论已在后出的考古材料中得以修正和补充,然而现在考古学家在论述三代民

族文化异同时,都不得不以此作为起点,学界影响可见一斑③.在上述诸说中,丁山先生提出的很多

问题还没有形成定论,但对研究中国文化的来源颇有启发④.丁山先生道:“虽然不曾构成完整的体

系,至少可代表我对于史前时代帝王世系的一个新见解.尤其是,希伯来教以十字架象征上帝,我认

为渊源于殷商的‘高祖日甲’,这或者是值得世界宗教史学家重新考虑的新问题.”⑤就丁山先生已经

出版的论著,有学者曾总结道:“«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通过语言比较与中外神话比较,推动了史

前神话与商周宗教研究的深入;«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通过氏族方国考证,开启了殷商宗教形

态与社会结构研究的先声;«商周史料考证»以甲骨金文与文献典籍参证,扩大了商周史料的搜集范

围,推动了对商周年代学等问题研究的深入.”⑥很容易看出,丁山先生的史学研究既与传统的考据学

不同,也不是纯粹的疑古辨伪,而是利用甲骨文和文献记载,推动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并努力重建中

国古代信史体系,最终寻到近代学人“魂牵梦绕”的中国文化的来源.

六、馀　论

丁山先生辞世六十余年来,学术界已然沧海桑田,然先生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和解决问题的勇气,
令其在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大师成群的星空中,依然璀璨夺目.丁山先生求学于“五四”后新文化的中

心,跟随沈兼士、钱玄同习古文字学,以先生的才情和勤奋,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自然要成

为古文经学的殿军,章太炎后的朴学大师.然而,世变日亟,正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
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

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⑦适值“新潮流”畅行之时,丁
山先生身处顾颉刚、傅斯年周围,又非“闭门造车之徒”,自然容易“预流”新的学术典范.从传统小学

领域延展到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的考释,并与古代文献相互释证研究古史,丁山先生在这一领域里

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的杰出代表.丁山先生凭借文字学功底与甲骨文、金文考释的工夫,投身

到古史问题的大讨论中,与顾颉刚同调相契.进而言之,他放弃了经学的信仰,以一个现代史学家的

眼光来重建古史体系,寻溯中国文化的源头,一步步开创出古代宗教、神话与宗族研究等学术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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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些大问题当然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够圆满解决的,诚如有学者所说:“他(丁山)在几十年前

探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是古史学界继续研讨或者是悬而未决的问题.”①其中,在古代民族多元论、
重建古史体系等方面的探讨,无论从材料或是方法论上,对当下学界都有借鉴意义.

以目前学科划分的标准,学界讨论多集中于丁山先生在古代神话和宗教方面的专题研究.像有

学者指出:“(丁山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是取得的卓越成绩依然闪耀着学术的光芒.”②近期再版

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出版社在推介时提到,丁山先生“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

卓著,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丁山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与比较神话学与宗教学

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从而使得这部著作具有巨大

的学术价值.从文献学角度来说,其成就至今无人能出其右”③.这些都是对丁山先生学术成就的充

分肯定,但愈来愈窄的学术分类,让人顿生挂一漏万之忧.
丁山先生的生命历程可以看成一部近代中国学术史,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其卓越的具体成

就,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学术理路在现代学术嬗变中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从丁山先生的治学风格看,
应该是属于“新汉学”或曰“考证学派”阵营的学者.朱谦之将“考证学派”划分为三支:王国维、罗振

玉等倾向甲骨文字学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注重“写的历史”的真伪问题;李济、傅斯年等注重

“科学发掘的方法”④.而丁山先生的学术,可谓三者兼而有之.他虽然不是立于学术中心的人物,反
而可为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留学海外的学者不

同,他们直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洗礼,归国后皆能以西方角度观察中国,以西方立场“整理”中国,易
于打破传统,甚至反传统.而丁山先生更多的是从传统学术资源中接榫现代学术,在由传统向现代

学术转变中,与前者时有契合,甚至引为同调,但很难水乳交融,即便是在共同“重建中国”的叙述里,
他首先考虑的是传统的学术资源,所以多与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学人亲近.这种学术的“本土性

转化”值得留意,但是已经溢出本文,是另一个问题了.
丁山先生以传统小学为学术的起点,探求文字的起源,经历现代学术典范的洗礼,投身到史学问

题的探究中,为“古史辨”运动留下的史学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史学问题是其一生学术的落脚点,为
重建上古信史,孜孜以求地进入到古代神话和宗教领域.丁山先生用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描绘了

清晰可见的现代学术发展的轨迹.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定即时的在其时代彰显,很多结论要放到

历史中去评判,丁山先生的生命和著述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他学问、生命的价值却在我们学术探索

的未来.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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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徐自华、吴芝瑛、吕碧城暨
近代女性文学高层论坛”综述

范丽敏　郭浩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 ２５日,由济南大学、山东省

近代文学学会主办,济南大学文学院、近代文学与

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秋瑾、徐自华、吴芝瑛、吕碧

城暨近代女性文学高层论坛”在济南大学举行.中

国近代文学学会前会长、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

长、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

长、复旦大学袁进教授,济南大学副校长蔡先金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山东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南开大学、河南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济南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中国南社研究会等高校和出版、科研机

构的四十余位学者出席了论坛并参与研讨.
本次论坛是关于近代女性文学的一次专题研

讨会.郭延礼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近代

女性文学几乎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有很大的

开拓空间.比如这次论坛重点研讨的近代女性文

学四大家———秋瑾、徐自华、吴芝瑛、吕碧城,除秋

瑾研究稍微深入外,其余三家不论其研究深度和力

度都远远不够.再如２０世纪第一个二十年(１９００
１９１９)的女性文学更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因
为这一时段的女性文学正处于中国女性文学由古

典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它的文学实绩和诸多文学现

象,不仅在近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都具

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我们应当以此

为契机,对近代女性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更加系统和

深入的研究.郭延礼教授还对他２００７年提出的“２０
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女
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

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内涵及

主要特点作了阐释,引起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
论坛共收到论文三十余篇,多方面展现了当前

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水平,其成果将成为近

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给此后的研究

以多方面的启示.会议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近代女性文学四大家研究

近代女性文学四大家研究是本次论坛研讨的重

点.关于秋瑾,孙之梅教授对少有人注意的革命烈

士宁调元与秋瑾的交游进行了详细考证,并通过材

料揭示了宁调元对秋瑾的爱慕与钦佩之情,结论令

人信服.罗章生先生运用秋瑾家世及其革命生涯的

丰富史料,从七个方面驳斥了«袁筱珊:秋瑾在株洲

的革命战友»(«株洲日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一文

中的不实之词,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黄锡云、娄
国忠二位学者从秋瑾自撰对联及其好友吴芝瑛、徐
自华、唐群英、王金发等在秋瑾生前身后为其所撰对

联中,分析了秋瑾的爱国精神、为国牺牲的壮烈以及

亲朋、国人对她的痛悼之情.赵青女士对近代嘉兴

女诗人郑静兰与徐自华、秋瑾的交往、唱和史料作了

细致梳理,并指出郑氏以一位传统闺秀,能在晚年积

极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实现了从一名闺塾师到女学

教师再到自己兴办女学的巨大转变,值得肯定和赞

扬,而这一点或许与秋瑾对她的影响有关.
关于徐自华研究,闻海鹰女士联系徐自华的家

世及其与秋瑾的旷世高谊,分析了其诗文创作所体

现出的近代知识女性的家国情怀,并指出:这一方面

与秋瑾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还
在于书香门第所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的传统风骨.中

华书局的张玉亮先生以«秋瑾集 徐自华集»责任编

辑的身份,也对秋瑾与徐自华的文学活动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关于吕碧城研究,祝伊湄女士联系吕碧城的身世

遭遇和性格脾性,以其作品中所涉及的“梦”为切入口,
探讨了“梦”对吕碧城思想信仰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近代女性作家研究方面,除对秋瑾、徐自华、
吕碧城等的研讨外,台湾中正大学黄锦珠教授通过

对裘毓芳发表在«无锡白话报»上的各种文字材

料———自撰、改写或翻译作品的分析,发掘其近代

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

意识,认为裘毓芳具有晚清妇女现代化的个案价值.
二、近代女性小说研究

侯运华教授以«礼拜六»所刊载的女性小说为

研究对象,对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小说的思想意

蕴和艺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有益的

尝试为近代小说的转型提供了借鉴.薛海燕教授

则重点分析了“爱国小说”的产生、盛衰与当时社会

环境的关系及女性“爱国小说”的主要特征,结合社

会历史状况来分析文学创作之潮流趋势,依史论

文,颇有说服力.马勤勤博士则从启蒙之外的另一

视角———商业角度出发,探讨了民初女性文学杂志

«眉语»的办刊构想与实践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市
场逻辑、欲望结构和女性文学增长的空间.鲁毅博

士则探析了近代学堂教育对近代女性小说创作的

影响,认为近代女子学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

了近现代女性小说写作的发生,使近代女性小说创

作在思想方面具有启蒙色彩,在人物形象方面具有

近代女子学堂教育背景的女性主人公开始大量出

现.他又指出,近代学堂教育背景仅仅是女性文学

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而并非唯一因素,只有综合

考察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要素,才能更为客观、
深刻地剖析近代女性文学的现代转型.

三、近代女性戏曲和弹词研究

邓丹副教授联系中国戏曲史上最多产的女作

家刘清韵的人生境遇和经历,分析了其作品所蕴含

的传统观念与时代精神,同时从刘清韵前后期作品

所呈现出的差异,探寻其思想和书写特征的流变轨

迹.盛志梅教授运用文本阐释和女权主义的批评

理论,通过对梁德绳、侯芝、邱心如等对«再生缘»的
改编、续作、仿作思想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续作者都

认同主人公重新回归女性的既定生存状态中去的

现象,这表现了她们的集体无意识,即女性仍沉溺

于“他者”地位的深层文化内涵.张秉国副教授以

所掌握的近代女性弹词版本、著录的翔实情况,对
近代女性弹词的传播情况及规律进行了梳理和研

究,指出其传播特点体现出由稿本、抄本、印本向报

刊传播的方式转变,内容则体现出传统与激进并存

或激进向传统“倒退”的复杂现象,而这正是近代文

学的显著特征之一.鲍震培教授联系秋瑾的遭遇

及反抗婚姻、传统习俗的经历,分析了她唯一的叙事

文学作品———«精卫石»弹词的思想内蕴,认为这对

于了解秋瑾的生平和思想,以及中国女性文学的意

旨和走向都有重要意义.
四、近代女性诗文和文论研究

胡全章教授对清末以«女子世界»为代表的妇女

报刊诗歌进行了题材主旨和艺术特点的全面解读,
认为它是诗界革命联合阵线中不可轻忽的一环.王

凤仙教授以１９１５ １９１９年的«妇女杂志»所刊载的

女性游记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女性游记内容的分析,
指出近代女性作家已经进入社会关系网络中,其知

识结构、精神状态的转变表明近代知识女性的身份

建构已经完成.
近代女性文论研究,还是目前学界尚未有人关

注的视阈.陈静教授首先指出目前学界常见的文学

理论著作中,近代女性文论尚处于缺席状态,“近代

女性文论”术语缺失,研究尚未起步;其次,她对近代

女性文论的数量与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

近代女性文论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作家研究、作
品篇目整理与研究、核心命题研究等,认为对这些问

题的解答,将会填补近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空白,亦可

以从性别批评等角度,延伸出更多更有趣的论题.
本次论坛除对以上专题进行研讨外,还有学者

围绕近代女性文学的其他问题作了精彩发言.刘丽

霞教授对«女铎»女性文学群体、傅瑛教授对清末皖

籍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栾伟平女士依据方志材料

对近代著名女翻译家陈鸿璧家世的详细考证,王同

舟教授对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女诗人薛绍徽年谱

的分析等等,都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对近代女

性文学研究的有力推进.
当然,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

段,尚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和深入.笔者认为以下三

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应
当进一步发掘近代女性文学的有关资料,建设近代

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库.二是目前的研究仍以传统的

文本阐释和资料考证为主,今后可多方借鉴西方性

别理论,实现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理论上的开拓和提

升.三是建立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理论话语体系,如
何将近代女性文学本身自具的谱系和理论话语发掘

出来,化为一套切合近代女性文学实际的系统、科学

的理论阐释体系,从而形成此领域的研究特色,这应

是今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着力的方向.(作者单位:
济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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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NewHypothesisoftheOriginofEarlyChineseState:

　 From “MonkeyMountainStructure”toCentralizedState XiaoGongqin
　 ThePatronＧClientorganizationalstructure,whichemergedamongtheMongoliannomadiccommunitiesdurＧ
ingthe１３thcentury,providesanew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theformationprocessofthestatefromThree
EmperorsandFiveSovereignsuptotheXia,Shang,andZhouDynasties．Peoplecandiscoverthe“Monkey
Mountainstructure”whichissimilartothatofnomadicsocietyfromtextslike“FiveEmperorsoftheMillenniＧ
um”and“XiaDynasty”outofthe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andsoforth．TheMonkeyMountainstrucＧ
tureembodiesthephenomenonthatthestrongmansuppliestheprotectionandtheweakoffersallegiance,and
thiswaycanintegratebothinterestsofthehigherandthelower,whichrealizestheinitialtransformationofpetＧ
tycommunityfromdecentralizingstatustocentralizingone．Thereby,weareabletoformanewhypothesison
themakingoftheChineseearlystatebymeansofsucharelationshipstructureasaninterpretiveframework．
Thisarticlearguesthattheincohesiveunionsof“MonkeyMountainstructure”,throughtheJimiSystem(i．e．in
winningsomeoneovertoobeytheruling,oritalsocanbeviewedastheformersortoftheEnfeoffmentSystem
thattheoppositesidekeepsthehighautonomyandselfＧgovernmentwhileinconformitywiththeauthority)as
thesubinfeudationdependsonhomelandpriortotheEnfeoffmentSystem,thendevelopedintothelatterof
WesternZhouduringtheXiaＧShangera．Subsequently,thereappearedthechangeofthecentralizationunderthe
conditionofrivalriesamongthedukesandprincesintheSpringandAutumnandWarringStatesperiodsandat
lastcametheQinandHanempires．ItcanbeseenthecompletedchainoftheformingprocessoftheancientChiＧ
nesestateinthisperiodofhistoricaltrajectory．Whatthepaperconcludesisthattheformationoftheancient
ChinesestateexperiencedneithertherouteofwesternclassicalslaverysystemnortheAsiaticproductionmode,
directingtothepathofOrientalDespotism,butevolvedoutofthecollectiveexperiencesoftheHuaxianationon
thebasisofthePatronＧClientrelationsofHuaxiapettycommunitiesafterundergoingthegradualstagesfrom
chiefdom,JimiSystemupthroughEnfeoffmentSystem,andfinallysetoutontheroadtocentralizeddespotism．

CritiqueonAutocraticMonarchyinAncientChina LiRuohui
　 InthediscussionaboutwhetherancientChinaisanautocraticsociety,whethertheemperorsareautocraticis
animportantpoint．TheideathatthereisnoautocraticmonarchyinancientChinaisverypopularincontemporaＧ
ryacademia,holdingtheideathattherewasnoselfＧcriticismofautocraticmonarchyduringthislongperiodof
time．Inthisregard,therearetwokindsofdifferentunderstandings:oneisthatautocracysureisdark,yetthis
conceptwasnotappliedontheemperorsinancientChina,inotherwords,theredidnotexistthefactofautoＧ
craticmonarchyinancientChina;andtheotheristhatinancientChina,itwasregardedthattheemperors
shouldbe“autocratic”,i．e．althoughthereexisted“autocraticmonarchy”inancientChina,theancientsgavea
positiveevaluationofit,andcriticismonautocracywasonlydirectedattheliegeman’sinvasionofimperiality,

whichsubstantiallyintendedtomaintain“autocraticmonarchy”．However,wecandiscoverseveraldiscussions
inclassicaldocumentswhichusedtheword“autocracy”ontheemperors,andattacked“autocraticmonarchy”．This
indicatesthatintheautognosisofancientChina,thereexistednotonlythefactof“autocraticmonarchy”,butalsocritiＧ
cismonit．Andthiskindofcriticismincludedtwoaspects:oneisthefoundationofclassicalChinesepoliticalphilosophy
whichregardsChinaasbelongingtopeoplealloverthelandandnottheprivatepropertyoftheemperor;andonthe
otherhand,thepoliticalsystemofdecentralizationbetweentheemperorandCounselorＧinＧchiefwasestablishedtoinＧ
surethefoundationdescendingtomeretalk．IftheemperorarbitrarilyissuedanedictwithoutthepermissionofCounＧ
selorＧinＧchieforSecretariat,itwouldbeconsideredasunscrupulousnessoftakingtheempireofhisown．

HowDidChinaBecomeanAutocraticCountry? BaiTongdong
　 Inthispaper,theauthorwillarguethatthespreadandoftheideathattraditionalChinawasdespoticisroo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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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theignoranceandthearroganceoftheWesttowardChina．ThroughJapan,itwasalmostuniversallyacＧ
ceptedbyChinesescholarsandpoliticiansthroughmuchofthe２０thcenturyunderthepressureofsavingChina
from WesternandJapaneseinvasions．ButthisexplanationisnotfullyapplicabletoMontesquieu,whofirstinＧ
troducedanddevelopedthisidea．Throughinvestigatinghisgeneraltheoryofmoderateanddespoticregimes,

andhisunderstandingofChina,Iwillexplainwhyheintroducedthisideaandwhyitwasdeeplyproblematic．
Afterclarifyingtheconceptofdespotism,IwillchallengedirectlytheunderstandingthatthetraditionalChinese
regimewasautocratic．Finally,Iwillshowthatbecauseoftheinadequacyofthisunderstandingandtheactions
takenbytheChineseonthebasisofthisunderstanding,Chinahasindeedbecomedespoticsincethecollapseof
thetraditionalChineseregime,which,ironically,doescorroborateMontesquieu’sunderstandingofthenature
ofdespotism．

TheEssenceofCollationandSupplementoftheImagesandBiographiesofQingScholars ChenZuwu
　 TheImagesandBiographiesofQingScholarswrittenbyYeYanlanincollaborationwithhisgrandsonYe
Gongchuoisanunfinishedpieceofliterature．Itssecondvolumewhichwascompletedmorethanhalfacentury
agohasonlyimagesbutnobiographies．IhavespentmorethansixyearstofinishCollationandSupplementof
theImagesandBiographiesofQingScholars．Inthispaper,Ilinkthe“Origin”,“GeneralNotices”,and“IlＧ
lustrationofCollation”ofthebook,aswellasthreecomplementarybiographiesofZhaoZhixin,KongGuanglin,

andDingYiciwhowereborninShandongProvince．Throughtheseadvancecontents,readerscoulddetectthe
gistofthewholebook．

ExpressingwiththeFeet:TheAlternativeNarrativesofRuralCrisisinthe１９２０sand１９３０sChina MaJunya
　 Inthe１９２０sand１９３０s,expositionsofruralcrisisinChinareachedanamazinglylargeamount．YetaconsidＧ
erablepartofthesenarrativesconcentratedonJiangnan,i．e．landssouthofthelowerreachesoftheYangtze
River,andthemostflourishingeconomicareainChina,whichtooktemporaryeconomicfluctuationbroughtby
worldmarketastheirreversibleultimatecontradictionofthesociety．However,evenintimesofcrisis,thebusiＧ
nesseconomyinmodernJiangnanstillcontainedboundlessenergy．TherealcrisisinChineseruralsocietydid
notsufferfromthefluctuationofworldmarket,butisolationfromtheworldeconomy．Intheagriculturalareas
experiencinglessnaturalcalamity,thepeasanteconomyindeedsufferedfrominvolution;whileinthedisasterＧ
riddenareas,peasantssufferedmorefromnotbeinginvolvedininvolution．Theruralcrisisinthe１９２０sand
１９３０sthatpeasantsexpressedwiththeirfeetrevealedmoretrulytheregionalimbalanceofsocialeconomyand
essentialcontradictionofruralsocietyinChina．

TheEnlighteningSignificanceofWorldSystemTheoryontheMethodology WuYing
　 Framedbyaworldsystem,WorldHistoryTheoryanalyzesthedevelopmentofglobalcapitalisminthelong
run,providinguswithanewperspectiveandmethodtohaveanoverallanddynamicunderstandingofmodern
capitalism．Sinceitsfoundation,WorldHistoryTheorycontinuestoexpanditsinfluence,butalsofacescritiＧ
cismsfromallsides．Againstthecriticismsfrom Weberians,orthodoxMarxists,adherentsforlawofcomparaＧ
tiveadvantagebyDavidRicardo,neoＧHintziansandpostmodernist,Wallersteinmakesstrongresponses,and
systematicallystudiestheformingandinfluenceofthecapitalistideologywhichnotpreviouslyinvolvedinnewlyＧ
publishedTheModernWorldＧSystemIV,thusmorefullyanddeeplyshowsthemethodologymeaningofworld
systemtheory,anditsenlighteningsignificanceforcontemporarysocialscienceresearch．

TheAppearanceofWorksofPhilosophersandTransformationofBooks LiuGuangyu
　 TheofficialbooksareproductsofofficialhistorianintheShangandZhouDynasties．Asthecultureofofficial
historianisakindofreligiouscultureservedforthepurposeofmonopolization,theofficialbookspossessthree
characteristics:nopubliccommunicationbeingallowed,theauthorbeinganonymous,andbookhavingnodefiniＧ
tiveedition．Theworksofphilosophersappearedposteriortoofficialbooks,whichwascausedbythegreatrev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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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ionfromCaesaropapismtoseparationofchurchandthestate．ActingasrebelsofthecultureofofficialhistoＧ
rian,philosophersadvocatedworldlypoliticsandcultureintheirtheoriesandbooks,yettheyandtheirapprenＧ
ticeswereinseparablefromthecontextofhistoricaltraditioninculturalactivities．Undertheinfluenceofofficial
books,writtenlanguagecouldnotbethemediaofassociationandcommunication,andoralculturecontinuedunＧ
abated,sothetheoriesofphilosophers,especiallyoftheearlyonesmustbehandeddownbyorwerehanded
downmostlybytheirapprenticeswithoralteaching．Andundertheinfluenceofthetraditionofofficialbooks,

theworksofphilosopherswerenotsignedbeforetheHanDynasty,showingthatastrictconceptofauthorship
wasnotestablishedinChinabeforetheHanDynasty,sotheauthorsoftheworksofphilosopherswerenotreＧ
strictedbycopyright,andtherewasnottheproblemofauthenticityabouttheseworks．Ontheonehand,the
appearanceofworksofphilosophersreplacedoralculturewithreadingculture,andontheotherhand,these
worksgraduallytransformedthecharacteristicsofofficialbooks,andfinallyledtothefundamentaltransitionof
booksfromnopubliccommunicationtopubliccommunication．Intheperspectiveofculturalhistory,thechange
fromofficialbookstoworksofphilosophersmeansthebreakthroughfromofficiallearningtofolkwriting,from
religiousmonoismtosecularpluriＧculture,andfrommonopolizationtofreedom,whichopenedthedoorofculＧ
turalprosperitysincetheQinandHanDynasties．

TheReconstructionofClassicsofHanFusince１９７８ ZhangXinke,LiuYanqing
　 Afterthe１９５０s,thereonceemergedcasesofdeconstructingclassicsofHanfuduetothepoliticalthought．
Andwiththeideologicalemancipationaswellasgreatchangeinpoliticsandeconomy,thevalueandclassical
statusofHanfuhavebeenreconfirmedandreconstructedbymeansofdissemination,comment,creation,and
acceptancesince１９７８．PresentstudiesofHanfurevealamultidisciplinarytrendundernewresearchperspecＧ
tives,newresearchmethods,anddiscoveryofnewmaterials．Meanwhile,disseminationandacceptanceofHan
fuhavebeenenlargedwiththehelpofinternetmedia．ThereconstructionoftheclassicalstatusofHanfu
showstheeternalcharmofliteraryclassicsbeyondtimeandspace．Inourchangingtimes,theproblemsthat
howtocarryonandevaluateChineseculturalheritageincludingHanfu,howtoestablishthecriteriaforevaluaＧ
tingHanfu,andhowtorecognizetheinfluenceofpoliticalchangetotheclassicsconstructionofHanfu,alldeＧ
serveourattention．

ADiscussionofInternalActiveMechanismandRelevantTheoreticalCharacterization
　 ofthe“Tradition”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 GuoPeng
　 Tounderstandthe “tradition”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oneshouldstartwiththefundamentalseＧ
mantemeandinscapeof“tradition”．Intheprocessofitsdevelopmentandevolution,Chineseliteratureformeda
nationaltraditionwithdistinctcharacteristics．ThistraditionpossessesnotonlyaconstraintuponthedevelopＧ
mentofliterature,butalsoexclusivenessforsustainingitselfaswellasexcludingothernormsthatdonotconＧ
formtoit．Andonceformed,thetraditionwillaffectthefuturetrendsanddevelopmentofliterature．ThedyＧ
namicstructure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tookthethoughtsofConfucianismandTaoismaswellasthespirit
ofQuYuanasitsconnotation,whichpossessesinternalmechanismsustainingitselfandinteractswitheachothＧ
er．Aproperdefinitionfortheformationandmechanismoftraditionofclassicalliteraturewillhelpusunderstand
itscourseofevolutionandpatterns．Simultaneously,tounderstandfundamentalcharacteristicsandinternalacＧ
tivemechanismoftraditionofclassicalliterature,aswellastograspaccuratelythetheoreticalproblemsrelated
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tradition,wouldbehelpfultodiscernthemostvaluableconnotationofthetradition
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andcreatelivelyecologicalconditionsforthedevelopmentofnationalliterature．

LogicalMethod,orEthicalPractice?

　 AStudyofthe“GenusExtension”IdeaofPreＧQinConfucianistandMohist LiWei
　 The“genusextension”oftenmentionedbyConfuciansandMohistsisanimportantissueofthegenericideain
thePreＧQintimes．Formerstudiesweremainlyfocusedonlogic,anditseemssomehowreasonableto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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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s“analogism”．YetitcannotbedeniedthatthereisthedefectofforcedanalogyandexternalityinthisinterＧ
pretation．Judgingfromtheliterature,theverbinthistermdoesnotmainlyrefertoinference,butpractical
spread,andthenoundoesnotrefertoabroadandformalgenericrelationeither,butthegenusofrightbehavior
andrightexpression．Hereby,ratherthantounderstandthetermasthelogicalmethodofanalogy,itwouldbe
bettertointerpretitasakindofethicalpracticefocusingonextendingtherightbehaviorsandspeechesalready
establishedinsomeoccasionstootheroccasionsaccordingtoits“genus”．Sothe“genusextension”wouldmainly
beresponsiblefortherightnessofbehaviorandspeech,butnotserveforthevalidityofthinkingandinference．

QiSpreadingAllovertheSpace:OntheModelofAncientChineseThought
　 aboutPestilencefromthePerspectiveofResultingandTreating YuGengzhe
　 AcharacteristicofimagelanguagedeterminestheancientChinesethinkingmodeltoemphasizeintegralityand
intuition,whichresultsinbeingcomprehensivelystrongwhileanalyticallyweak．Theconceptofqi,reflectedin
thethoughtsofpestilenceinthewayofresultingandtreatingistheproductofit．Byintroducingtheconceptof
qi,withitsfeatureofspreadingalloverthespace,variouscharacteristicofpestilencecouldbeinterpreted．And
itisperfectlyinaccordancewiththeqiＧbloodtheory．Qiwasalmosttakenasclimateintheearlytimes,andby
theSuiDynasty,itgainedinitialdistinguishmentinputtingforwardtheconceptof“ZhuＧBing”whichhadnoticed
socialcontagion．MedicalworksofSongDynasty,representedbyTheCompleteRecordofHolyBenevolence,

appliedtheory“fiveelementsandsixpathogens”topredictdisease．But,itwasaregress．Theideaofepidemic
pathogenicfactorsbyWuYouxingintheMingDynastymadeabreakthrough．Ittargetednoseandmouthasthe
infectionschannels,whichwasaprogressinlogicalthinking,butitwasstillundertheconceptionofqi．The
connotationofqiwascontinuouslyexplainedandsubstitutedintheprocess,anditwasputtouseinbothpros
andcons．Water,fire,virtuesandsuchwithspreadingcharacteristicareconsideredtobeeffectiveinfighting
disease．AndallofthiscreativelydemonstratesthefeatureoftraditionalChinesethinkingpattern．Inbrief,qi
playsamultifunctionalroleinthisresearch．

ModernChineseThoughtfromtheSpectroscopeofLegalistSchool YuZhong
　 DuringonecenturyofhistoryofacademicthoughtinChina,thelegalistschoolcanplayaroleofacademic
spectroscope．Becausethelegalistschoolimplicatedseveralthoughtssuchastheruleoflaw,thenationalismand
thedespotism,thelegalistschoolhasaperplexingrelationshipwiththeseveralthoughts．Thelegalistschool
providesachanneltounderstandandreflectonthethoughtsoftheruleoflaw,nationalismandthedespotism．
Inturn,theruleoflaw,nationalism,anddespotismcanalsorevealcertainsilhouettesofthelegalistschool．
Theacademicspectroscopefunctionoflegalistschoolhelpspromotetheintegrationofjurisprudence,philosoＧ
phy,history,politicalscienceandotherdisciplines．

AStraightforwardandOutstandingHistorian:TheLifeandAcademicsofDingShan ZhuBin
　 ProfessorDingShanisagreatscholarofthe２０thcenturyandanoutstandingdelegateofmodernhistoriograＧ
phyinChina．Inhisshortlife,Prof．Dinggainedachievementsinawiderangeofacademicfieldssuchas
philolgy,inscriptionsonbonesortortoiseshellsandancientbronzeobjects,historicalgeography,archaeology,

studiesofancientreligion,mythologyandsoon,especiallybeingwellＧknownforhisstudiesofinscriptionson
bonesortortoiseshellsandancientbronzeobjects,aswellasancienthistory．LivinginthetimesthatChinese
academicstransformingfromtraditionalparadigmtothemodernone,includingthetransformationfromclassical
phonology,exegesis,and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tomoernhistoriography,heinheritedthelegacyoftradiＧ
tionallearning,andopenedthebeginningofmodernacademics,thusmadeoutstandingcontributionstothedeＧ
velopmentofChineseacademicsatthattime．InthestudiesofancientChinesehistory,DingformedakindofacＧ
ademicstyleofhisown,whichaimedatpursuingtheoriginofChineseculture,andreconstructedthesystemof
ancienthistorybyapplyingarchaeologicalmaterialsincombinationwithtextualcriticismandcomparativelinＧ
guistics．Hisachievementsandmethodhadbeeninfluencingdeeplyonthelater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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